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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

菜机装置，包括条形承载基座，所述条形承载基

座上表面设有洗菜机构，所述条形承载基座下表

面设有支撑移动机构。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一

种使用比较方便，便于进行对蔬菜进行翻面清

洁，利用超声波进行震动清洁，清洁比较彻底，便

于对内部大块残渣进行打捞清理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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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包括条形承载基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条

形承载基座（1）上表面设有洗菜机构，所述条形承载基座（1）下表面设有支撑移动机构，所

述洗菜机构由固定连接在条形承载基座（1）上表面的条形空心箱体（2）、加工在条形空心箱

体（2）上表面的一号条形开口、加工在条形空心箱体（2）上表面两端处且与一号条形开口内

部连通的多组一号条形豁口、固定连接在条形空心箱体（2）上表面边缘处且位于每个一号

条形豁口外侧的螺纹承载座（3）、套装在每个螺纹承载座（3）上且与其相匹配的拧动基座

（4）、固定连接在每个拧动基座（4）上表面且与所对应一号条形豁口相对应的悬挂架（5）、固

定连接在每个悬挂架（5）下表面的微型电控推杆（6）、固定连接在每个微型电控推杆（6）下

表面且通过所对应一号条形豁口伸入条形空心箱体（2）内的密封壳（7）、设置在每个密封壳

（7）内且旋转端为水平的微型旋转电机（8）、套装在每个微型旋转电机（8）旋转端上的固定

夹手（9）、设置在每个固定夹手（9）上的折形固定架（10）、固定连接在每相对一组折形固定

架（10）之间的条形蔬菜承载架（11）、设置在条形空心箱体（2）右侧表面上的微型超声波发

射器（12）、设置在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2）发射端且与条形空心箱体（2）内部连通的多通发

射管道（13）、固定连接在条形空心箱体（2）上表面四角处的两组支撑基座（14）、嵌装在每个

支撑基座（14）上表面的电控顶杆（15）、套装在每个电控顶杆（15）上表面且伸入条形空心箱

体（2）内的折形支撑架（16）、套装在每个折形支撑架（16）端面上的水平夹手（17）、设置在两

组水平夹手（17）内且与条形空心箱体（2）相匹配的拦截网架（18）共同构成的，所述条形承

载基座（1）前表面嵌装控制器（19），所述控制器（19）与洗菜机构中微型电控推杆（6）、微型

旋转电机（8）、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2）和电控顶杆（15）均通过导线分别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

移动机构由固定连接在条形承载基座（1）下表面四角处的两组矩形固定块（20）、加工在每

个矩形固定块（20）下表面中心处的圆形凹槽、固定连接在每个圆形凹槽内的圆柱凸起

（21）、设置在每个圆形凹槽内且与所对应圆柱凸起（21）相匹配的支撑立柱（22）、套装在每

个支撑立柱（22）下表面的支撑万向轮（33）共同构成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条形

空心箱体（2）外侧表面四角处均嵌装竖直滑轨（23），每个所述竖直滑轨（23）上均设电控移

动小车（24），所述条形空心箱体（2）外且与两组电控移动小车（24）相连接的环形遮挡壳

（25），所述环形遮挡壳（25）上表面两端处均铰链连接摆动遮挡门（2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条形

空心箱体（2）右侧表面下端固定连接与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2）下端面相搭接的支撑架

（2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条形

空心箱体（2）下端侧表面上设排污管（28），所述排污管（28）上设电磁阀门（29），所述控制器

（19）与电磁阀门（29）电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拦截

网架（18）上表面边缘处固定连接一组拉动把手（3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其特征在于，多组所述

一号条形豁口的数量为3-5组，每相邻一组所述一号条形豁口之间的距离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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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发射器（12）的型号为BK-180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条形

承载基座（1）的左右两相对侧表面中心处均嵌装水平推动把手（3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条

形承载基座（1）侧表面空闲处嵌装市电接口（32），所述控制器（19）与市电接口（32）通过导

线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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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洗菜领域，特别是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洗菜就是将青菜表面的污垢进行清除的操作。

[0003]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科技不断的进步，许多以前的人工操作都更新替换成机械

操作，对于洗菜而言，通常都是人工进行清洁，但是对于大批量的使用青菜的工厂而言，人

工清洗效率比较低，强度比较大，因此现在会使用传统的洗菜机，传统的洗菜方式就是直接

利用水流冲洗，不方便对蔬菜的双面进行冲洗，水直接冲洗，清洗的不彻底，而且清洗过的

直接排放，对于冲洗掉青菜枝叶对于排放处容易堵塞，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设计一种通

过控制超声波进行清洗的装置是很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

置。

[0005] 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包括

条形承载基座，所述条形承载基座上表面设有洗菜机构，所述条形承载基座下表面设有支

撑移动机构，所述洗菜机构由固定连接在条形承载基座上表面的条形空心箱体、加工在条

形空心箱体上表面的一号条形开口、加工在条形空心箱体上表面两端处且与一号条形开口

内部连通的多组一号条形豁口、固定连接在条形空心箱体上表面边缘处且位于每个一号条

形豁口外侧的螺纹承载座、套装在每个螺纹承载座上且与其相匹配的拧动基座、固定连接

在每个拧动基座上表面且与所对应一号条形豁口相对应的悬挂架、固定连接在每个悬挂架

下表面的微型电控推杆、固定连接在每个微型电控推杆下表面且通过所对应一号条形豁口

伸入条形空心箱体内的密封壳、设置在每个密封壳内且旋转端为水平的微型旋转电机、套

装在每个微型旋转电机旋转端上的固定夹手、设置在每个固定夹手上的折形固定架、固定

连接在每相对一组折形固定架之间的条形蔬菜承载架、设置在条形空心箱体右侧表面上的

微型超声波发射器、设置在微型超声波发射器发射端且与条形空心箱体内部连通的多通发

射管道、固定连接在条形空心箱体上表面四角处的两组支撑基座、嵌装在每个支撑基座上

表面的电控顶杆、套装在每个电控顶杆上表面且伸入条形空心箱体内的折形支撑架、套装

在每个折形支撑架端面上的水平夹手、设置在两组水平夹手内且与条形空心箱体相匹配的

拦截网架共同构成的，所述条条形承载基座前表面嵌装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与洗菜机构中

微型电控推杆、微型旋转电机、微型超声波发射器和电控顶杆均通过导线分别电性连接。

[0006] 所述支撑移动机构由固定连接在条形承载基座下表面四角处的两组矩形固定块、

加工在每个矩形固定块下表面中心处的圆形凹槽、固定连接在每个圆形凹槽内的圆柱凸

起、设置在每个圆形凹槽内且与所对应圆柱凸起相匹配的支撑立柱、套装在每个支撑立柱

下表面的支撑万向轮共同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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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条形空心箱体外侧表面四角处均嵌装竖直滑轨，每个所述竖直滑轨上均设电

控移动小车，所述条形空心箱体外且与两组电控移动小车相连接的环形遮挡壳，所述环形

遮挡壳上表面两端处均铰链连接摆动遮挡门。

[0008] 所述条形空心箱体右侧表面下端固定连接与微型超声波发射器下端面相搭接的

支撑架。

[0009] 所述条形空心箱体下端侧表面上设排污管，所述排污管上设电磁阀门，所述控制

器与电磁阀门电性连接。

[0010] 所述拦截网架上表面边缘处固定连接一组拉动把手。

[0011] 多组所述一号条形豁口的数量为3-5组，每相邻一组所述一号条形豁口之间的距

离相同。

[0012] 所述微型超声波发射器的型号为BK-1800。

[0013] 所述条形承载基座的左右两相对侧表面中心处均嵌装水平推动把手。

[0014] 所述条形承载基座侧表面空闲处嵌装市电接口，所述控制器与市电接口通过导线

电性连接。

[0015] 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一种使用比较方

便，便于进行对蔬菜进行翻面清洁，利用超声波进行震动清洁，清洁比较彻底，便于对内部

大块残渣进行打捞清理的装置。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的俯视剖面图；

图3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的正视剖面图；

图4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菜机装置中环形遮挡壳和摆动遮挡门相

配合的俯视图；

图中，1、条形承载基座；2、条形空心箱体；3、螺纹承载座；4、拧动基座；5、悬挂架；6、微

型电控推杆；7、密封壳；8、微型旋转电机；9、固定夹手；10、折形固定架；11、条形蔬菜承载

架；12、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3、多通发射管道；14、支撑基座；15、电控顶杆；16、折形支撑架；

17、水平夹手；18、拦截网架；19、控制器；20、矩形固定块；21、圆柱凸起；22、支撑立柱；23、竖

直滑轨；24、电控移动小车；25、环形遮挡壳；26、摆动遮挡门；27、支撑架；28、排污管；29、电

磁阀门；30、拉动把手；31、水平推动把手;32、市电接口；33、支撑万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图1-4所示，一种可自动控制的超声波洗

菜机装置，包括条形承载基座1，所述条形承载基座1上表面设有洗菜机构，所述条形承载基

座1下表面设有支撑移动机构，所述洗菜机构由固定连接在条形承载基座1上表面的条形空

心箱体2、加工在条形空心箱体2上表面的一号条形开口、加工在条形空心箱体2上表面两端

处且与一号条形开口内部连通的多组一号条形豁口、固定连接在条形空心箱体2上表面边

缘处且位于每个一号条形豁口外侧的螺纹承载座3、套装在每个螺纹承载座3上且与其相匹

配的拧动基座4、固定连接在每个拧动基座4上表面且与所对应一号条形豁口相对应的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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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5、固定连接在每个悬挂架5下表面的微型电控推杆6、固定连接在每个微型电控推杆6下

表面且通过所对应一号条形豁口伸入条形空心箱体2内的密封壳7、设置在每个密封壳7内

且旋转端为水平的微型旋转电机8、套装在每个微型旋转电机8旋转端上的固定夹手9、设置

在每个固定夹手9上的折形固定架10、固定连接在每相对一组折形固定架10之间的条形蔬

菜承载架11、设置在条形空心箱体2右侧表面上的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2、设置在微型超声波

发射器12发射端且与条形空心箱体2内部连通的多通发射管道13、固定连接在条形空心箱

体2上表面四角处的两组支撑基座14、嵌装在每个支撑基座14上表面的电控顶杆15、套装在

每个电控顶杆15上表面且伸入条形空心箱体2内的折形支撑架16、套装在每个折形支撑架

16端面上的水平夹手17、设置在两组水平夹手17内且与条形空心箱体2相匹配的拦截网架

18共同构成的，所述条条形承载基座1前表面嵌装控制器19，所述控制器19与洗菜机构中微

型电控推杆6、微型旋转电机8、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2和电控顶杆15均通过导线分别电性连

接;所述支撑移动机构由固定连接在条形承载基座1下表面四角处的两组矩形固定块20、加

工在每个矩形固定块20下表面中心处的圆形凹槽、固定连接在每个圆形凹槽内的圆柱凸起

21、设置在每个圆形凹槽内且与所对应圆柱凸起21相匹配的支撑立柱22、套装在每个支撑

立柱22下表面的支撑万向轮33共同构成的;所述条形空心箱体2外侧表面四角处均嵌装竖

直滑轨23，每个所述竖直滑轨23上均设电控移动小车24，所述条形空心箱体2外且与两组电

控移动小车24相连接的环形遮挡壳25，所述环形遮挡壳25上表面两端处均铰链连接摆动遮

挡门26;所述条形空心箱体2右侧表面下端固定连接与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2下端面相搭接

的支撑架27;所述条形空心箱体2下端侧表面上设排污管28，所述排污管28上设电磁阀门

29，所述控制器19与电磁阀门29电性连接;所述拦截网架18上表面边缘处固定连接一组拉

动把手30;多组所述一号条形豁口的数量为3-5组，每相邻一组所述一号条形豁口之间的距

离相同;所述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2的型号为BK-1800;所述条形承载基座1的左右两相对侧

表面中心处均嵌装水平推动把手31;所述条形承载基座1侧表面空闲处嵌装市电接口32，所

述控制器19与市电接口32通过导线电性连接。

[0018] 本实施方案的特点为，使用此装置时，首先将位于条形空心箱体2内充满进行清洗

的水，将需要进行清洗的蔬菜分别的放置在条形蔬菜承载架11上表面，放置好之后，通过位

于条形承载基座1侧表面上的控制器19的控制，使得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2进行工作，通过多

通发射管道13进行发射超声波，通过内部清洁水的传递，对位于条形蔬菜承载架11上表面

的蔬菜进行适当的震动清洁，通过超声波进行震动，对蔬菜上的泥土进行清洁，其中每个条

形蔬菜承载架11均通过一组折形固定架10与一组固定夹手9进行连接，其中每个固定夹手9

均套装在所对应的微型旋转电机8上，便于通过控制器19的控制，使得每个微型旋转电机8

在一定时间内进行不断的转动，带动条形蔬菜承载架11进行转动，由于蔬菜是漂浮在清洁

水上表面，因此在转动时，便于将蔬菜进行翻面，便于对蔬菜的双面进行清洁，其中每个微

型旋转电机8均通过密封壳7与所对应的微型电控推杆6进行连接，其中每个微型电控推杆6

便于通过控制，使得进行适当的升降，使得条形蔬菜承载举哀11进行适当的升降，便于控制

蔬菜与水面接触的深度，其中每个微型电控推杆6均通过悬挂架5与拧动基座4上表面进行

连接，其中每个拧动基座4均通过螺纹承载座3与条形空心箱体2上表面进行连接，其中每个

拧动基座4均可以在所对应的螺纹承载座3上进行拧动下来，便于拆卸，其中在清洗完毕之

后，一些细致的泥土落在条形空心箱体2内下表面，一些大块的蔬菜漂浮在树的表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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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使得每个电控顶杆15进行适当的升高，带动位于端面上的折形支撑架16向上，通过水

平夹手7带动拦截网架18向上，对大块的蔬菜块进行打捞，便于清理，其中每个拦截网架18

均可以在水平夹手17上拆刺下来，其中条形空心箱体2固定连接在条形承载基座1上表面，

一种使用比较方便，便于进行对蔬菜进行翻面清洁，利用超声波进行震动清洁，清洁比较彻

底，便于对内部大块残渣进行打捞清理的装置。

[0019] 在本实施方案中，首先在本装置空闲处安装两个台电机驱动器，控制器19的型号

为MAM-210，将该型号控制器19的五个输出端子通过导线分别与两台电机驱动器、微型超声

波发射器12、电控移动小车24和电磁阀门29的输入端连接，本领域人员在将两台电机驱动

器通过导线与微型旋转电机8和电控顶杆15自带的驱动电机的接线端连接，将市电接口32

处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控制器19的接电端进行连接。本领域人员通过控制器19编程后，完

全可控制各个电器件的工作顺序，具体工作原理如下：使用此装置时，首先将位于条形空心

箱体2内充满进行清洗的水，将需要进行清洗的蔬菜分别的放置在条形蔬菜承载架11上表

面，放置好之后，通过位于条形承载基座1侧表面上的控制器19的控制，使得微型超声波发

射器12进行工作，通过多通发射管道13进行发射超声波，通过内部清洁水的传递，对位于条

形蔬菜承载架11上表面的蔬菜进行适当的震动清洁，通过超声波进行震动，对蔬菜上的泥

土进行清洁，其中每个条形蔬菜承载架11均通过一组折形固定架10与一组固定夹手9进行

连接，其中每个固定夹手9均套装在所对应的微型旋转电机8上，便于通过控制器19的控制，

使得每个微型旋转电机8在一定时间内进行不断的转动，带动条形蔬菜承载架11进行转动，

由于蔬菜是漂浮在清洁水上表面，因此在转动时，便于将蔬菜进行翻面，便于对蔬菜的双面

进行清洁，其中每个微型旋转电机8均通过密封壳7与所对应的微型电控推杆6进行连接，其

中每个微型电控推杆6便于通过控制，使得进行适当的升降，使得条形蔬菜承载举哀11进行

适当的升降，便于控制蔬菜与水面接触的深度，其中每个微型电控推杆6均通过悬挂架5与

拧动基座4上表面进行连接，其中每个拧动基座4均通过螺纹承载座3与条形空心箱体2上表

面进行连接，其中每个拧动基座4均可以在所对应的螺纹承载座3上进行拧动下来，便于拆

卸，其中在清洗完毕之后，一些细致的泥土落在条形空心箱体2内下表面，一些大块的蔬菜

漂浮在树的表面，通过控制，使得每个电控顶杆15进行适当的升高，带动位于端面上的折形

支撑架16向上，通过水平夹手7带动拦截网架18向上，对大块的蔬菜块进行打捞，便于清理，

其中每个拦截网架18均可以在水平夹手17上拆刺下来，其中条形空心箱体2固定连接在条

形承载基座1上表面，其中位于条形承载基座1下方的支撑万向轮33便于在推动下进行移

动，使得此装置进行移动，其中每个支撑万向轮33均通过支撑立柱22与位于条形承载基座1

下表面的矩形固定块20进行连接，其中位于每个矩形固定块20下表面的圆柱凸起21便于将

所对应的支撑立柱22支撑良好，也便于拆卸，其中在进行工作时，通过控制，使得每个电控

移动小车24在所对应的竖直滑轨23上向上移动，使得位于条形空心箱体2外的环形遮挡壳

25向上，将条形空心箱体2上方进行围住，人工将位于环形遮挡壳25上表面的一组摆动遮挡

门26进行摆动，将上方进行遮挡，其中每个微型超声波发射器12通过支撑架27与条形空心

箱体2进行连接，其中位于条形空心箱体2下端侧表面上的排污管28便于进行排污，其中位

于排污管28上的电磁阀门29便于通过控制进行开启和闭合，便于控制排污，其中位于条形

承载基座1侧表面上的一组水平推动巴蜀31便于拉动此装置，其中位于拦截网架18上表面

的一组拉动把手30，便于手扶将其拿出，其中位于条形承载基座1侧表面上的市电接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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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给此装置接通电源，其中每个竖直滑轨23均嵌装在条形空心箱体2外侧表面上，其中所

述电控移动小车24内部采用一块八位AT89S52作为控制核心动力源，采用集成化的微型步

进电机驱动专用芯片组。

[0020]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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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0

CN 109602043 A

10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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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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