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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主要涉及蔬菜清洗技术领域，尤其是

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所述

的清洗机包括机架，机架上方设置有输送带传输

装置，其前置有旋转清理装置，其上设置有高压

水清洗装置、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风洗装置，其

输出端连接旋转头装置，杂质、废水回收装置分

别设置在机架上；机架安装有电控装置、微气泡

发生装置，微气泡发生装置一端与臭氧发生器管

道连接，另一端与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管道连

接，臭氧发生器、水泵分别安装在机架下方，水泵

与高压水清洗装置管道连接。本发明结构简单紧

凑、使用方便，实现了蔬菜连续清洗及废水回收

利用，降低了蔬菜表面杂质及农药残留，提高了

蔬菜清洗及分类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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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1)，所述的机架

(11)采用角铁及方钢加工而成，机架(11)上方设置有输送带传输装置(7)，输送带传输装置

(7)输入端前置有旋转清理装置(1)，输送带传输装置(7)上方沿其输送方向依次设置有高

压水清洗装置(2)、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风洗装置(4)，输送带传输装置(7)输出端连接

旋转头装置(6)，杂质、废水回收装置(12、13)分别设置在旋转清理装置(1)、输送带传输装

置(7)下方的机架(11)上中间位置处；机架(11)的侧部一侧安装有电控装置(5)，另一侧固

定放置有微气泡发生装置(8)，微气泡发生装置(8)一端与臭氧发生器(9)管道连接，另一端

与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管道连接，臭氧发生器(9)安装在机架(11)下方；水泵(10)安装

在机架(11)下方，水泵(10)与高压水清洗装置(2)管道连接；所述的微气泡发生装置(8)包

括自吸式高压水泵(803)，该水泵的进水口(801)与汽液混合接头(802)管道连接，高压筒

(804)的进水口与自吸式高压水泵(803)的出水口管道连接，高压筒(804)的出水口与微孔

筛(805)连接，微孔筛(805)的孔径在0.1mm-0.5mm之间，汽液混合接头(802)与进气管(806)

连接，进气管(806)与臭氧发生器(9)连通；所述的旋转头装置(6)包括旋转头盖板(601)、旋

转头轴(602)、旋转头摆叶(603)、旋转头电机(605)，旋转头盖板(601)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旋

转头支架，旋转头支架中间装设有旋转头轴(602)，旋转头摆叶(603)活动安装在旋转头轴

(602)上，旋转头摆叶(603)摆动的极限位置位于旋转头支架内，旋转头摆叶(603)与旋转头

支架垂直时，旋转头摆叶(603)有效长度等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输送宽度；旋转头盖板

(601)后部设置有分类器(604)，分类器(604)上开设有若干直径不等的开口，分类器(604)

正下方安装有导板(6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输送带传输装置(7)为链式传动机构，该机构通过轴承座(701)活动安装在机架(11)上，

机构的链条(704)上安装有网板支撑板(711)，网板支撑板(711)上设置有网板(706)，网板

(706)采用塑料或不锈钢制作而成，网板(706)上开设有方孔，方孔的规格不超过根茎类蔬

菜的最小规格，网板(706)两侧沿着输送带输送方向分别安装有限位块(705)，网板(706)两

侧限位块(705)的安装间距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输送宽度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旋转清理装置(1)包括箱体(106)，箱体(106)内置有两层，上层内均布活动设置有上置旋

转毛刷(108)，上置旋转毛刷(108)安装方向与输送带输送方向垂直，下层内均布活动设置

有下置旋转毛刷(109)，下置旋转毛刷(109)安装方向与输送带输送方向垂直，下置旋转毛

刷(109)直径小于上置旋转毛刷(108)直径，上、下置旋转毛刷(108、109)采用软质刷毛，上

置旋转毛刷(108)与上置调速电机(105)连接，下置旋转毛刷(109)通过皮带(104)与下置电

机(102)连接，箱体(106)顶部开设有观察窗(107)，其底部与杂质回收装置(12)连通，杂质

回收装置(12)包括抽风机(10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高压水清洗装置(2)包括第一分水器(204)，第一分水器(204)通过第一水管(202)与高压

水喷头(201)连通，高压水喷头(201)安装在第一盖板(203)上，高压水喷头(201)沿第一盖

板(203)长度方向均布设置，相邻高压水喷头组夹角在450-600之间，高压水喷头(201)喷射

高压水宽度不小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输送宽度，第一分水器(204)通过第一管道(205)

与水泵(10)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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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包括第二分水器(304)，第二分水器(304)通过第二水管(302)与臭

氧微气泡水喷头(303)连通，臭氧微气泡水喷头(303)安装在第二盖板(301)上，臭氧微气泡

水喷头(303)沿第二盖板(301)长度方向均布设置，相邻臭氧微气泡水喷头组夹角在450-600

之间，臭氧微气泡水喷头(303)喷射高压水宽度不小于输送带传输装置的输送宽度，第二分

水器(304)通过第二管道(305)与水泵(10)连通，第二管道(305)上装设有微气泡发生装置

(8)，微气泡发生装置(8)通过气管(306)与臭氧发生器(9)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风洗装置包括扇壳(402)，扇壳(402)通过支座(401)固定在输送带传输装置(7)上，扇叶

电机(403)及扇叶(404)安装在扇壳(402)内，扇叶主轴垂直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带面，

扇叶(404)直径不小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输送宽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废水回收装置(13)设有两个舱室，第一舱室位于高压水清洗装置(2)的正下方，第二舱室

位于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及风洗装置(4)的正下方，废水回收装置(13)的回收面积不小

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输送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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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蔬菜清洗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

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社会，农药、生长激素、保鲜剂及防腐剂被蔬菜生产销售者所广泛使用，这导

致市场上的蔬菜上存在越来越多的农药残留，而在蔬菜加工使用过程中，通常采用人工方

式对蔬菜进行清洗和消毒工作，该方式的问题在于清洗效率低，蔬菜清洗数量少，且农药残

留不能彻底的清除，此外，人工清洗生产方式不能有效保护清洗者手部皮肤健康，常洗蔬菜

的人的手部皮肤容易干燥脱皮。

[0003] 目前，国内企事业单位食堂使用的蔬菜清洗机主要采用高压气体产生鼓泡震动，

浮洗槽以及高压水流冲击的原理来清洗蔬菜，该种方式可以分离果蔬上面粘连的泥沙、杂

质，但是不能降低果蔬上的农药残留；此外，清洗过程中水的利用都是一次性的，导致水的

利用率相对较低，故需要尽量提高水的利用率。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CN205233404U公开了一种中餐工业化蔬菜清洗器，采用搅拌蔬菜

清洗的方式，通过设置隔网，隔开蔬菜与搅拌叶片的接触，避免搅拌叶片工作时损坏蔬菜，

进而实现蔬菜清洗干净、破损率低的目标。

[0005] 中国专利公开号CN204409532U公开了一种蔬菜清洗机，采用臭氧杀菌及搅拌蔬菜

清洗的方式，同时，配置有循环水箱，使得设备结构合理规范，实现了对蔬菜有效清洗，降低

蔬菜表面农药残留，节约水资源的目的；但其采用箱式容器对蔬菜进行清洗，不能实现连续

的蔬菜清洗。

[0006] 中国专利公开号CN204409532U公开了一种蔬菜加工用全方位清洗与消毒设备，其

提出了利用消毒灯进行杀菌的技术方案，利用清洗槽和消毒槽上方布置的消毒灯，气体消

毒装置以及降温冷却系统，冷风头等，对蔬菜进行消毒杀菌作用；该实用新型的特点是：工

作时间缩短，效率高；清洗彻底，消毒全面；降温快，消毒气体的浓度得到控制，环保安全。

[0007] 然而采用消毒灯和高压气体产生鼓泡振动对蔬菜进行清洗的方式虽然可以起到

到一定的消毒作用和清洗作用，但农药残清洗效果有限，且蔬菜在消毒灯的照射下，蔬菜中

的部分营养成分会被破坏，降低蔬菜中的营养成分，因此，消毒灯照射的方式并不能将蔬菜

中的农药残留进行分解和清洗。

[0008] 中国专利公开号CN204907858U公开了一种蔬菜清洗消毒机，设置了空气压缩机,

消毒室,清洗室三大部分,在输送链条上的蔬菜被设置在输送链条上方或两侧臭氧雾喷头

清洗并杀毒其可以在不破坏蔬菜营养成分的前提下，降低蔬菜上的农药残留，清洗蔬菜表

面的物理污渍。

[0009] 中国专利公开号CN104351922A公开了一种微纳米臭氧气泡果蔬清洗装置及其清

洗方法，其利用臭氧微气泡技术取代传统的臭氧，消毒灯等杀毒技术，利用微泡沫技术实现

非洗涤剂的清洗，进而减少产品的污染环节并清洗蔬菜的细微处。技术上设置两个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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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利用输送带进行带动其在清洗池内运动，并完成整个清洗过程。

[0010] 中国专利公开号CN106490647A公开了一种蔬菜清洗干燥系统，其主要结构包括清

洗槽、旋转转移轴、网状输送带，旋转转移轴和网状输送带，喷淋水装置，压缩空气吹气管，

超声波发生器，臭氧发生器，外消毒灯组成；蔬菜在清洗槽内完成了清洗作业，通过旋转转

移轴将杀菌的蔬菜送到传送带上，并输送蔬菜结合吹气管进行除水作业，其旨在有效的清

除了蔬菜中的铁屑等不溶于水的杂质，杀毒灭菌。

[0011] 中国专利公开号CN102284447A公开了一种清洗方法和清洗装置，讨论了利用大小

微气泡水溶液(含有氧气或者臭氧)清洗的实施方案及相关装置，其首先使用微小气泡水溶

液清理，后采用稍大气泡水溶液处理，最终，通过高压空气进行水清除；此外，提出了一种半

导体晶片基板(被清洗物)的清洗流程图。

[0012] 上述专利主要围绕蔬菜清洗，降低蔬菜农药残留，节约用水三个主题进行研究，在

降低农药残留方面采用臭氧杀菌,消毒灯或者臭氧微气泡的方式实现；在节约用水方面，主

要采用循环用水的技术方案；其存在的问题是采用搅拌式清洗蔬菜的方式，易损坏蔬菜表

面，在蔬菜的连续清洗分类上，有待亟需研究；另外，缺乏根据不同蔬菜类型，如根类蔬菜，

茎类蔬菜，叶类蔬菜等，有针对性的蔬菜清洗装置；自动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该

清洗机采用输送带运送蔬菜，通过旋转头将蔬菜推入前置旋转清理装置，完成蔬菜表面杂

质清除，后利用“三步清理一步风干”的技术方案，结合可调式参量控制方案及臭氧微气泡

发生装置，完成大批量根茎类蔬菜的连续清洗，并利用分级装置完成蔬菜大小分类。

[001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15] 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包括机架，所述的机架采用角铁及方

钢加工而成，机架上方设置有输送带传输装置，输送带传输装置输入端前置有旋转清理装

置，输送带传输装置上方沿其输送方向依次设置有高压水清洗装置、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

风洗装置，输送带传输装置输出端连接旋转头装置，杂质、废水回收装置分别设置在旋转清

理装置、输送带传输装置下方的机架上中间位置处；机架的侧部一侧安装有电控装置，另一

侧固定放置有微气泡发生装置，微气泡发生装置一端与臭氧发生器管道连接，另一端与臭

氧微气泡清洗装置管道连接，臭氧发生器安装在机架下方；水泵安装在机架下方，水泵与高

压水清洗装置管道连接。

[0016] 进一步，所述的输送带传输装置为链式传动机构，该机构通过轴承座活动安装在

机架上，机构的链条上安装有网板支撑板，网板支撑板上设置有网板，网板采用塑料或不锈

钢制作而成，网板上开设有方孔，方孔的规格不超过根茎类蔬菜的最小规格，网板两侧沿着

输送带输送方向分别安装有限位块，网板两侧限位块的安装间距与输送带传输装置的输送

宽度一致。

[0017] 进一步，所述的旋转清理装置包括箱体，箱体内置有两层，上层内均布活动设置有

上置旋转毛刷，上置旋转毛刷安装方向与输送带输送方向垂直，下层内均布活动设置有下

置旋转毛刷，下置旋转毛刷安装方向与输送带输送方向垂直，下置旋转毛刷直径小于上置

旋转毛刷直径，上、下置旋转毛刷采用软质刷毛，上置旋转毛刷与上置调速电机连接，下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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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毛刷通过皮带与下置电机连接，箱体顶部开设有观察窗，其底部与杂质回收装置连通，

杂质回收装置包括抽风机。

[0018] 进一步，所述的高压水清洗装置包括第一分水器，第一分水器通过第一水管与高

压水喷头连通，高压水喷头安装在第一盖板上，高压水喷头沿第一盖板长度方向均布设置，

相邻高压水喷头组夹角在45°-60°之间，高压水喷头喷射高压水宽度不小于输送带传输装

置的输送宽度，第一分水器通过第一管道与水泵连通。

[0019] 进一步，所述的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包括第二分水器，第二分水器通过第二水管

与臭氧微气泡水喷头连通，臭氧微气泡水喷头安装在第二盖板上，臭氧微气泡水喷头沿第

二盖板长度方向均布设置，相邻臭氧微气泡水喷头组夹角在45°-60°之间，臭氧微气泡水喷

头喷射高压水宽度不小于输送带传输装置的输送宽度，第二分水器通过第二管道与水泵连

通，第二管道上装设有微气泡发生装置，微气泡发生装置通过气管与臭氧发生器连通。

[0020] 进一步，所述的风洗装置包括扇壳，扇壳通过支座固定在输送带传输装置上，扇叶

电机及扇叶安装在扇壳内，扇叶主轴垂直于输送带传输装置的带面，扇叶直径不小于输送

带传输装置的输送宽度。

[0021] 进一步，所述的旋转头装置包括旋转头盖板、旋转头轴、旋转头摆叶、旋转头电机，

旋转头盖板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旋转头支架，旋转头支架中间装设有旋转头轴，旋转头摆叶

活动安装在旋转头轴上，旋转头摆叶摆动的极限位置位于旋转头支架内，旋转头摆叶与旋

转头支架垂直时，旋转头摆叶有效长度等于输送带传输装置的输送宽度；旋转头盖板后部

设置有分类器，分类器上开设有若干直径不等的开口，分类器正下方安装有导板。

[0022] 进一步，所述的微气泡发生装置包括自吸式高压水泵，该水泵的进水口与汽液混

合接头管道连接，高压筒的进水口与自吸式高压水泵的出水口管道连接，高压筒的出水口

与微孔筛连接，微孔筛的孔径在0.1mm-0.5mm之间，汽液混合接头与进气管连接，进气管与

臭氧发生器连通。

[0023] 进一步，所述的废水回收装置设有两个舱室，第一舱室位于高压水清洗装置的正

下方，第二舱室位于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及风洗装置的正下方，废水回收装置的回收面积

不小于输送带传输装置的输送面积。

[0024]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结构简单紧凑、使用方便，实现了大批蔬菜连续清洗及其清洗过程中的废

水回收利用，降低了蔬菜表面杂质残留及农药残留，提高了蔬菜清洗及分类的效率和质量，

降低了蔬菜清洗时人力成本。具体来说：

[0026] 1、本发明结构简单，集成度高，操作安装方便，采用“三步清理一步风干”的技术方

案，即旋转清理根茎类蔬菜表面灰尘杂土，微喷头喷洒水初步清理蔬菜表面，臭氧微气泡溶

液清洗杀菌，风力清理蔬菜残留水溶液的技术方案，对利用输送带式运输的根茎类蔬菜进

行了全流程的清洗，一方面能够实现大批蔬菜连续清洗，另一方面，显著的降低了蔬菜表面

杂质残留及农药残留。

[0027] 2、本发明采用旋转清理装置，其由大小旋转毛刷组成，大小旋转毛刷采用软质毛

刷，且其旋转时两者存在速度差，能够对进入旋转清理装置的根茎类蔬菜进行接触式清扫，

显著地清除了蔬菜表面的沙土类杂质。

[0028] 3、本发明专利采用了管式臭氧发生器，对空气电离形成臭氧，然后通过微气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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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装置融合到水溶液中，形成微气泡臭氧水溶液，后通过喷淋系统喷施到蔬菜上，对蔬菜进

行杀菌消毒，相对于消毒灯杀菌方式，本发明能够避免消毒灯照射对蔬菜营养成分的破坏，

而本发明用臭氧对蔬菜进行杀菌消毒，臭氧具有极强的氧化性，能迅速氧化农药和激素分

子链，使农药和激素变成稳定的无机化合物，实现了降低药残的目标。

[0029] 4、本发明采用的微气泡发生装置，其利用自吸式水泵在抽水的同时，在管道中形

成负压，以此，吸入经过节流装置进一步压缩的臭氧；具有一定压力的臭氧及水溶液在高压

筒中进行混合，利用节流阀主动调节高压筒的压力，调节臭氧微气泡的生成数量及气泡大

小，最终形成含有大量臭氧微气泡的水溶液，该种臭氧微气泡水溶液具有极强的氧化性，能

迅速氧化农药，去除蔬菜上的农药残留。

[0030] 5、本发明采用的风洗装置，其安装在微气泡清理室的后侧，扇面平行于输送带带

面，其可以高速旋转，形成较大的风压对通过的根茎类蔬菜的表面残留的臭氧微气泡溶液

进行风洗操作，进而完成蔬菜表面大量水分的清除。

[0031] 6、本发明采用输送带运输根茎类蔬菜进行清洗作业，能够满足大批量蔬菜的连续

清洗要求；同时，传送带速，喷头压力，臭氧发生量及臭氧微气泡浓度均具有可调性，可以满

足不同种类的根茎类蔬菜的清洗要求，进而有效的扩大了根茎类蔬菜清洗机的适用范围。

[0032] 7、本发明具有杂质及废水主动回收装置，可以及时收集清洗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

物及废水。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是本发明中旋转清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一。

[0035] 图3是本发明中旋转清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二。

[0036] 图4是本发明中高压水清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5是本发明中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6是本发明中风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7是本发明中旋转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一。

[0040] 图8是本发明中旋转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二。

[0041] 图9是本发明中输送带传输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10是本发明中微气泡发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11是本发明中臭氧发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中：1-旋转清理装置；101-抽风机；102-下置电机，103-下置旋转轮，104-皮带，

105-上置调速电机，106-箱体，107-观察窗，108-上置旋转毛刷，109-下置旋转毛刷；

[0045] 2-高压水清洗装置；201-高压水喷头；202-第一水管；203-第一盖板；204-第一分

水器；205-第一管道；

[0046] 3-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01-第二盖板；302-第二水管，303-臭氧微气泡水喷头，

304-第二分水器，305-第二管道，306-气管；

[0047] 4-风洗装置；401-支座；402-扇壳；403-扇叶电机；404-扇叶；

[0048] 5-电控装置；

[0049] 6-旋转头装置；601-旋转头盖板，602-旋转头轴，603-旋转头摆叶，604-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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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旋转头电机，606-导板；

[0050] 7-输送带传输装置；701-轴承座；702-齿轮轴；703-齿轮；704-链条；705-限位块；

706-网板；707-减速电机；708-支撑架；709-支架；710-电机座；711-网板支撑板；712-传送

带张紧装置；

[0051] 8-微气泡发生装置；801-进水口，802-汽液混合接头，803-自吸式高压水泵，804-

高压筒，805-微孔筛，806-进气管；

[0052] 9-臭氧发生器；901-本体，902-冷却风扇，903-空气入口，904-管式臭氧发生元件，

905-指示灯；906-臭氧出口；

[0053] 10-水泵；11-机架；

[0054] 12-杂质回收装置；13-废水回收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如图1所示，一种连续式臭氧微气泡根茎类蔬菜清洗机，包括机架11，所述的机架

11采用角铁及方钢加工而成，机架11上方设置有输送带传输装置7，输送带传输装置7输入

端前置有旋转清理装置1，输送带传输装置7上方沿其输送方向依次设置有高压水清洗装置

2、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风洗装置4，输送带传输装置7输出端连接旋转头装置6，杂质、废

水回收装置12、13分别设置在旋转清理装置1、输送带传输装置7下方的机架11上中间位置

处；机架11的侧部一侧安装有电控装置5，另一侧固定放置有微气泡发生装置8，微气泡发生

装置8一端与臭氧发生器9管道连接，另一端与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管道连接，臭氧发生器

9安装在机架11下方；水泵10安装在机架11下方，水泵10与高压水清洗装置2管道连接。

[0056] 如图2、3所示，旋转清理装置1安装在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前方，旋转清理装置1包

括箱体106，箱体106内置有两层，上层内均布活动设置有上置旋转毛刷108，上置旋转毛刷

108安装方向与输送带输送方向垂直，下层内均布活动设置有下置旋转毛刷109，下置旋转

毛刷109安装方向与输送带输送方向垂直，下置旋转毛刷109直径小于上置旋转毛刷108直

径，上、下置旋转毛刷108、109采用软质刷毛，上置旋转毛刷108由上置调速电机105控制，下

置旋转毛刷109由下置电机102通过皮带104和下置旋转轮103驱动，箱体106顶部开设有观

察窗107，其底部与杂质回收装置12连通，杂质回收装置12包括抽风机101，抽取清洗过程中

所产生的杂质，降低灰尘污染。

[0057] 如图4所示，高压水清洗装置2安装在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上方，位于旋转清理装置

1之后，包括第一分水器204，第一分水器204通过第一水管202与高压水喷头201连通，高压

水喷头201安装在第一盖板203上，高压水喷头201沿第一盖板203长度方向均布设置，相邻

高压水喷头组夹角在45°-60°之间，高压水喷头201喷射高压水宽度不小于输送带传输装置

7的输送宽度，第一分水器204通过第一管道205与水泵10连通，并通过阀门控制高压水回

路。

[0058] 如图5所示，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安装在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上方，位于高压水

清洗装置2之后，包括第二分水器304，第二分水器304通过第二水管302与臭氧微气泡水喷

头303连通，臭氧微气泡水喷头303安装在第二盖板301上，臭氧微气泡水喷头303沿第二盖

板301长度方向均布设置，相邻臭氧微气泡水喷头组夹角在45°-60°之间，臭氧微气泡水喷

头303喷射高压水宽度不小于输送带传输装置的输送宽度，第二分水器304通过第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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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与水泵10连通，第二管道305上装设有微气泡发生装置8，微气泡发生装置8通过气管306

与臭氧发生器9连通。

[0059] 如图6所示，风洗装置4，安装在输送带传输装置7上，位于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之

后，包括扇壳402，扇壳402通过支座401固定在输送带传输装置7上，扇叶电机403及扇叶404

安装在扇壳402内，扇叶电机403的转速具有可调性，扇叶主轴垂直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带

面，扇叶404直径不小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输送宽度。

[0060] 电控装置5，采用PLC、触摸屏与各执行电机、开关、指示灯、电控阀门、调速调压装

置相连接，通过触摸屏完成所有控制指令的发出。

[0061] 如图7、8所示，旋转头装置6安装在风洗装置4的后方，该装置主要为蔬菜的后续分

类运动提供驱动力，进而减低蔬菜清理过程中的人力成本，包括旋转头盖板601、旋转头轴

602、旋转头摆叶603、旋转头电机605，旋转头盖板601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旋转头支架，旋转

头支架中间装设有旋转头轴602，旋转头摆叶603活动安装在旋转头轴602上，旋转头摆叶

603摆动的极限位置位于旋转头支架内，旋转头摆叶603与旋转头支架垂直时，旋转头摆叶

603有效长度等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输送宽度；旋转头盖板601后部设置有分类器604，分

类器604上开设有若干直径不等的开口，开口按照由小到大或者由大到小的方式布置在分

类器604上，分类器604正下方安装有导板606，用于区分间隔分类后的蔬菜。

[0062] 如图9所示，输送带传输装置7安装在机架11上，并承载旋转清理装置1、高压水清

洗装置2、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风洗装置4、电控装置5、旋转头装置6，并为清洗作业提供

蔬菜运动的动力，输送带传输装置7包括轴承座701，齿轮轴702，齿轮703，链条704，限位块

705，网板706，减速电机707，支撑架708，支架709，电机座710，网板支撑板711，传送带张紧

装置712；网板706的材质为塑料，其上开有小方孔，开孔大小大于蔬菜最小的宽度，并安装

在链条704上，链条704通过两个链轮相连接；链轮安装在齿轮轴702上，齿轮轴702通过轴承

座701固定在支架709上，并与减速电机707相连；输送带传输装置7通过传送带张紧装置712

调节输送带的松紧程度；网板706的上方安装有限位块705，网板706两侧沿着输送带输送方

向分别安装有限位块705，网板706两侧限位块705的安装间距与输送带传输装置7的输送宽

度一致，网板706的下方安装有网板支撑板711进而为输送带传输装置7提供承载能力。

[0063] 如图10所示，微气泡发生装置8包括自吸式高压水泵803，该水泵的进水口801与汽

液混合接头802管道连接，高压筒804的进水口与自吸式高压水泵803的出水口管道连接，高

压筒804的出水口与微孔筛805连接，微孔筛805的孔径在0.1mm-0.5mm之间，能够进一步切

割溶解在水溶液中的空气泡，进而形成微气泡水溶液，汽液混合接头802与进气管806连接，

进气管806与臭氧发生器9连通。

[0064] 如图11所示，臭氧发生器9，包括本体901，冷却风扇902，空气入口903，管式臭氧发

生元件904，指示灯905及臭氧出口906；该装置使用管式臭氧发生元件904产生臭氧，并由冷

却风扇902完成管式臭氧发生元件904的冷却；空气入口903、管式臭氧发生元件904安装在

本体901内，冷却风扇902安装在本体901的侧壁，臭氧出口906与微气泡发生装置8的进气管

806连通。

[0065] 机架11下方安装有带孔的固定板，固定板安装在地基上，保证所述清洗机稳固平

稳运行。

[0066] 废水回收装置13设有两个舱室，第一舱室位于高压水清洗装置2的正下方，第二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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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位于臭氧微气泡清洗装置3及风洗装置4的正下方，废水回收装置13的回收面积不小于输

送带传输装置7的输送面积。

[006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是依据本发明所作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

应属于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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