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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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596988.0

(22)申请日 2018.06.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83566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20

(73)专利权人 童雨

地址 321111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女埠街

道楼塘村西童49号

(72)发明人 史彦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汇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531

代理人 马金华

(51)Int.Cl.

A23N 12/02(2006.01)

B65G 23/3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056533 U,2016.03.02

CN 106858647 A,2017.06.20

CN 203985988 U,2014.12.10

CN 203120922 U,2013.08.14

CN 103876251 A,2014.06.25

FR 2576808 A1,1986.08.08

审查员 刘邵峰

 

(54)发明名称

一种果蔬清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洗装置，更具体的说是一

种果蔬清洗装置,包括整机支架、动力机构、变速

机构、主动运输机构、从动运输机构、传动机构、

主动清洗机构和从动清洗机构，所述动力机构固

定连接在整机支架上，变速机构、主动运输机构、

从动运输机构、传动机构、主动清洗机构和从动

清洗机构均转动连接在整机支架上，可以根据水

果和蔬菜的重量来自动调整清洗速度，当水果和

蔬菜较重时则默认水果和蔬菜的数量较多则自

动增加清洗刷的转动速度，减慢运输的速度保证

清洗效果，当水果和蔬菜较轻时则默认水果和蔬

菜数量较少则自动减慢清洗刷的转动速度，增加

运输的速度保证清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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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包括整机支架(1)、动力机构(2)、变速机构(3)、主动运输机构

(4)、从动运输机构(5)、传动机构(6)、主动清洗机构(7)和从动清洗机构(8)，其特征在于：

所述动力机构(2)固定连接在整机支架(1)上，变速机构(3)、主动运输机构(4)、从动运输机

构(5)、传动机构(6)、主动清洗机构(7)和从动清洗机构(8)均转动连接在整机支架(1)上，

变速机构(3)和动力机构(2)通过带传动连接，变速机构(3)和主动运输机构(4)通过带传动

连接，主动运输机构(4)和从动运输机构(5)通过运输带传动连接，传动机构(6)和变速机构

(3)通过带传动连接，传动机构(6)和主动清洗机构(7)通过齿轮啮合传动，主动清洗机构

(7)和从动清洗机构(8)通过交叉带传动连接；

所述整机支架(1)包括侧板(1-1)、放置架(1-2)、支撑板Ⅰ(1-3)、支撑板Ⅱ(1-4)、推动

板(1-5)和挡板(1-6)，放置架(1-2)的下端倾斜设置，放置架(1-2)的前端向下倾斜，侧板

(1-1)、支撑板Ⅰ(1-3)、支撑板Ⅱ(1-4)、推动板(1-5)和挡板(1-6)均左右对称设置有两个，

放置架(1-2)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侧板(1-1)上，两个支撑板Ⅰ(1-3)的外端分别固定

连接在两个侧板(1-1)上，两个支撑板Ⅱ(1-4)的外端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侧板(1-1)上，两

个支撑板Ⅰ(1-3)分别位于两个支撑板Ⅱ(1-4)的上端，两个推动板(1-5)的内端均倾斜设

置，两个推动板(1-5)的后端均向内倾斜，两个推动板(1-5)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支撑板Ⅰ

(1-3)内侧的前端，两个挡板(1-6)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支撑板Ⅰ(1-3)内侧的后端；

所述动力机构(2)包括电机(2-1)和动力带轮(2-2)，动力带轮(2-2)固定连接在电机

(2-1)的输出轴上，电机(2-1)固定连接在位于左端的侧板(1-1)上，电机(2-1)的输出轴转

动连接在位于右端的侧板(1-1)上；

所述变速机构(3)包括变速轴Ⅰ(3-1)、变速带轮Ⅰ(3-2)、变速大带轮(3-3)、变速锥齿Ⅰ

(3-4)、带轮轴(3-5)、带轮锥齿(3-6)、变速轴Ⅱ(3-7)、变速锥齿Ⅱ(3-8)和变速带轮Ⅱ(3-

9)，变速锥齿Ⅰ(3-4)和变速带轮Ⅰ(3-2)分别固定连接在变速轴Ⅰ(3-1)的左右两端，变速大

带轮(3-3)转动连接在变速轴Ⅰ(3-1)的左端，带轮轴(3-5)的两端均固定连接在变速大带轮

(3-3)均左端，带轮锥齿(3-6)固定连接在带轮轴(3-5)上，变速带轮Ⅱ(3-9)和变速锥齿Ⅱ

(3-8)分别固定连接在变速轴Ⅱ(3-7)的左右两端，带轮锥齿(3-6)的左右两端分别和变速

锥齿Ⅱ(3-8)和变速锥齿Ⅰ(3-4)啮合传动，变速轴Ⅰ(3-1)转动连接在位于右端的侧板(1-1)

上，变速轴Ⅱ(3-7)转动连接在位于左端的侧板(1-1)上，变速大带轮(3-3)和动力带轮(2-

2)通过带传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运输机构(4)包括

主动运输轴(4-1)、主动运输带轮(4-2)和主动运输轮(4-3)，主动运输带轮(4-2)固定连接

在主动运输轴(4-1)的左端，主动运输轮(4-3)固定连接在主动运输轴(4-1)的中端，主动运

输轴(4-1)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两个侧板(1-1)上，主动运输带轮(4-2)和变速带轮Ⅰ(3-

2)通过带传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从动运输机构(5)包括

从动运输轴(5-1)和从动运输轮(5-2)，从动运输轮(5-2)固定连接在从动运输轴(5-1)的中

端，从动运输轴(5-1)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两个侧板(1-1)上，从动运输轮(5-2)和主动运

输轮(4-3)通过运输带传动连接，运输带位于放置架(1-2)的下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构(6)包括传动

轴(6-1)、传动锥齿(6-2)和传动带轮(6-3)，传动带轮(6-3)和传动锥齿(6-2)分别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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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动轴(6-1)的左右两端，传动轴(6-1)转动连接在位于左侧的侧板(1-1)上，传动带轮

(6-3)和变速带轮Ⅱ(3-9)通过带传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清洗机构(7)包括

主动清洗轴(7-1)、主动清洗轮(7-2)、主动清洗锥齿(7-3)和主动清洗带轮(7-4)，主动清洗

轮(7-2)和主动清洗锥齿(7-3)分别固定连接在主动清洗轴(7-1)的上下两端，主动清洗带

轮(7-4)固定连接在主动清洗轴(7-1)的中端，主动清洗轴(7-1)转动连接在位于左侧的支

撑板Ⅰ(1-3)和支撑板Ⅱ(1-4)上，主动清洗带轮(7-4)位于支撑板Ⅰ(1-3)和支撑板Ⅱ(1-4)

之间，主动清洗锥齿(7-3)和传动锥齿(6-2)通过齿轮啮合传动，主动清洗轮(7-2)为吸水柔

性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从动清洗机构(8)包括

从动清洗轴(8-1)、从动清洗轮(8-2)和从动清洗带轮(8-3)，从动清洗轮(8-2)和从动清洗

带轮(8-3)分别固定连接在从动清洗轴(8-1)的上下两端，从动清洗轴(8-1)转动连接在位

于右侧的支撑板Ⅰ(1-3)和支撑板Ⅱ(1-4)，从动清洗带轮(8-3)位于支撑板Ⅰ(1-3)和支撑板

Ⅱ(1-4)之间，从动清洗带轮(8-3)和主动清洗带轮(7-4)通过交叉带传动连接，从动清洗轮

(8-2)为吸水柔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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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果蔬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洗装置，更具体的说是一种果蔬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例如专利号CN201420387349.0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包括装置本体以及设置在装置

本体上的清洗仓，所述清洗仓底部设置有多个清洗头，所述装置本体内设置有多组旋转升

降机构以及至少一个驱动机构，每个所述清洗头对应设置有一组旋转升降机构，所述驱动

机构分别与每组旋转升降机构连接，所述驱动机构驱动旋转升降机构带动所述清洗头转动

和上下运动；该实用新型通过旋转升降机构，使清洗头在旋转的同时能够上下运动，对蔬菜

和水果进行翻滚清洗，使蔬菜水果清洗的更彻底，大大降低了水果蔬菜清洗劳动强度，提高

了清洗效率和清洗洁净度本装置结构简单合理，加工使用方便，使用寿命长等优点，适宜应

用于现有的食品加工和餐饮服务行业；该实用新型的缺点时不能根据水果和蔬菜的重量来

自动调整清洗速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可以根据水果和蔬菜的重量来自动调整

清洗速度，当水果和蔬菜较重时则默认水果和蔬菜的数量较多则自动增加清洗刷的转动速

度，减慢运输的速度保证清洗效果，当水果和蔬菜较轻时则默认水果和蔬菜数量较少则自

动减慢清洗刷的转动速度，增加运输的速度保证清洗效率。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包括整机支架、动力机构、变速机构、主动运输机构、从动运输

机构、传动机构、主动清洗机构和从动清洗机构，所述动力机构固定连接在整机支架上，变

速机构、主动运输机构、从动运输机构、传动机构、主动清洗机构和从动清洗机构均转动连

接在整机支架上，变速机构和动力机构通过带传动连接，变速机构和主动运输机构通过带

传动连接，主动运输机构和从动运输机构通过运输带传动连接，传动机构和变速机构通过

带传动连接，传动机构和主动清洗机构通过齿轮啮合传动，主动清洗机构和从动清洗机构

通过交叉带传动连接。

[0006]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所述整机支架包括侧

板、放置架、支撑板Ⅰ、支撑板Ⅱ、推动板和挡板，放置架的下端倾斜设置，放置架的前端向下

倾斜，侧板、支撑板Ⅰ、支撑板Ⅱ、推动板和挡板均左右对称设置有两个，放置架的两端分别

固定连接在两个侧板上，两个支撑板Ⅰ的外端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侧板上，两个支撑板Ⅱ的

外端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侧板上，两个支撑板Ⅰ分别位于两个支撑板Ⅱ的上端，两个推动板

的内端均倾斜设置，两个推动板的后端均向内倾斜，两个推动板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支撑

板Ⅰ内侧的前端，两个挡板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支撑板Ⅰ内侧的后端。

[0007]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所述动力机构包括电

机和动力带轮，动力带轮固定连接在电机的输出轴上，电机固定连接在位于左端的侧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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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的输出轴转动连接在位于右端的侧板上。

[0008]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所述变速机构包括变

速轴Ⅰ、变速带轮Ⅰ、变速大带轮、变速锥齿Ⅰ、带轮轴、带轮锥齿、变速轴Ⅱ、变速锥齿Ⅱ和变

速带轮Ⅱ，变速锥齿Ⅰ和变速带轮Ⅰ分别固定连接在变速轴Ⅰ的左右两端，变速大带轮转动连

接在变速轴Ⅰ的左端，带轮轴的两端均固定连接在变速大带轮均左端，带轮锥齿固定连接在

带轮轴上，变速带轮Ⅱ和变速锥齿Ⅱ分别固定连接在变速轴Ⅱ的左右两端，带轮锥齿的左

右两端分别和变速锥齿Ⅱ和变速锥齿Ⅰ啮合传动，变速轴Ⅰ转动连接在位于右端的侧板上，

变速轴Ⅱ转动连接在位于左端的侧板上，变速大带轮和动力带轮通过带传动连接。

[0009]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所述主动运输机构包

括主动运输轴、主动运输带轮和主动运输轮，主动运输带轮固定连接在主动运输轴的左端，

主动运输轮固定连接在主动运输轴的中端，主动运输轴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两个侧板

上，主动运输带轮和变速带轮Ⅰ通过带传动连接。

[0010]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所述从动运输机构包

括从动运输轴和从动运输轮，从动运输轮固定连接在从动运输轴的中端，从动运输轴的两

端分别转动连接在两个侧板上，从动运输轮和主动运输轮通过运输带传动连接，运输带位

于放置架的下端。

[0011]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所述传动机构包括传

动轴、传动锥齿和传动带轮，传动带轮和传动锥齿分别固定连接在传动轴的左右两端，传动

轴转动连接在位于左侧的侧板上，传动带轮和变速带轮Ⅱ通过带传动连接。

[0012]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所述主动清洗机构包

括主动清洗轴、主动清洗轮、主动清洗锥齿和主动清洗带轮，主动清洗轮和主动清洗锥齿分

别固定连接在主动清洗轴的上下两端，主动清洗带轮固定连接在主动清洗轴的中端，主动

清洗轴转动连接在位于左侧的支撑板Ⅰ和支撑板Ⅱ上，主动清洗带轮位于支撑板Ⅰ和支撑板

Ⅱ之间，主动清洗锥齿和传动锥齿通过齿轮啮合传动，主动清洗轮为吸水柔性材料。

[0013]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所述从动清洗机构包

括从动清洗轴、从动清洗轮和从动清洗带轮，从动清洗轮和从动清洗带轮分别固定连接在

从动清洗轴的上下两端，从动清洗轴转动连接在位于右侧的支撑板Ⅰ和支撑板Ⅱ，从动清洗

带轮位于支撑板Ⅰ和支撑板Ⅱ之间，从动清洗带轮和主动清洗带轮通过交叉带传动连接，从

动清洗轮为吸水柔性材料。

[0014] 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的有益效果为：

[0015] 本发明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可以根据水果和蔬菜的重量来自动调整清洗速度，当

水果和蔬菜较重时则默认水果和蔬菜的数量较多则自动增加主动清洗机构的转动速度，减

慢主动运输机构的转动速度保证清洗效果，当水果和蔬菜较轻时则默认水果和蔬菜数量较

少则自动减慢主动清洗机构的转动速度，增加主动运输机构的转动速度保证清洗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法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果蔬清洗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的果蔬清洗装置左视图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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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3是本发明的果蔬清洗装置内部传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的整机支架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的放置架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的推动板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的动力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的变速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的变速机构剖视图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0是本发明的主动运输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是本发明的从动运输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2是本发明的传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3是本发明的主动清洗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4是本发明的从动清洗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整机支架1；侧板1-1；放置架1-2；支撑板Ⅰ1-3；支撑板Ⅱ1-4；推动板1-5；挡

板1-6；动力机构2；电机2-1；动力带轮2-2；变速机构3；变速轴Ⅰ3-1；变速带轮Ⅰ3-2；变速大

带轮3-3；变速锥齿Ⅰ3-4；带轮轴3-5；带轮锥齿3-6；变速轴Ⅱ3-7；变速锥齿Ⅱ3-8；变速带轮

Ⅱ3-9；主动运输机构4；主动运输轴4-1；主动运输带轮4-2；主动运输轮4-3；从动运输机构

5；从动运输轴5-1；从动运输轮5-2；传动机构6；传动轴6-1；传动锥齿6-2；传动带轮6-3；主

动清洗机构7；主动清洗轴7-1；主动清洗轮7-2；主动清洗锥齿7-3；主动清洗带轮7-4；从动

清洗机构8；从动清洗轴8-1；从动清洗轮8-2；从动清洗带轮8-3。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34] 下面结合图1-14说明本实施方式，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包括整机支架1、动力机构

2、变速机构3、主动运输机构4、从动运输机构5、传动机构6、主动清洗机构7和从动清洗机构

8，所述动力机构2固定连接在整机支架1上，变速机构3、主动运输机构4、从动运输机构5、传

动机构6、主动清洗机构7和从动清洗机构8均转动连接在整机支架1上，变速机构3和动力机

构2通过带传动连接，变速机构3和主动运输机构4通过带传动连接，主动运输机构4和从动

运输机构5通过运输带传动连接，传动机构6和变速机构3通过带传动连接，传动机构6和主

动清洗机构7通过齿轮啮合传动，主动清洗机构7和从动清洗机构8通过交叉带传动连接；可

以根据水果和蔬菜的重量来自动调整清洗速度，当水果和蔬菜较重时则默认水果和蔬菜的

数量较多则自动增加主动清洗机构7的转动速度，减慢主动运输机构4的转动速度保证清洗

效果，当水果和蔬菜较轻时则默认水果和蔬菜数量较少则自动减慢主动清洗机构7的转动

速度，增加主动运输机构4的转动速度保证清洗效率。

[0035] 具体实施方式二：

[0036] 下面结合图1-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一作进一步说明，所述

整机支架1包括侧板1-1、放置架1-2、支撑板Ⅰ1-3、支撑板Ⅱ1-4、推动板1-5和挡板1-6，放置

架1-2的下端倾斜设置，放置架1-2的前端向下倾斜，侧板1-1、支撑板Ⅰ1-3、支撑板Ⅱ1-4、推

动板1-5和挡板1-6均左右对称设置有两个，放置架1-2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侧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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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个支撑板Ⅰ1-3的外端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侧板1-1上，两个支撑板Ⅱ1-4的外端分别

固定连接在两个侧板1-1上，两个支撑板Ⅰ1-3分别位于两个支撑板Ⅱ1-4的上端，两个推动

板1-5的内端均倾斜设置，两个推动板1-5的后端均向内倾斜，两个推动板1-5分别固定连接

在两个支撑板Ⅰ1-3内侧的前端，两个挡板1-6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支撑板Ⅰ1-3内侧的后端；

使用时将要清洗的水果和蔬菜放置在放置架1-2上，放置架1-2的下端倾斜设置，放置架1-2

的前端向下倾斜，要清洗的水果和蔬菜会通过放置架1-2落到主动运输机构4和从动运输机

构5传动的运输带上，主动清洗轮7-2和从动清洗轮8-2放置在清洗液中进行清洗后再安装

在装置上。

[0037] 具体实施方式三：

[0038] 下面结合图1-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二作进一步说明，所述

动力机构2包括电机2-1和动力带轮2-2，动力带轮2-2固定连接在电机2-1的输出轴上，电机

2-1固定连接在位于左端的侧板1-1上，电机2-1的输出轴转动连接在位于右端的侧板1-1

上；启动电机2-1，电机2-1通过输出轴带动动力带轮2-2进行转动。

[0039] 具体实施方式四：

[0040] 下面结合图1-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三作进一步说明，所述

变速机构3包括变速轴Ⅰ3-1、变速带轮Ⅰ3-2、变速大带轮3-3、变速锥齿Ⅰ3-4、带轮轴3-5、带

轮锥齿3-6、变速轴Ⅱ3-7、变速锥齿Ⅱ3-8和变速带轮Ⅱ3-9，变速锥齿Ⅰ3-4和变速带轮Ⅰ3-2

分别固定连接在变速轴Ⅰ3-1的左右两端，变速大带轮3-3转动连接在变速轴Ⅰ3-1的左端，带

轮轴3-5的两端均固定连接在变速大带轮3-3均左端，带轮锥齿3-6固定连接在带轮轴3-5

上，变速带轮Ⅱ3-9和变速锥齿Ⅱ3-8分别固定连接在变速轴Ⅱ3-7的左右两端，带轮锥齿3-

6的左右两端分别和变速锥齿Ⅱ3-8和变速锥齿Ⅰ3-4啮合传动，变速轴Ⅰ3-1转动连接在位于

右端的侧板1-1上，变速轴Ⅱ3-7转动连接在位于左端的侧板1-1上，变速大带轮3-3和动力

带轮2-2通过带传动连接；动力带轮2-2带动变速大带轮3-3进行转动，变速大带轮3-3带动

带轮轴3-5以变速轴Ⅰ3-1为中心进行转动，带轮轴3-5带动带轮锥齿3-6以变速轴Ⅰ3-1为中

心进行转动，当变速轴Ⅰ3-1和变速轴Ⅱ3-7同时传来的反作用力相同时，带轮锥齿3-6不发

生自转，带轮锥齿3-6推动变速锥齿Ⅱ3-8和变速锥齿Ⅰ3-4进行转动，变速锥齿Ⅱ3-8和变速

锥齿Ⅰ3-4分别带动变速轴Ⅱ3-7和变速轴Ⅰ3-1进行转动，当变速轴Ⅰ3-1上的反作用力大时，

变速锥齿Ⅰ3-4推动带轮锥齿3-6发生自转，带轮锥齿3-6推动变速锥齿Ⅱ3-8发生转动，变速

轴Ⅱ3-7的转动速度变块，变速轴Ⅰ3-1的转动速度变快，反之亦然。

[0041] 具体实施方式五：

[0042] 下面结合图1-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四作进一步说明，所述

主动运输机构4包括主动运输轴4-1、主动运输带轮4-2和主动运输轮4-3，主动运输带轮4-2

固定连接在主动运输轴4-1的左端，主动运输轮4-3固定连接在主动运输轴4-1的中端，主动

运输轴4-1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两个侧板1-1上，主动运输带轮4-2和变速带轮Ⅰ3-2通过

带传动连接；变速轴Ⅰ3-1带动变速带轮Ⅰ3-2进行转动，变速带轮Ⅰ3-2带动主动运输带轮4-2

进行转动，主动运输带轮4-2带动主动运输轴4-1进行转动，主动运输轴4-1带动主动运输轮

4-3进行转动。

[0043] 具体实施方式六：

[0044] 下面结合图1-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五作进一步说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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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运输机构5包括从动运输轴5-1和从动运输轮5-2，从动运输轮5-2固定连接在从动运输

轴5-1的中端，从动运输轴5-1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两个侧板1-1上，从动运输轮5-2和主

动运输轮4-3通过运输带传动连接，运输带位于放置架1-2的下端；主动运输轮4-3带动从动

运输轮5-2进行转动，从动运输轮5-2和主动运输轮4-3将带动运输带进行运动，运输带将水

果和蔬菜进行运输。

[0045] 具体实施方式七：

[0046] 下面结合图1-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六作进一步说明，所述

传动机构6包括传动轴6-1、传动锥齿6-2和传动带轮6-3，传动带轮6-3和传动锥齿6-2分别

固定连接在传动轴6-1的左右两端，传动轴6-1转动连接在位于左侧的侧板1-1上，传动带轮

6-3和变速带轮Ⅱ3-9通过带传动连接；变速带轮Ⅱ3-9带动传动带轮6-3进行转动，传动带

轮6-3带动传动轴6-1进行转动，传动轴6-1带动传动锥齿6-2进行转动。

[0047] 具体实施方式八：

[0048] 下面结合图1-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七作进一步说明，所述

主动清洗机构7包括主动清洗轴7-1、主动清洗轮7-2、主动清洗锥齿7-3和主动清洗带轮7-

4，主动清洗轮7-2和主动清洗锥齿7-3分别固定连接在主动清洗轴7-1的上下两端，主动清

洗带轮7-4固定连接在主动清洗轴7-1的中端，主动清洗轴7-1转动连接在位于左侧的支撑

板Ⅰ1-3和支撑板Ⅱ1-4上，主动清洗带轮7-4位于支撑板Ⅰ1-3和支撑板Ⅱ1-4之间，主动清洗

锥齿7-3和传动锥齿6-2通过齿轮啮合传动，主动清洗轮7-2为吸水柔性材料；传动锥齿6-2

带动主动清洗锥齿7-3进行转动，主动清洗锥齿7-3带动主动清洗轴7-1进行转动，主动清洗

轴7-1带动主动清洗轮7-2和主动清洗带轮7-4进行转动。

[0049] 具体实施方式九：

[0050] 下面结合图1-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对实施方式八作进一步说明，所述

从动清洗机构8包括从动清洗轴8-1、从动清洗轮8-2和从动清洗带轮8-3，从动清洗轮8-2和

从动清洗带轮8-3分别固定连接在从动清洗轴8-1的上下两端，从动清洗轴8-1转动连接在

位于右侧的支撑板Ⅰ1-3和支撑板Ⅱ1-4，从动清洗带轮8-3位于支撑板Ⅰ1-3和支撑板Ⅱ1-4

之间，从动清洗带轮8-3和主动清洗带轮7-4通过交叉带传动连接，从动清洗轮8-2为吸水柔

性材料；从动清洗带轮8-3和主动清洗带轮7-4通过交叉带传动连接，主动清洗带轮7-4带动

从动清洗带轮8-3进行转动，从动清洗带轮8-3和主动清洗带轮7-4的转动方向相反，从动清

洗带轮8-3带动从动清洗轴8-1进行转动，从动清洗轴8-1带动从动清洗轮8-2进行转动，从

动清洗轮8-2和主动清洗轮7-2的转动方向相反将运输带上的水果和蔬菜进行摩擦清洗，当

运输带上的水果和蔬菜的重量增加时，运输带上的反作用力增大，从动清洗轮8-2和主动清

洗轮7-2上的反作用力不变，运输带对从动运输轮5-2和主动运输轮4-3产生的反作用力增

大，从动运输轮5-2和主动运输轮4-3将反作用力传动给变速轴Ⅰ3-1，变速轴Ⅰ3-1减速，变速

轴Ⅱ3-7进行增速，变速轴Ⅱ3-7带动从动清洗轮8-2和主动清洗轮7-2加快转动，反之亦然。

[0051] 本发明的一种果蔬清洗装置，其工作原理为：

[0052] 使用时将要清洗的水果和蔬菜放置在放置架1-2上，放置架1-2的下端倾斜设置，

放置架1-2的前端向下倾斜，要清洗的水果和蔬菜会通过放置架1-2落到主动运输机构4和

从动运输机构5传动的运输带上，主动清洗轮7-2和从动清洗轮8-2放置在清洗液中进行清

洗后再安装在装置上；启动电机2-1，电机2-1通过输出轴带动动力带轮2-2进行转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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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轮2-2带动变速大带轮3-3进行转动，变速大带轮3-3带动带轮轴3-5以变速轴Ⅰ3-1为中心

进行转动，带轮轴3-5带动带轮锥齿3-6以变速轴Ⅰ3-1为中心进行转动，当变速轴Ⅰ3-1和变

速轴Ⅱ3-7同时传来的反作用力相同时，带轮锥齿3-6不发生自转，带轮锥齿3-6推动变速锥

齿Ⅱ3-8和变速锥齿Ⅰ3-4进行转动，变速锥齿Ⅱ3-8和变速锥齿Ⅰ3-4分别带动变速轴Ⅱ3-7

和变速轴Ⅰ3-1进行转动，当变速轴Ⅰ3-1上的反作用力大时，变速锥齿Ⅰ3-4推动带轮锥齿3-6

发生自转，带轮锥齿3-6推动变速锥齿Ⅱ3-8发生转动，变速轴Ⅱ3-7的转动速度变块，变速

轴Ⅰ3-1的转动速度变快，反之亦然；变速轴Ⅰ3-1带动变速带轮Ⅰ3-2进行转动，变速带轮Ⅰ3-2

带动主动运输带轮4-2进行转动，主动运输带轮4-2带动主动运输轴4-1进行转动，主动运输

轴4-1带动主动运输轮4-3进行转动，主动运输轮4-3带动从动运输轮5-2进行转动，从动运

输轮5-2和主动运输轮4-3将带动运输带进行运动，运输带将水果和蔬菜进行运输；变速带

轮Ⅱ3-9带动传动带轮6-3进行转动，传动带轮6-3带动传动轴6-1进行转动，传动轴6-1带动

传动锥齿6-2进行转动，传动锥齿6-2带动主动清洗锥齿7-3进行转动，主动清洗锥齿7-3带

动主动清洗轴7-1进行转动，主动清洗轴7-1带动主动清洗轮7-2和主动清洗带轮7-4进行转

动，从动清洗带轮8-3和主动清洗带轮7-4通过交叉带传动连接，主动清洗带轮7-4带动从动

清洗带轮8-3进行转动，从动清洗带轮8-3和主动清洗带轮7-4的转动方向相反，从动清洗带

轮8-3带动从动清洗轴8-1进行转动，从动清洗轴8-1带动从动清洗轮8-2进行转动，从动清

洗轮8-2和主动清洗轮7-2的转动方向相反将运输带上的水果和蔬菜进行摩擦清洗，当运输

带上的水果和蔬菜的重量增加时，运输带上的反作用力增大，从动清洗轮8-2和主动清洗轮

7-2上的反作用力不变，运输带对从动运输轮5-2和主动运输轮4-3产生的反作用力增大，从

动运输轮5-2和主动运输轮4-3将反作用力传动给变速轴Ⅰ3-1，变速轴Ⅰ3-1减速，变速轴Ⅱ

3-7进行增速，变速轴Ⅱ3-7带动从动清洗轮8-2和主动清洗轮7-2加快转动，反之亦然。

[0053]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不仅限于上述举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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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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