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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玻璃生产设备技术领域的

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其包括支架和传送组件，靠

近传送组件设置有清洗座，清洗座上开设有空

腔，清洗座底壁开设有若干通流孔，每一通流孔

处均设置有喷头，传送组件下方设置有集水槽，

靠近集水槽开口一侧设置有出水孔，出水孔处设

置有过滤网，集水槽下方设置有过滤箱，过滤箱

中设置有至少一组过滤板，过滤箱通过管路与出

水孔连接，过滤箱一侧设置有净水箱，净水箱通

过水管与过滤箱连通，净水箱中安装有水泵，水

泵通过水管与空腔连通。设计的玻璃清洗装置，

可对清洗后的污水进行回收再利用，提高了水资

源利用率，避免水的浪费，节约能源，同时，降低

了玻璃制造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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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1)和位于所述支架(1)上的传送组件

(2)，靠近所述传送组件(2)设置有位于所述支架(1)上的清洗座(21)，贯穿所述清洗座(21)

上开设有空腔(211)，所述清洗座(21)底部开设有若干与所述空腔(211)连通的通流孔

(213)，每一所述通流孔(213)处均设置有喷头(212)，所述传送组件(2)下方设置有集水槽

(3)，靠近所述集水槽(3)开口一侧设置有出水孔(32)，所述出水孔(32)处设置有位于所述

集水槽(3)侧壁上的过滤网(31)，所述集水槽(3)下方设置有过滤箱(4)，所述过滤箱(4)中

设置有至少一组过滤板(41)，所述过滤板(41)由高至低依次设置，所述过滤箱(4)通过管路

与所述出水孔(32)连接，所述过滤箱(4)一侧设置有净水箱(5)，所述净水箱(5)通过水管与

过滤箱(4)连通，所述净水箱(5)中安装有水泵(51)，所述水泵(51)通过水管与所述空腔

(211)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组件(2)包括位于

所述支架(1)上的驱动电机(27)，所述驱动电机(27)的驱动轴上同轴设置有转轴(28)，所述

支架(1)上设置有若干与所述转轴(28)平行的传动杆(282)，所述传动杆(282)靠近所述驱

动电机(27)一端贯穿所述支架(1)设置，所述转轴(28)上设置有主动齿轮(281)，于所述传

动杆(282)伸出所述支架(1)的延伸段设置有从动齿轮(283)，所述主动齿轮(281)与从动齿

轮(283)通过传动链条(29)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于支架(1)内的所述转轴

(28)和传动杆(282)上设置有可对玻璃两侧进行限位的两组限位挡环(2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两所述限位挡环(23)之间设

置有位于所述转轴(28)和传动杆(282)外壁上的毛毡(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座(21)与所述传送

组件(2)的输出端之间设置有位于所述支架(1)上的刷板(24)，所述刷板(24)靠近玻璃一侧

设置有可与玻璃表面接触的刷毛(24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刷板(24)与所述传送组

件(2)的输出端之间设置有位于所述支架(1)上的刮板(25)，所述刮板(25)靠近玻璃一侧设

置有可对玻璃表面刮刷的橡胶板(25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板(25)与所述传送组

件(2)的输出端之间设置有位于所述支架(1)上的吸水座板(26)，所述吸水座板(26)靠近玻

璃一侧设置有可与玻璃表面接触的海绵(26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上设置有罩壳

(6)，所述罩壳(6)两侧开设有若干对应设置的透明窗(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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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玻璃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玻璃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玻璃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复盐，是一种无规则结构的非晶态固

体。玻璃主要应用于建筑、日用、艺术、医疗、电子及仪表等领域，其在建筑领域应用最为广

泛，来实现隔风、透光及保温等作用。

[0003] 公告号为  CN208613158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玻璃清洗装置，该玻璃清洗装置

包括支撑柱，支撑柱顶部固定连接有水平支撑杆，水平支撑杆端部向下弯折并连接有储液

桶，储液桶底部倾斜并开口，储液桶底部开口处设有第一清洗布，储液桶下方设有传动组

件，传动组件包括两根呈V型设置的螺杆，两根螺杆的小口端通过动力机构进行驱动，两根

螺杆的螺纹上均设有一层第二清洗布，传动组件从两根螺杆的小口端到大口端倾斜向上设

置，传动组件上放置有待清洗玻璃，传动组件下方设有喷水装置，储液桶位于两根螺杆的大

口端。

[0004] 该玻璃清洗装置工作时，先将待清洗玻璃放在两根螺杆的小口端，启动转动电机

并打开第一水管与第三水管的水源开关，转动电机带动两根螺杆转动，螺杆带动待清洗玻

璃沿螺杆的倾斜方向运动，待清洗玻璃运动过程中，雾化喷头向待清洗玻璃上喷洒清洗液，

同时，螺杆上的第一清洗布也对待清洗玻璃底壁进行清洗，待清洗玻璃运动到螺杆顶部时，

第一清洗布对待清洗玻璃上表面进行清洗，从而完成对待清洗玻璃两面的清洗。

[0005] 上述技术方案在使用过程中，通过清洗液对玻璃进行不断地清洗，会对清洗液造

成大量的浪费，且使其玻璃制造的成本增加。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可对清洗后的污水进行回收再

利用，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避免水的浪费，节约能源，同时，降低了玻璃制造的成本。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8] 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包括支架和位于所述支架上的传送组件，靠近所述传送组件

设置有位于所述支架上的清洗座，贯穿所述清洗座上开设有空腔，所述清洗座底部开设有

若干与所述空腔连通的通流孔，每一所述通流孔处均设置有喷头，所述传送组件下方设置

有集水槽，靠近所述集水槽开口一侧设置有出水孔，所述出水孔处设置有位于所述集水槽

侧壁上的过滤网，所述集水槽下方设置有过滤箱，所述过滤箱中设置有至少一组过滤板，所

述过滤板由高至低依次设置，所述过滤箱通过管路与所述出水孔连接，所述过滤箱一侧设

置有净水箱，所述净水箱通过水管与过滤箱连通，所述净水箱中安装有水泵，所述水泵通过

水管与所述空腔连通。

[0009]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向净水箱中注入水，调节水泵，水泵通过水管将净水箱中

的水抽至空腔中，空腔中的水沿通流孔流至喷头处，调节喷头，喷头出水，将玻璃放置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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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组件上，传送组件带动玻璃运动，玻璃运动至喷头处时，喷头喷出的水对玻璃进行清洗，

清洗完后的污水受重力作用，流入集水槽中，然后沿出水孔流至水管中，再沿水管流入过滤

箱中，在过滤箱中经过过滤板过滤，沿水管流入净水箱中；设计的玻璃清洗装置，可对清洗

后的污水进行回收再利用，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避免水的浪费，节约能源，同时，降低了玻

璃制造的成本。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传送组件包括位于所述支架上的驱动电机，所述

驱动电机的驱动轴上同轴设置有转轴，所述支架上设置有若干与所述转轴平行的传动杆，

所述传动杆靠近所述驱动电机一端贯穿所述支架设置，所述转轴上设置有主动齿轮，于所

述传动杆伸出所述支架的延伸段设置有从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通过传动链条

连接。

[0011]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调节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工作，驱动电机的驱动轴带动转

轴转动，转轴带动主动齿轮转动，主动齿轮带动传动链条运动，传动链条带动从动齿轮转

动，从动齿轮带动传动杆转动，然后可带动位于传动轴与转轴上的玻璃进行运动；设计的传

动组件，便于驱动玻璃运动，同时，便于清洗玻璃的水流入集水槽中。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于支架内的所述转轴和传动杆上设置有可对玻璃两侧

进行限位的两组限位挡环。

[0013]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限位挡环，可对玻璃两侧进行限位，防止玻璃在传

动杆与转轴上发生偏移。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两所述限位挡环之间设置有位于所述转轴和传动杆外

壁上的毛毡。

[0015]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毛毡可增大玻璃和传动杆与转轴间的摩擦力，便于带动

玻璃运动。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清洗座与所述传送组件的输出端之间设置有位于

所述支架上的刷板，所述刷板靠近玻璃一侧设置有可与玻璃表面接触的刷毛。

[0017]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刷板和刷毛，便于将玻璃表面上的污水刷下，减小

玻璃表面的水量，使玻璃表面更加清洁。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刷板与所述传送组件的输出端之间设置有位于所

述支架上的刮板，所述刮板靠近玻璃一侧设置有可对玻璃表面刮刷的橡胶板。

[0019]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刮板和橡胶板，便于将玻璃表面上残留的污水刮

下，进一步降低玻璃表面的水量，使玻璃表面更加清洁。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刮板与所述传送组件的输出端之间设置有位于所

述支架上的吸水座板，所述吸水座板靠近玻璃一侧设置有可与玻璃表面接触的海绵。

[0021]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吸水座板与海绵，可对玻璃表面残余的水进行吸

附，使玻璃表面趋于干燥。

[002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支架上设置有罩壳，所述罩壳两侧开设有若干对

应设置的透明窗。

[0023]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罩壳，可防止清洗过程中，水溅出对地面或其他设

备造成污染；设计的透明窗，便于对玻璃的清洗过程进行观测。

[002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0497388 U

4



[0025] 一、该玻璃清洗装置，可对清洗后的污水进行回收再利用，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

避免水的浪费，节约能源，同时，降低了玻璃制造的成本；

[0026] 二、该玻璃清洗装置，依次设置的刷毛、橡胶板及海绵，可对玻璃表面的水进行清

洁，提高玻璃表面的清洁度。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图1的A-A面剖视图。

[0029]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标记：1、支架；2、传送组件；21、清洗座；211、空腔；212、喷头；213、通流孔；22、

毛毡；23、限位挡环；24、刷板；241、刷毛；25、刮板；251、橡胶板；26、吸水座板；261、海绵；27、

驱动电机；28、转轴；281、主动齿轮；282、传动杆；283、从动齿轮；29、传动链条；3、集水槽；

31、过滤网；32、出水孔；4、过滤箱；41、过滤板；5、净水箱；51、水泵；6、罩壳；61、透明窗。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0032]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玻璃清洗装置，包括支架1和位于支架1上的传送组件2，支

架1上固定连接有罩壳6，罩壳6两侧开设有三组对应设置的透明窗61，沿传送组件2的运动

方向安装于支架1上且依次设置的清洗座21、刷板24、刮板25和吸水座板26，清洗座21上开

设有空腔211，清洗座21底部开设有若干与空腔211连通的通流孔213，每一通流孔213处均

安装有喷头212，刷板24靠近玻璃一侧连接有刷毛241，刮板25靠近玻璃一侧连接有橡胶板

251，吸水座板26靠近玻璃一侧连接有海绵261，传送组件2下方设置有位于支架1上的集水

槽3，靠近集水槽3开口一侧开设有位于集水槽3侧壁上的出水孔32，于出水孔32处设置有与

集水槽3内侧壁固定连接的过滤网31，集水槽3下方设置有位于支架1上的过滤箱4，过滤箱4

中安装有三组过滤板41，且由高至低依次设置为初效过滤板、中效过滤板和高效过滤板，过

滤箱4通过管路与出水孔32连接，过滤箱4一侧设置有位于支架1上的净水箱5，净水箱5通过

水管与过滤箱4连通，净水箱5中安装有水泵51，水泵51通过水管与空腔211连通。

[0033] 如图3所示，传送组件2包括安装于支架1上的驱动电机27，驱动电机27的驱动轴上

同轴设置有转轴28，支架1上设置有若干与转轴28平行的传动杆282，转轴28与传动杆282均

与支架1转动连接，传动杆282靠近驱动电机27一端贯穿支架1设置，转轴28上安装有主动齿

轮281，传动杆282伸出支架1的延伸段安装有从动齿轮283，主动齿轮281与从动齿轮283通

过传动链条29连接，位于支架1内的转轴28和传动杆282上安装有可对玻璃两侧进行限位的

两组限位挡环23，两组限位挡环23之间设置有位于转轴28和传动杆282外壁上的毛毡22。

[0034] 本实用新型工作原理为：向净水箱5中注入水，调节水泵51，水泵51通过水管将净

水箱5中的水抽至空腔211中，空腔211中的水沿通流孔213流至喷头212处，调节喷头212，喷

头212出水，将玻璃放置在两限位挡环23之间，调节驱动电机27，驱动电机27工作，驱动电机

27的驱动轴带动转轴28转动，转轴28带动主动齿轮281转动，主动齿轮281带动传动链条29

运动，传动链条29带动从动齿轮283转动，从动齿轮283带动传动杆282转动，转轴28与传动

杆282带动毛毡22转动，毛毡22带动玻璃运动，玻璃运动至喷头212处时，喷头212喷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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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玻璃进行清洗，玻璃继续运动，刷毛241对玻璃表面进行刷洗，橡胶板251对玻璃表面进行

挂刷，最后海绵261对玻璃表面进行吸水，清洗完后的污水受重力作用，流入集水槽3中，然

后沿出水孔32流至水管中，再沿水管流入过滤箱4中，在过滤箱4中经过初效过滤板、中效过

滤板及高效过滤板过滤，沿水管流入净水箱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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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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