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300272.2

(22)申请日 2019.12.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89920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3.24

(73)专利权人 江西桔娃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344700 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黄金工

业园区

(72)发明人 吁星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智旭鼎浩知识产权代

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44746

代理人 周超

(51)Int.Cl.

B08B 3/02(2006.01)

B08B 13/00(2006.01)

B07B 1/28(2006.01)

B07B 1/42(2006.01)

审查员 曹良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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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桔花冲洗装置，尤其涉及一

种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置。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如何提供一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能够减

轻人们的劳动量的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

置。一种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置，包括有

底板、第一支架、环形滑轨、第二支架等；底板顶

部两侧均固接有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两侧的第

二支架位于两侧的第一支架之间。本发明通过清

洗组件可对网框内的桔花进行冲洗，如此一次性

可对桔花的两面进行清洗，且震动组件可将桔花

上的杂质震落，所以不需要再次对桔花进行清

洗，从而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能够减轻人们

的劳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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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置，其特征是，包括：

底板，该底板顶部两侧均固接有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两侧的第一支架位于两侧的第

二支架之间；

环形滑轨，安装于两侧的第一支架内侧，所述环形滑轨上滑动式设有环形滑块，两侧的

环形滑轨内均固接有第三支架；

第一转轴，转动式连接在两侧的第二支架之间，每个第一转轴上均固定套接有至少两

个第一传动轮，两侧的第一传动轮之间绕设有第一皮带，所述第一皮带外侧连接有第一推

块；

电机，安装于所述底板顶部的角落处，所述电机和其中一个第一转轴通过传动组件连

接；

卡紧组件，安装于所述环形滑块上，所述卡紧组件上卡有用于盛装桔花的网框，所述卡

紧组件用于将网框夹住；

震动组件，安装于所述环形滑轨上，所述震动组件用于将桔花上的杂质震下来；

第一收集箱，固接于两侧的第三支架之间；

清洗组件，安装于所述底板的上侧，所述清洗组件用于对桔花进行冲洗；

卡紧组件包括有固定块、方形滑杆、卡套、第一弹簧、拉杆和卡块，两侧的环形滑块上侧

均固接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内滑动穿接有方形滑杆，所述方形滑杆的内端固接有卡套，所

述卡套和固定块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绕设在方形滑杆上，拉杆固接于其中

一个卡套上，所述网框的两侧均固接有卡块，所述卡块卡在卡套内；

震动组件包括有第二传动轮、第一支撑杆、转杆、第三传动轮、第二皮带、第二支撑杆、

轴套、第二转轴、锥齿轮、第四传动轮、第一安装架、第一凸轮和第三皮带，所述电机的输出

轴上固定套接有第二传动轮，其中一个第三支架上固接有第一支撑杆和第二支撑杆，所述

第二支撑杆位于第一支撑杆上方，所述第一支撑杆的端部转动式安装有转杆，所述转杆上

固定套接有第三传动轮，所述第三传动轮和第二传动轮之间绕设有第二皮带，轴套安装于

所述第二支撑杆的端部，所述轴套内固接有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上固定套接有锥齿轮，

所述转杆上也固定套接有锥齿轮，两个锥齿轮啮合，其中一个环形滑轨上固接有第一安装

架，所述第一安装架内侧设有第四传动轮，远离所述锥齿轮一侧的第二转轴上也设有第四

传动轮，两个第四传动轮之间饶设有第三皮带，其中一个第四传动轮上固接有用于敲打网

框的第一凸轮；

清洗组件包括有第四支架、第一喷水管、第五支架、第二喷水管、第二收集箱、水泵、进

水管和出水管，两侧的环形滑轨上均固接有第四支架和第五支架，两侧的第四支架之间固

接有第一喷水管，两侧的第五支架之间固接有第二喷水管，第二喷水管下方的底板上设有

第二收集箱，所述底板的上侧栓接有水泵，所述水泵上连接有进水管和至少两根出水管，其

中一根出水管与第一喷水管连通，另外一根出水管和第二喷水管连通；

还包括有第二安装架、第三转轴、第三支撑杆、第二凸轮、空心筒、第二推块、齿条、第二

齿轮、第五传动轮和第四皮带，两侧的环形滑轨上均固接有第二安装架，所述第二安装架位

于第四支架上方，两侧的第二安装架之间转动式安装有第三转轴，所述第三转轴上固定套

接有至少三个第二凸轮，第三支撑杆固接于两侧的第二安装架之间，所述第三支撑杆上固

接有至少三个空心筒，每个空心筒内均滑动穿接有第二推块，靠近所述第一凸轮一侧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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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轴上设有第五传动轮，靠近所述第一凸轮一侧的第二安装架上也设有第五传动轮，两

个第五传动轮之间绕设有第四皮带，其中一个第五传动轮上安装有第二齿轮，朝向所述第

二齿轮一侧的网框上安装有齿条。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有支撑

架和触碰开关，所述第一喷水管的侧面固接有支撑架，朝向所述第二喷水管一侧的支撑架

上安装有触碰开关，触碰开关和水泵通过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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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桔花冲洗装置，尤其涉及一种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桔花的果实一般为扁圆形，颜色为淡黄色，外皮薄且光滑，有的外皮厚且粗糙，桔

花可以疏肝理气，促进消化，还可用于制作桔花糕，在制作桔花糕时，需要将桔花清洗干净，

避免桔花上的脏东西影响桔花糕的口感。

[0003] 目前，一般是人们使用花洒对桔花进行清洗，清洗完桔花的一面之后，再将桔花翻

过来，对桔花的另一面进行清洗，而桔花上沾有较多的杂质，人们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才能

将桔花清洗干净，严重降低了效率，而且人们的劳动量也很大。

[0004] 因此，设计一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能够减轻人们的劳动量的装置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桔花上沾有较多的杂质，人们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才能将桔花清洗干

净，严重降低了效率，而且人们的劳动量也很大的缺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

够提高工作效率，能够减轻人们的劳动量的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置。

[0006] 技术方案是：一种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置，包括底板，该底板顶部两侧均固

接有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两侧的第一支架位于两侧的第二支架之间；环形滑轨，安装于两

侧的第一支架内侧，所述环形滑轨上滑动式设有环形滑块，两侧的环形滑轨内均固接有第

三支架；第一转轴，转动式连接在两侧的第二支架之间，每个第一转轴上均固定套接有至少

两个第一传动轮，两侧的第一传动轮之间绕设有第一皮带，所述第一皮带外侧连接有第一

推块；电机，安装于所述底板顶部的角落处，所述电机和其中一个第一转轴通过传动组件连

接；卡紧组件，安装于所述环形滑块上，所述卡紧组件上卡有用于盛装桔花的网框，所述卡

紧组件用于将网框夹住；震动组件，安装于所述环形滑轨上，所述震动组件用于将桔花上的

杂质震下来；第一收集箱，固接于两侧的第三支架之间；清洗组件，安装于所述底板的上侧，

所述清洗组件用于对桔花进行冲洗。

[0007]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卡紧组件包括有固定块、方形滑杆、卡套、第一弹簧、

拉杆和卡块，两侧的环形滑块上侧均固接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内滑动穿接有方形滑杆，所

述方形滑杆的内端固接有卡套，所述卡套和固定块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绕

设在方形滑杆上，拉杆固接于其中一个卡套上，所述网框的两侧均固接有卡块，所述卡块卡

在卡套内。

[0008]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震动组件包括有第二传动轮、第一支撑杆、转杆、第

三传动轮、第二皮带、第二支撑杆、轴套、第二转轴、锥齿轮、第四传动轮、第一安装架、第一

凸轮和第三皮带，所述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套接有第二传动轮，其中一个第三支架上固接

有第一支撑杆和第二支撑杆，所述第二支撑杆位于第一支撑杆上方，所述第一支撑杆的端

部转动式安装有转杆，所述转杆上固定套接有第三传动轮，所述第三传动轮和第二传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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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绕设有第二皮带，轴套安装于所述第二支撑杆的端部，所述轴套内固接有第二转轴，所

述第二转轴上固定套接有锥齿轮，所述转杆上也固定套接有锥齿轮，两个锥齿轮啮合，其中

一个环形滑轨上固接有第一安装架，所述第一安装架内侧设有第四传动轮，远离所述锥齿

轮一侧的第二转轴上也设有第四传动轮，两个第四传动轮之间饶设有第三皮带，其中一个

第四传动轮上固接有用于敲打网框的第一凸轮。

[0009]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清洗组件包括有第四支架、第一喷水管、第五支架、

第二喷水管、第二收集箱、水泵、进水管和出水管，两侧的环形滑轨上均固接有第四支架和

第五支架，两侧的第四支架之间固接有第一喷水管，两侧的第五支架之间固接有第二喷水

管，第二喷水管下方的底板上设有第二收集箱，所述底板的上侧栓接有水泵，所述水泵上连

接有进水管和至少两根出水管，其中一根出水管与第一喷水管连通，另外一根出水管和第

二喷水管连通。

[0010]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有第二安装架、第三转轴、第三支撑杆、第二

凸轮、空心筒、第二推块、齿条、第二齿轮、第五传动轮和第四皮带，两侧的环形滑轨上均固

接有第二安装架，所述第二安装架位于第四支架上方，两侧的第二安装架之间转动式安装

有第三转轴，所述第三转轴上固定套接有至少三个第二凸轮，第三支撑杆固接于两侧的第

二安装架之间，所述第三支撑杆上固接有至少三个空心筒，每个空心筒内均滑动穿接有第

二推块，靠近所述第一凸轮一侧的第三转轴上设有第五传动轮，靠近所述第一凸轮一侧的

第二安装架上也设有第五传动轮，两个第五传动轮之间绕设有第四皮带，其中一个第五传

动轮上安装有第二齿轮，朝向所述第二齿轮一侧的网框上安装有齿条。

[0011]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有支撑架和触碰开关，所述第一喷水管的侧

面固接有支撑架，朝向所述第二喷水管一侧的支撑架上安装有触碰开关，触碰开关和水泵

通过电性连接。

[0012]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通过清洗组件可对网框内的桔花进行冲洗，如此一次性

可对桔花的两面进行清洗，且震动组件可将桔花上的杂质震落，所以不需要再次对桔花进

行清洗，从而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能够减轻人们的劳动量。

[0013] 2、通过第二推块的作用，能够使网框上下震动，使得桔花上的杂质能够更好的落

到第一收集箱内。

[0014] 3、通过触碰开关的作用，可以不需要人们频繁的启动水泵，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第一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压紧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的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的第二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的第三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的B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2] 图8为本发明的第四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9为本发明的C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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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中：1底板，2第一支架，3环形滑轨，4第二支架，5第一转轴，6第一传动轮，7电机，

8传动组件，9环形滑块，10卡紧组件，1001固定块，1002方形滑杆，1003卡套，1004第一弹簧，

1005拉杆，1006卡块，11第一皮带，12第一推块，121网框，13震动组件，1301第二传动轮，

1302第一支撑杆，1303转杆，1304第三传动轮，1305第二皮带，1306第二支撑杆，1307轴套，

1308第二转轴，1309锥齿轮，1310第四传动轮，1311第一安装架，1312第一凸轮，1313第三皮

带，14第三支架，15第一收集箱，16清洗组件，1601第四支架，1602第一喷水管，1603第五支

架，1604第二喷水管，1605第二收集箱，1606水泵，1607进水管，1608出水管，17第二安装架，

18第三转轴，19第三支撑杆，20第二凸轮，21空心筒，22第二推块，23齿条，24第二齿轮，25第

五传动轮，26第四皮带，27支撑架，28触碰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桔花糕制作用的桔花冲洗装置，如图1‑8所示，包括有底板1、第一支架2、环形

滑轨3、第二支架4、第一转轴5、第一传动轮6、电机7、传动组件8、环形滑块9、卡紧组件10、第

一皮带11、第一推块12、网框121、震动组件13、第三支架14、第一收集箱15和清洗组件16，底

板1顶部前后两侧均通过螺栓连接有两个第一支架2和两个第二支架4，前后两侧的第一支

架2位于前后两侧的第二支架4之间，左右两侧的第一支架2内侧通过螺栓安装有环形滑轨

3，两个环形滑轨3上均滑动式设有环形滑块9，左右两侧的第二支架4之间转动式安装有第

一转轴5，两个第一转轴5上均安装有两个第一传动轮6，前后两侧的第一传动轮6之间绕设

有第一皮带11，第一皮带11外侧连接有第一推块12，底板1顶部右前侧通过螺栓连接有一个

架子，架子顶部通过螺栓安装有电机7，电机7和后侧的第一转轴5通过传动组件8连接，传动

组件8由大齿轮和小齿轮组成，大齿轮和小齿轮啮合可以降低后侧第一转轴的转速，所以可

以降低网框121的转速，环形滑块9上安装有卡紧组件10，卡紧组件10上卡有网框121，环形

滑轨3上安装有震动组件13，底板1顶部中间安装有清洗组件16，左右两侧的环形滑轨3内底

部均连接有两个第三支架14，左右两侧的第三支架14之间连接有第一收集箱15。

[0028] 卡紧组件10包括有固定块1001、方形滑杆1002、卡套1003、第一弹簧1004、拉杆

1005和卡块1006，左右两侧的环形滑块9顶部均连接有固定块1001，两个固定块1001上均开

有滑孔，两个滑孔内均滑动式设有方形滑杆1002，方形滑杆1002的内端连接有一个连接块，

两个连接块顶部均连接有卡套1003，卡套1003和固定块1001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1004，第

一弹簧1004绕在方形滑杆1002上，左侧的卡套1003顶部连接有拉杆1005，网框121左右两侧

均连接有卡块1006，两个卡块1006分别卡在两个卡套1003内。

[0029] 震动组件13包括有第二传动轮1301、第一支撑杆1302、转杆1303、第三传动轮

1304、第二皮带1305、第二支撑杆1306、轴套1307、第二转轴1308、锥齿轮1309、第四传动轮

1310、第一安装架1311、第一凸轮1312和第三皮带1313，电机7的输出轴上连接有第二传动

轮1301，右侧的第三支架14右侧连接有第一支撑杆1302和第二支撑杆1306，第二支撑杆

1306位于第一支撑杆1302上方，第一支撑杆1302前端通过轴承座转动式安装有转杆1303，

转杆1303上通过平键连接有第三传动轮1304，第三传动轮1304和第二传动轮1301之间绕有

第二皮带1305，第二支撑杆1306前端连接有轴套1307，轴套1307内通过过盈连接有第二转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0899208 B

6



轴1308，第二转轴1308下部通过平键连接有锥齿轮1309，转杆1303上也通过平键连接有锥

齿轮1309，两个锥齿轮1309啮合，右侧的环形滑轨3右侧上部通过螺栓连接有第一安装架

1311，第一安装架1311内顶部转动式安装有第四传动轮1310，第二转轴1308上部也设有第

四传动轮1310，两个第四传动轮1310之间饶有第三皮带1313，右侧的第四传动轮1310底部

连接有第一凸轮1312。

[0030] 清洗组件16包括有第四支架1601、第一喷水管1602、第五支架1603、第二喷水管

1604、第二收集箱1605、水泵1606、进水管1607和出水管1608，左右两侧的环形滑轨3下部均

焊接有第四支架1601和第五支架1603，左右两侧的第四支架1601之间连接有第一喷水管

1602，左右两侧的第五支架1603之间连接有第二喷水管1604，第一喷水管1602位于第二喷

水管1604正上方，第一喷水管1602底部均匀间隔的连接有两排喷管，第二喷水管1604顶部

也均匀间隔的连接有两排喷管，水最终从喷管喷出，底板1顶部中间设有第二收集箱1605，

第二收集箱1605位于第二喷水管1604下方，底板1顶部左侧通过螺栓安装有水泵1606，水泵

1606上通过螺纹连接有进水管1607和两根出水管1608，其中一根出水管1608与第一喷水管

1602连通，另外一根出水管1608和第二喷水管1604连通。

[0031] 当需要对桔花进行冲洗时，人们打开网框121，然后将桔花放入网框121内，再关闭

网框121，然后再将网框121卡在卡紧组件10上，人们即可启动电机7逆时针转动，通过传动

组件8带动前侧的第一转轴5逆时针转动，从而带动前侧的第一传动轮6逆时针转动，通过第

一皮带11带动第一推块12逆时针转动，第一推块12推动环形滑块9逆时针转动，环形滑块9

通过卡紧组件10带动网框121逆时针转动，电机7还可驱动震动组件13工作，震动组件13可

敲打网框121，使网框121左右移动，将桔花上的杂质震落，杂质透过网框121落到第一收集

箱15内，人们再启动清洗组件16工作，对网框121内的桔花进行冲洗，如此一次性可对桔花

的两面进行清洗，且震动组件13可将桔花上的杂质震落，所以不需要再次对桔花进行清洗，

从而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能够减轻人们的劳动量。当不需要对桔花进行冲洗时，人们关

闭电机7和清洗组件16。

[0032] 人们向左拨动拉杆1005，拉杆1005带动左侧的卡套1003向左移动，从而带动左侧

的方形滑杆1002向左移动，左侧的第一弹簧1004被压缩，人们再将网框121放在两个卡套

1003之间，并将其中一个卡块1006卡在右侧的卡套1003内，再将另一个卡块1006卡在左侧

的卡套1003内，人们即可松开拉杆1005，在左侧第一弹簧1004的作用下，左侧的方形滑杆

1002向右移动，左侧的卡套1003随之向右移动，将网框121卡住。

[0033] 当电机7逆时针转动时，电机7带动第二传动轮1301逆时针转动，通过第二皮带

1305带动第三传动轮1304逆时针转动，从而带动转杆1303逆时针转动，通过锥齿轮1309带

动第二转轴1308转动，进而带动右侧的第四传动轮1310转动，通过第三皮带1313带动左侧

的第四传动轮1310转动，第一凸轮1312随之转动，第一凸轮1312不断推动网框121，在第一

弹簧1004的作用下，网框121左右移动，将桔花上的杂质震落，杂质透过网框121落到第一收

集箱15内。

[0034] 人们将进水管1607外接水源，当网框121逆时针转动至第一喷水管1602和第二喷

水管1604之间时，人们启动水泵1606工作，水泵1606通过进水管1607将水吸入出水管1608

内，水从第一喷水管1602和第二喷水管1604喷出，对网框121内的桔花进行冲洗，一次性对

桔花的两面进行清洗，冲洗后的水落到第二收集箱1605内。冲洗完成之后，人们关闭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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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

[0035] 实施例2

[0036]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如图2、图4、图7和图9所示，还包括有第二安装架17、第三转

轴18、第三支撑杆19、第二凸轮20、空心筒21、第二推块22、齿条23、第二齿轮24、第五传动轮

25和第四皮带26，左右两侧的环形滑轨3内顶部中间均连接有第二安装架17，第二安装架17

位于第四支架1601上方，左右两侧的第二安装架17之间转动式安装有第三转轴18，第三转

轴18上通过平键连接有三个第二凸轮20，左右两侧的第二安装架17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三支

撑杆19，第三支撑杆19位于第三转轴18上方，第三支撑杆19上连接有三个空心筒21，每个空

心筒21内均滑动式设有第二推块22，三个第二推块22分别与三个第二凸轮20接触，第三转

轴18右端设有第五传动轮25，右侧的第二安装架17右侧也设有第五传动轮25，两个第五传

动轮25之间绕有第四皮带26，上方的第五传动轮25右侧安装有第二齿轮24，网框121底部右

侧安装有齿条23。

[0037] 还包括有支撑架27和触碰开关28，第一喷水管1602前侧右部连接有支撑架27，支

撑架27底部安装有触碰开关28，触碰开关28和水泵1606通过电性连接。

[0038] 当网框121逆时针转动时，网框121带动齿条23逆时针转动，当齿条23逆时针转动

与第二齿轮24啮合时，齿条23带动第二齿轮24转动，从而带动上方的第五传动轮25转动，通

过第四皮带26带动下方的第五传动轮25转动，进而带动第三转轴18转动，第二凸轮20随之

转动，第二凸轮20不断推动第二推块22，使第二推块22不断的上下移动，第二推块22推动网

框121，使网框121上下震动，使得桔花上的杂质能够更好的落到第一收集箱15内。

[0039] 当网框121逆时针转动触碰到触碰开关28时，水泵1606开始工作，水从第一喷水管

1602和第二喷水管1604喷出，对网框121内的桔花进行冲洗。当网框121逆时针转动与触碰

开关28不接触时，水泵1606停止工作，如此不需要人们频繁的启动水泵1606，使用方便。

[0040]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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