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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

属于实验器材辅助装置领域。其技术方案为：包

括固定架，设置在固定架上的清洁液盛放桶和玻

片放置盒；固定架由下到上依次设置有排水盒、

冲洗盒和固定板，玻片放置盒设置在抽盒中，清

洁液盛放桶中设置有搅拌机构；清洁液盛放桶的

桶盖包括环形连接板，环形连接板上端面固定设

置有圆形固定板A，固定板A上设置有盖罩，固定

板A和盖罩组成齿轮箱；搅拌机构包括设置在齿

轮箱中的搅拌器A和搅拌器B。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为：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更加均匀的搅拌清洁液

并防止异物进入清洁液中，能够对玻片进行全方

位清洗，并且减少了清洗过程中拨片损坏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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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架，设置在所述固定架上的清洁

液盛放桶和玻片放置盒；

所述固定架由下到上依次设置有排水盒、冲洗盒和固定板，所述冲洗盒包括顶板、后侧

板、左侧板和右侧板，所述顶板上端面设置有若干支撑杆，所述支撑杆顶端固定设置有所述

固定板，所述排水盒顶面所述冲洗盒中设置有一推拉的抽盒，所述抽盒包括后侧板A、前侧

板A和底板A；

所述玻片放置盒设置在所述抽盒中，所述清洁液盛放桶中设置有搅拌机构；

所述清洁液盛放桶的桶盖包括环形连接板，所述环形连接板上端面固定设置有圆形固

定板A，所述固定板A上设置有盖罩，所述固定板A和所述盖罩组成齿轮箱；

所述搅拌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齿轮箱中的搅拌器A和搅拌器B，所述固定板A中间位置

设置有轴承座A，所述轴承座A两侧所述固定板A上设置有轴承座B，所述固定板A中间位置设

置有转轴，所述转轴一端固定在所述轴承座A上、另一端穿出所述盖罩设置有转动把手，所

述轴承A上设置有主动齿轮，所述搅拌器A和搅拌器B一端依次穿过所述齿轮箱底面和所述

轴承B设置在所述齿轮箱内、另一端设置在所述清洁液盛放桶中，所述搅拌器A和搅拌器B位

于所述齿轮箱一端均设置有与所述主动齿轮配合使用的从动齿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液盛放桶底部

设置有出液管，所述冲洗盒的所述顶板上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的进水口与所述出液管连

接、出水口连接设置有排液管，所述排液管出液一端穿过所述顶板设置在所述冲洗盒内并

设置有十字形喷液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器A和所述搅

拌器B上设置有若干搅拌叶片，所述搅拌器A、所述搅拌器B上的所述搅拌叶片正投影均不重

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液盛放桶的桶

盖设置有接通到所述清洁液盛放桶内部的进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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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实验器材辅助装置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被誉为“多快好省的绿色分析技术”,是最符合目前工业生产

需求的一种分析技术,在发达国家被广泛应用于大型工业生产过程的在线分析。在线近红

外光谱分析技术主要具有以下优势:  1)仪器简单,分析速度快;  2)无浪费、无污染,容易实

现无损和在线检测;  3)适应性广,几乎适合各类样品(液体、粘稠体、涂层、粉末和固体)分

析;4)多组分多通道同时测定;  5)可使用光纤,实现远程分析检测，基于以上优点,近红外

光谱分析已成为现代过程分析中的主流技术之一；

使用时，需要将待分析物体放置在配套使用的玻片上，由于近红外光谱分析仪价格昂

贵，所使用的玻片采用特殊材质制作价格不菲，谨慎的清洗玻片，防止玻片损坏是急需解决

的一大问题，当今使用过程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清洗玻片的工具，清洗时，先将清洗液按比

例与水混合，手持玻片在清洗液中清洗，这样在清洗的过程容易手持不稳会对玻片造成磨

损，玻片边角处又不易清洗，普通的清洗方法无法对玻片进行彻底的清洗，在普通的容器中

配置清洁液，外部的杂物容易掺入，切清洁液不易搅拌均匀，从而影响到玻片的清洗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更加均匀的搅拌清洁液并防止

异物进入清洁液中，能够对玻片进行全方位清洗，并且减少了清洗过程中拨片损坏的情况

的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

[0004]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措施实现的：

一种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架，设置在所述固定架上的清洁液

盛放桶和玻片放置盒，所述玻片放置盒用于固定玻片，方便清洗；

所述固定架由下到上依次设置有排水盒、冲洗盒和固定板，所述冲洗盒包括顶板、后侧

板、左侧板和右侧板，所述顶板上端面设置有若干支撑杆，所述支撑杆顶端固定设置有所述

固定板，所述排水盒顶面所述冲洗盒中设置有一推拉的抽盒，所述抽盒包括后侧板A、前侧

板A和底板A；

所述玻片放置盒设置在所述抽盒中，所述清洁液盛放桶中设置有搅拌机构；

所述清洁液盛放桶的桶盖包括环形连接板，所述环形连接板上端面固定设置有圆形固

定板A，所述固定板A上设置有盖罩，所述固定板A和所述盖罩组成齿轮箱，所述环形连接板

与所述清洁液盛放桶桶体开口处内表面开设置有配合使用的螺纹；

所述搅拌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齿轮箱中的搅拌器A和搅拌器B，所述固定板A中间位置

设置有轴承座A，所述轴承座A两侧所述固定板A上设置有轴承座B，所述固定板A中间位置设

置有转轴，所述转轴一端固定在所述轴承座A上、另一端穿出所述盖罩设置有转动把手，所

述轴承A上设置有主动齿轮，所述搅拌器A和搅拌器B一端依次穿过所述齿轮箱底面和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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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B设置在所述齿轮箱内、另一端设置在所述清洁液盛放桶中，所述搅拌器A和搅拌器B位

于所述齿轮箱一端均设置有与所述主动齿轮配合使用的从动齿轮。

[0005] 按比例将清洗液与水混合倒入所述清洁液盛放桶，转动所述转动把手带动所述主

动齿轮转动，所述主动齿轮带动两侧所述从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所述搅拌器A和所述搅拌

器B转动，使清洗液与水充分混合，混合均匀后便可使用。

[0006] 本发明的具体特点还有：

所述固定板上开设有圆形固定孔，所述清洁液盛放桶固定设置在所述固定孔中，所述

辅助放置盒包括顶部敞开、底部设置有若干档杆的圆形盒体，所述圆形盒体上设置有翻转

盖，所述翻转盖包括铰接设置在所述圆形盒体上的环形框，所述环形框上设置有若干挡杆；

所述圆形盒体前后两侧外表面均设置有转轴，一侧所述转轴通过轴承设置在所述后侧

板A上，另一侧所述转轴通过轴承设置在所述前侧板A上并穿过所述前侧板A设置有转动把

手A，转动所述转动把手A，可以带动所述辅助放置盒360度转动，从而使所述辅助放置盒中

的玻片360度清洗。

[0007] 所述环形框上端面一侧设置有一倒L形板，所述倒L形板开设有贯穿的圆孔，所述

圆形盒体外表面对应所述圆孔位置开设有螺纹孔，穿过所述圆孔设置有螺杆，所述螺杆一

端穿过所述圆孔固定在所述螺纹孔中、另一端设置在所述圆孔外部并设置有旋转钮。

[0008] 所述玻片放置盒根据玻片尺寸制作，所述玻片放置盒上的挡杆、挡杆A外表面均包

裹有弹性的保护层，先将玻片放置在所述圆形盒体中，在将所述翻转盖盖紧，所述玻片外围

的塑料保护壳会紧贴所述挡杆和所述挡杆A,使所述挡杆和所述挡杆A与所述玻片表面存在

间隙防止磨损，并且有助于清理玻片上的杂物。

[0009] 所述清洁液盛放桶底部设置有出液管，所述冲洗盒的所述顶板上设置有水泵（所

述水泵及其控制均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所述水泵的进水口与所述出液管连接、出

水口连接设置有排液管，所述排液管出液一端穿过所述顶板设置在所述冲洗盒内并设置有

十字形喷液管，所述喷液管上设置有若干喷头，所述水泵将清洁液抽出，经所述排液管到达

所述喷液管喷出，对玻片表面进行清洗。

[0010] 所述搅拌器A和所述搅拌器B上设置有若干搅拌叶片，所述搅拌器A、所述搅拌器B

上的所述搅拌叶片正投影均不重合，保证所述搅拌器A和所述搅拌器B正常转动，互不干涉。

[0011] 所述清洁液盛放桶的桶盖设置有接通到所述清洁液盛放桶内部的进料管。

[0012] 所述抽盒左右两侧所述后侧板A与所述前侧板A之间设置有一对防水板，所述底板

A上开设有若干排水孔。

[0013] 所述排水盒顶面开设有若干排水孔，所述排水盒内部设置有倾斜的导水板，所述

导水板最低端所述排水盒侧面设置有杂液排水管，喷出的清洗液清洗完玻片表面后流入所

述排水盒中，沿所述导水板和杂液排水管流出。

[0014] 清理所述玻片时，将所述清洁液盛放桶的所述桶盖拧紧，按比例将清洗液与水混

合倒入所述清洁液盛放桶，利用所述搅拌机构将清洁液与水充分搅拌得到混合后的清洁

液，然后将玻片放入所述玻片放置盒中，将所述玻片放置盒的所述圆形盒体和所述翻转盖

固定紧，使玻片固定在所述玻片放置盒，将所述抽盒推入所述清洗盒中，再将杂液排水管接

软管引流到水池中，控制开关使所述水泵运行，所述水泵将所述清洁液盛放桶中的清洁液

抽出，经过所述出液管到达所述喷液管将清洁液喷在玻片上，转动所述转动把手A，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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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的对玻片进行冲洗，冲洗完后，关闭所述水泵，旋转所述转动A把手，将玻片上的部分

残留的清洗液甩干，拉出所述抽盒，取下所述玻片完成清洗。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更加均匀的搅拌清洁液并防止异物进

入清洁液中，能够对玻片进行全方位清洗，并且减少了清洗过程中拨片损坏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16] 图1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 为本发明实施例省略抽盒和玻片放置盒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清洁液盛放桶、水泵和喷液管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清洁液盛放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清洁液盛放桶省略桶壁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清洁液盛放桶省略桶壁和盖罩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 为图6中A部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8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抽盒和玻片放置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玻片放置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排水盒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附图标记为：1、排水盒；101、导水板；102、杂液排水管；2、冲洗盒；201、右侧

板；202、顶板；203、左侧板；3、支撑杆；4、固定板；5、清洁液盛放桶；6、水泵；7、玻片放置盒；

8、抽盒；801、前侧板A；802、后侧板A；803、底板A；804、防水板；9、排液管；10、出液管；11、喷

液管；1101、喷头；12、转轴A；13、圆形盒体；1301、螺纹孔；1302、挡杆；14、翻转盖；1401、环形

框；1402、倒L形板；1403、圆孔；1404、挡杆A；15、转动把手A；16、搅拌机构；17、桶盖；18、搅拌

器A；19、搅拌器B；20、搅拌叶片；21、固定板A；22、从动齿轮；23、转轴；24、转动把手；25、从动

齿轮；26、主动齿轮；27、环形连接板；28、盖罩；29、进料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方案进行阐述。

[0028] 参见图1，一种近红外分析仪辅助装置，包括固定架，设置在固定架上的清洁液盛

放桶（5）和玻片放置盒（7），玻片放置盒（7）用于固定玻片，方便清洗；

参见图1、图2和图8，固定架由下到上依次设置有排水盒（1）、冲洗盒（2）和固定板（4），

冲洗盒（2）包括顶板（202）、后侧板、左侧板（203）和右侧板（201），顶板（202）上端面设置有

若干支撑杆（3），支撑杆（3）顶端固定设置有固定板（4），排水盒（1）顶面冲洗盒（2）中设置有

一推拉的抽盒（8），抽盒（8）包括后侧板A（802）、前侧板A（801）和底板A（803）；

参见图1和3，玻片放置盒（7）设置在抽盒（8）中，清洁液盛放桶（5）中设置有搅拌机构

(16)；

参见图4和5，清洁液盛放桶（5）的桶盖(17)包括环形连接板(27)，环形连接板(27)上端

面固定设置有圆形固定板A（21），固定板A（21）上设置有盖罩(28)，固定板A（21）和盖罩(28)

组成齿轮箱，环形连接板(27)与清洁液盛放桶（5）桶体开口处内表面开设置有配合使用的

螺纹；

参见图5-7，搅拌机构(16)包括设置在齿轮箱中的搅拌器A(18)和搅拌器B(19)，固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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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中间位置设置有轴承座A，轴承座A两侧固定板A（21）上设置有轴承座B，固定板A（21）

中间位置设置有转轴(23)，转轴(23)一端固定在轴承座A上、另一端穿出盖罩(28)设置有转

动把手(24)，轴承A上设置有主动齿轮(26)，搅拌器A(18)和搅拌器B(19)一端依次穿过齿轮

箱底面和轴承B设置在齿轮箱内、另一端设置在清洁液盛放桶（5）中，搅拌器A(18)和搅拌器

B(19)位于齿轮箱一端均设置有与主动齿轮(26)配合使用的从动齿轮。

[0029] 参见,1和7，按比例将清洗液与水混合倒入清洁液盛放桶（5），转动转动把手(24)

带动主动齿轮(26)转动，主动齿轮(26)带动两侧从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搅拌器A(18)和搅

拌器B(19)转动，使清洗液与水充分混合，混合均匀后便可使用。

[0030] 参见图1和9，固定板（4）上开设有圆形固定孔，清洁液盛放桶（5）固定设置在固定

孔中，辅助放置盒包括顶部敞开、底部设置有若干档杆的圆形盒体（13），圆形盒体（13）上设

置有翻转盖（14），翻转盖（14）包括铰接设置在圆形盒体（13）上的环形框（1401），环形框

（1401）上设置有若干挡杆（1302）；

参见图8和9，圆形盒体（13）前后两侧外表面均设置有转轴A（12），一侧转轴A（12）通过

轴承设置在后侧板A（802）上，另一侧转轴A（12）通过轴承设置在前侧板A（801）上并穿过前

侧板A（801）设置有转动把手A(15)，转动转动把手A(15)，可以带动辅助放置盒360度转动，

从而使辅助放置盒中的玻片360度清洗。

[0031] 参见图9，环形框（1401）上端面一侧设置有一倒L形板（1402），倒L形板（1402）开设

有贯穿的圆孔（1403），圆形盒体（13）外表面对应圆孔（1403）位置开设有螺纹孔（1301），穿

过圆孔（1403）设置有螺杆，螺杆一端穿过圆孔（1403）固定在螺纹孔（1301）中、另一端设置

在圆孔（1403）外部并设置有旋转钮。

[0032] 参见图9，玻片放置盒（7）根据玻片尺寸制作，玻片放置盒（7）上的挡杆（1302）、挡

杆A(1404)外表面均包裹有弹性的保护层，先将玻片放置在圆形盒体（13）中，在将翻转盖

（14）盖紧，玻片外围的塑料保护壳会紧贴挡杆（1302）和挡杆A(1404) ,使挡杆（1302）和挡杆

A(1404)与玻片表面存在间隙防止磨损，并且有助于清理玻片上的杂物。

[0033] 参见图1-3，清洁液盛放桶（5）底部设置有出液管（10），冲洗盒（2）的顶板（202）上

设置有水泵（6）（水泵（6）及其控制均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水泵（6）的进水口与出液

管（10）连接、出水口连接设置有排液管（9），排液管（9）出液一端穿过顶板（202）设置在冲洗

盒（2）内并设置有十字形喷液管（11），喷液管（11）上设置有若干喷头（1101），水泵（6）将清

洁液抽出，经排液管（9）到达喷液管（11）喷出，对玻片表面进行清洗。

[0034] 参见图5，搅拌器A(18)和搅拌器B(19)上设置有若干搅拌叶片(20)，搅拌器A(18)、

搅拌器B(19)上的搅拌叶片(20)正投影均不重合，保证搅拌器A(18)和搅拌器B(19)正常转

动，互不干涉。

[0035] 参见图5，清洁液盛放桶（5）的桶盖（17）设置有接通到所述清洁液盛放桶（5）内部

的进料管（29)。

[0036] 参见图2和8，抽盒（8）左右两侧后侧板A（802）与前侧板A（801）之间设置有一对防

水板（804），底板A（803）上开设有若干排水孔。

[0037] 参见图1和10，排水盒（1）顶面开设有若干排水孔，排水盒（1）内部设置有倾斜的导

水板（101），导水板（101）最低端排水盒（1）侧面设置有杂液排水管（102），喷出的清洗液清

洗完玻片表面后流入排水盒（1）中，沿导水板（101）和杂液排水管（102）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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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参见图1-10，清理玻片时，将清洁液盛放桶（5）的桶盖(17)拧紧，按比例将清洗液

与水混合倒入清洁液盛放桶（5），利用搅拌机构(16)将清洁液与水充分搅拌得到混合后的

清洁液，然后将玻片放入玻片放置盒（7）中，将玻片放置盒（7）的圆形盒体（13）和翻转盖

（14）固定紧，使玻片固定在玻片放置盒（7），将抽盒（8）推入清洗盒中，再将杂液排水管

（102）接软管引流到水池中，控制开关使水泵（6）运行，水泵（6）将清洁液盛放桶（5）中的清

洁液抽出，经过出液管（10）到达喷液管（11）将清洁液喷在玻片上，转动转动把手A(15)，全

方位、各方向的对玻片进行冲洗，冲洗完后，关闭水泵（6），旋转转动A把手，将玻片上的部分

残留的清洗液甩干，拉出抽盒（8），取下玻片完成清洗。

[0039] 本发明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可以通过或采用现有技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当然，

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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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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