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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机动车号牌擦拭装

置，包括底架，底架上设有两根横梁，两根横梁之

间设有输送机构，两个横梁的顶部设有张力控制

机构，张力控制机构的顶部设有加湿盒，加湿盒

的顶部设有湿度控制机构；横梁上还设有机架，

机架的中部设有第一卷布辊子和第二卷布辊子，

横梁的底部设有第二步进电机，第二步进电机第

二卷布辊子相连；第一卷布辊子上设有擦拭布，

擦拭布依次绕在第一导向杆、湿度控制机构和张

力控制机构上，并连接在第二卷布辊子上。本实

用新型擦拭效率高，成本低，保护操作人员的身

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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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架(1)，底架(1)上设有两根横梁(114)，两

根横梁(114)之间设有输送机构(2)，两个横梁(114)的顶部设有张力控制机构(6)，张力控

制机构(6)的顶部设有加湿盒(13)，加湿盒(13)的内底部设有第一导向杆(111)，加湿盒

(13)的顶部设有湿度控制机构(3)；所述横梁(114)上还设有机架(102)，机架(102)的中部

设有第一卷布辊子(11)和第二卷布辊子(12)，所述横梁(114)的底部设有第二步进电机

(901)，第二步进电机(901)的电机轴经链轮机构(9)与第二卷布辊子(12)相连；第一卷布辊

子(11)上设有擦拭布(10)，擦拭布(10)依次绕在第一导向杆(111)、湿度控制机构(3)和张

力控制机构(6)上，并连接在第二卷布辊子(12)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送机构(2)包括

经轴固定在两个横梁(114)中间的主动平托辊(206)和被动平托辊(207)，主动平托辊(206)

和被动平托辊(207)上包覆有传送带(203)；所述横梁(114)的一侧设有传动机箱(202)，传

动机箱(202)内设有相互啮合的主动齿轮(204)和被动齿轮(205)；所述传动机箱(202)的一

侧设有第一步进电机(201)，第一步进电机(201)的电机轴贯穿传动机箱(202)连接有主动

齿轮(204)，所述主动平托辊(206)经轴与被动齿轮(205)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度控制机构(3)包

括分别设置在加湿盒(13)内两侧顶部的调节固定块(301)，所述调节固定块(301)上设有长

条形通孔(302)，长条形通孔(302)的一端开设有圆形通孔(303)，且圆形通孔(303)的直径

大于长条形通孔(302)的宽度，所述长条形通孔(302)的两个内侧面设有内滑槽(304)，两个

内滑槽(304)之间的距离与圆形通孔(303)的直径相同；两个调节固定块(301)之间设有第

一挤压辊子(305)和第二挤压辊子(306)，第一挤压辊子(305)的两端经轴连接有第一轴承

(307)，所述的第一轴承(307)嵌设在两个内滑槽(304)之间，长条形通孔(302)的底部与第

一轴承(307)之间设有第一弹簧(311)，第二挤压辊子(306)的两端经轴连接有第二轴承

(308)，所述的第二轴承(308)也嵌设在两个内滑槽(304)之间；所述调节固定块(301)的顶

部设有螺旋通孔(309)，螺旋通孔(309)与圆形通孔(303)相通，螺旋通孔(309)内设有预紧

力螺丝(310)，预紧力螺丝(310)的底部连接在第二轴承(308)的顶部；所述擦拭布(10)穿设

在第一挤压辊子(305)和第二挤压辊子(306)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张力控制机构(6)的

两侧分别设有固定在横梁(114)上的第一防偏传送机构(4)和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所述

第一防偏传送机构(4)和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结构相同，所述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包括

设置在横梁(114)上的固定块(502)，固定块(502)一侧经三角连接件铰接有第二防偏杆

(501)，第二防偏杆(501)的端部铰接有导向块(503)，导向块(503)的下方设有固定在横梁

(114)上的丝杠螺母(504)；所述机架(102)上设有第三步进电机(505)，第三步进电机(505)

的电机轴经联轴器连接有丝杠(506)，丝杠(506)贯穿导向块(503)，丝杠(506)的端部与丝

杠螺母(504)相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张力控制机构(6)包

括设置在两个横梁(114)上的两个横杆(601)，两个横杆(601)之间设有经轴连接有多个擦

拭辊子(602)，相邻擦拭辊子(602)之间均设有张紧调节杆(603)，每个张紧调节杆(603)的

端部固定在横梁(114)上，所述擦拭布(10)交错绕设在擦拭辊子(602)和张紧调节杆(603)

上，所述张力控制机构(6)的顶部设有微调控制机构(7)，所述的微调控制机构(7)包括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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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固定架设置在两根横杆(601)顶部的两根连接杆(701)，所述三角固定架上贯穿设置有螺

柱(703)，螺柱(703)上设有六角法兰螺母(705)，六角法兰螺母(705)与三角固定架之间设

有第二弹簧(704)，螺柱(703)的顶部设有松紧旋钮(706)；所述横杆(601)的端部设有导向

通孔(707)，螺柱(703)的中部设置在导向通孔(707)内；所述横杆(601)两端的底部设有方

槽(708)，横梁(114)上设有两个限位块(709)，两个限位块(709)分别与对应的方槽(708)相

契合，所述限位块(709)上设有固定螺纹孔(710)，螺柱(703)的底部设置在固定螺纹孔

(710)内，螺柱(703)上还套设有支撑弹簧(713)，且支撑弹簧(713)位于限位块(709)与横杆

(601)之间；两根连接杆(701)之间设有两根固定杆(702)，所述的加湿盒(13)设置在两根固

定杆(702)顶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张力控制机构(6)与

第一防偏传送机构(4)之间设有第一导向辊子(115)，第一导向辊子(115)的两端经三角连

接件固定在两个横梁(114)上；所述张力控制机构(6)与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之间设有第

二导向辊子(116)，第二导向辊子(116)的两端经三角连接件固定在两个横梁(114)上，所述

机架(102)与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的固定块(502)之间设有摩擦辊子(909)，摩擦辊子

(909)设置在第二导向辊子(116)的一侧，摩擦辊子(909)的一端经轴与链轮机构(9)相连，

所述摩擦辊子(909)与第二导向辊子(116)之间设有与擦拭布(10)相对应的倾斜度传感器

(117)，且倾斜度传感器(117)固定在横梁(114)上，所述链轮机构(9)包括与第二步进电机

(901)相连的下链轮(902)，所述摩擦辊子(909)的一端经轴连接有双链轮(903)，所述的双

链轮(903)包括前链轮(905)和后链轮(904)，后链轮(904)与下链轮(902)啮合有第一链条

(906)；所述第二卷布辊子(12)经轴连接有上链轮(907)，上链轮(907)与前链轮(905)啮合

有第二链条(90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02)的左侧和

顶部设有多个第二导向杆(11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02)侧面设有

车号牌导向机构(8)，所述的车号牌导向机构(8)包括两个固定件(801)，两个固定件(801)

分别连接有一根连杆(802)，连个连杆(802)的末端连接有对齐挡板(80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02)的顶部设

有上面板(103)，机架(102)的两侧以及后侧设有侧面板(104)，机架(102)的前面设有门窗

(105)；所述上面板(103)上设有通风口(106)，通风口(106)连接有抽气管道(107)。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湿盒(13)的侧面

设有排水阀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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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车号牌擦拭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们经济的速度突飞猛进，汽车的数量更是日以倍增。但是我国在机动车牌生产

还是手工制作。在国内机动车牌生产中，先贴上反光膜，然后丝印一层油墨，再液压成型。最

后采用手工擦拭的方法去掉凸字部份油墨(如：小车牌是蓝底白字，白色的就是反光膜)。采

用手工擦拭的方法第一：效率低，成本高。第二：对操作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伤害(因为去除油

墨的溶剂含有一定毒性加上容易挥发，所以在长时间擦拭中或多或少都会吸入溶剂)。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本实用新型擦拭效率高，

成本低，保护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包括底架，底架上设有两根横梁，

两根横梁之间设有输送机构，两个横梁的顶部设有张力控制机构，张力控制机构的顶部设

有加湿盒，加湿盒的内底部设有第一导向杆，加湿盒的顶部设有湿度控制机构；所述横梁上

还设有机架，机架的中部设有第一卷布辊子和第二卷布辊子，所述横梁的底部设有第二步

进电机，第二步进电机的电机轴经链轮机构与第二卷布辊子相连；第一卷布辊子上设有擦

拭布，擦拭布依次绕在第一导向杆、湿度控制机构和张力控制机构上，并连接在第二卷布辊

子上。

[0005]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的输送机构包括经轴固定在两个横梁中间的

主动平托辊和被动平托辊，主动平托辊和被动平托辊上包覆有传送带；所述横梁的一侧设

有传动机箱，传动机箱内设有相互啮合的主动齿轮和被动齿轮；所述传动机箱的一侧设有

第一步进电机，第一步进电机的电机轴贯穿传动机箱连接有主动齿轮，所述主动平托辊经

轴与被动齿轮相连。

[0006]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湿度控制机构包括分别设置在加湿盒内两侧

顶部的调节固定块，所述调节固定块上设有长条形通孔，长条形通孔的一端开设有圆形通

孔，且圆形通孔的直径大于长条形通孔的宽度，所述长条形通孔的两个内侧面设有内滑槽，

两个内滑槽之间的距离与圆形通孔的直径相同；两个调节固定块之间设有第一挤压辊子和

第二挤压辊子，第一挤压辊子的两端经轴连接有第一轴承，所述的第一轴承嵌设在两个内

滑槽之间，长条形通孔的底部与第一轴承之间设有第一弹簧，第二挤压辊子的两端经轴连

接有第二轴承，所述的第二轴承也嵌设在两个内滑槽之间；所述调节固定块的顶部设有螺

旋通孔，螺旋通孔与圆形通孔相同，螺旋通孔内设有预紧力螺丝，预紧力螺丝的底部连接在

第二轴承的顶部；所述擦拭布穿设在第一挤压辊子和第二挤压辊子之间。

[0007]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张力控制机构的两侧分别设有固定在横梁上

的第一防偏传送机构和第二防偏传送机构；所述第一防偏传送机构和第二防偏传送机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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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同，所述第二防偏传送机构包括设置在横梁上的固定块，固定块一侧经三角连接件铰

接有第二防偏杆，第二防偏杆的端部铰接有导向块，导向块的下方设有固定在横梁上的丝

杠螺母；所述机架上设有第三步进电机，第三步进电机的电机轴经联轴器连接有丝杠，丝杠

贯穿导向块，丝杠的端部与丝杠螺母相配合。

[0008]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张力控制机构包括设置在两个横梁上的两个

横杆，两个横杆之间设有经轴连接有多个擦拭辊子，相邻擦拭辊子之间均设有张紧调节杆，

每个张紧调节杆的端部固定在横梁上，所述擦拭布交错绕设在擦拭辊子和张紧调节杆上。

[0009]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张力控制机构的顶部设有微调控制机构，所

述的微调控制机构包括经三角固定架设置在两根横杆顶部的两根连接杆，所述三角固定架

上贯穿设置有螺柱，螺柱上设有六角法兰螺母，六角法兰螺母与三角固定架之间设有第二

弹簧，螺柱的顶部设有松紧旋钮；所述横杆的端部设有导向通孔，螺柱的中部设置在导向通

孔内；所述横杆两端的底部设有方槽，横梁上设有两个限位块，两个限位块分别与对应的方

槽相契合，所述限位块上设有固定螺纹孔，螺柱的底部设置在固定螺纹孔内；螺柱上还套设

有支撑弹簧，且支撑弹簧位于限位块与横杆之间；两根连接杆之间设有两根固定杆，所述的

加湿盒设置在两根固定杆顶部。

[0010]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张力控制机构与第一防偏传送机构之间设有

第一导向辊子，第一导向辊子的两端经三角连接件固定在两个横梁上；所述张力控制机构

与第二防偏传送机构之间设有第二导向辊子，第二导向辊子的两端经三角连接件固定在两

个横梁上。

[0011]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机架与第二防偏传送机构的固定块之间设有

摩擦辊子，摩擦辊子设置在第二导向辊子的一侧，摩擦辊子的一端经轴与链轮机构相连。

[0012]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摩擦辊子与第二导向辊子之间设有与擦拭布

相对应的倾斜度传感器，且倾斜度传感器固定在横梁上。

[0013]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链轮机构包括与第二步进电机相连的下链

轮，所述摩擦辊子的一端经轴连接有双链轮，所述的双链轮包括前链轮和后链轮，后链轮与

下链轮啮合有第一链条；所述第二卷布辊子经轴连接有上链轮，上链轮与前链轮啮合有第

二链条。

[0014]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机架的左侧和顶部设有多个第二导向杆。

[0015]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机架侧面设有车号牌导向机构，所述的车号

牌导向机构包括两个固定件，两个固定件分别连接有一根连杆，连个连杆的末端连接有对

齐挡板。

[0016]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机架的顶部设有上面板，机架的两侧以及后

侧设有侧面板，机架的前面设有门窗；所述上面板上设有通风口，通风口连接有抽气管道。

[0017]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底架的底部设有多个万向轮。

[0018]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横梁的前部固定有延伸板。

[0019]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加湿盒的侧面设有排水阀门。

[0020] 前述的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中，所述加湿盒一侧的顶部设有弯板，擦拭布与弯板

相贴合。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将擦拭布的一端固定在第一卷布辊子上，擦拭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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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固定在第二卷布辊子上，擦拭布的中部绕设在湿度控制机构和张力控制机构上；启

动输送机构的第一步进电机，使得输送机构的传送带开始运动并输送机动车号牌，同时启

动第二步进电机，第二步进电机的电机轴经链轮机构带动第二卷布辊子转动，第二卷布辊

子对擦拭布进行回收，同时第一卷布辊子将擦拭布放出；擦拭布经加湿盒内的清洁液浸湿

后，通过湿度控制机构的挤压作用，挤出多余的清洁液，再通过张力控制机构调节擦拭布的

张紧度，来控制擦拭布和机动车号牌接触面的表面张力，传送带将机动车号牌输送到张力

控制机构下方时，擦拭布与机动车号牌的正面接触并产生滑动摩擦，从而实现对机动车号

牌的擦拭；擦拭过的擦拭布经转动的第二卷布辊子回收。整个擦拭过程由装置自动完成，避

免了工作人员的直接接触，不仅效率高(擦拭机动车号牌上的字体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完

成)、节约成本(一台装置只需要一个工人，人力成本低)，能保护工作人员不受伤害。并且合

理控制擦拭布的张力和湿度，能够使得机动车号牌的擦拭效果更佳。

[0022] 本实用新型的通过调节湿度控制机构内的预紧力螺丝，来控制第二挤压辊子上下

移动，第二挤压辊子下行时对第一挤压辊子进行施压，浸湿的擦拭布穿过第一挤压辊子和

第二挤压辊子之间，第二挤压辊子底部设有第一弹簧，第一挤压辊子和第二挤压辊子对擦

拭布进行挤压，第一弹簧承受第一挤压辊子的重力以及第二挤压辊子的挤压力，对挤压力

进行缓冲，避免第一挤压辊子和第二挤压辊子之间挤压力过大，导致擦拭布湿度不够。擦拭

布被第一辊子和第二辊子挤压时，擦拭布一边移动，一边被挤出多余的清洁液，既能保证擦

拭布维持一定的湿度，又能防止擦拭布上清洁液过多滴落到机动车号牌上，导致车号牌非

字体部分的染料被腐蚀，破坏机动车号牌的美观度。

[0023] 本实用新型的第一防偏传送机构和第二防偏传送机构结构相同，第二防偏传送机

构通过第三步进电机的电机轴带动丝杠转动，第二防偏杆一端铰接的导向块套设在丝杠

上，使得第二防偏杆绕着另一端向上或向下略微摆动，改变第二防偏杆的斜度，从而改变擦

拭布在传送过程中的偏移度，修正擦拭布的传输轨迹，使其保持在第二防偏杆的中部，既保

证了完全擦除车牌字体上的染料，又能使其在回收时卷绕得更加平整。

[0024] 本实用新型张力机构的两个横杆上设置了多个交错分布的擦拭辊子和张紧调节

杆，擦拭布绕设在擦拭辊子和张紧调节杆上，通过绕设不同数量的张紧调节杆能够调节擦

拭布的张紧度，擦拭布与维持适当的张紧度能够提升擦拭效果。

[0025] 本实用新型通过调节微调控制机构的松紧旋钮，改变第二弹簧的弹力，从而改变

擦拭辊子上的擦拭布与机动车号牌的接触压力，并且第二弹簧的弹力是可变的，使得机动

车号牌的通过性更好，压力均匀度更高，从而降低对机动车号牌的表面平整度要求。

[0026] 本实用新型的摩擦辊子与第二导向辊子之间设有与擦拭布相对应的倾斜度传感

器，倾斜度传感器能检擦拭布的倾斜度，以此来判断第二防偏杆是否倾斜。

[0027] 本实用新型机架的左侧和顶部设有多个第二导向杆，多个第二导向杆用于擦拭布

的导向作用，能避免擦拭布叠合。

[0028] 本实用新型的机架侧面设置了车号牌导向机构，将机动车号牌放置在输送机构的

传送带上并将其与车号牌导向机构的对齐挡板相对齐，使机动车号牌能够顺利传输到擦拭

辊子的正下方，进行字体染料的擦除。

[0029] 本实用新型上面板的通风口连接通气管道，将抽气管道与外部的抽气装置相连

接，抽去擦拭布表面挥发的刺激性气体以及工作环境的刺激性气体，改善操作人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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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证了操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0030] 本实用新型在底架的底部设置了多个万向轮，方便了本装置的移动，搬运十分方

便。

[0031] 本实用新型的横梁的前部固定有延伸板，延伸板的作用是搁置机动车号牌或者其

他和工具。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是本实用新型拆除上面板、侧面板和门窗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是加湿盒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是湿度控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是输送机构和车号牌导向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是输送机构的传动机箱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8] 图7是第二防偏传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8是张力控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9是微调控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0是微调控制机构的局部剖视图；

[0042] 图11是链轮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3] 附图中的标记为：1-底架，2-输送机构，3-湿度控制机构，4-  第一防偏传送机构，

5-第二防偏传送机构，6-张力控制机构，7-微调控制机构，8-车号牌导向机构，9-链轮机构，

10-擦拭布，11-第一卷布辊子，12-第二卷布辊子，13-加湿盒，

[0044] 101-延伸板，102-机架，103-上面板，104-侧面板，105-门窗，  106-通风口，107-抽

气管道，108-万向轮，110-第二导向杆，111-  第一导向杆，112-弯板,113-排水阀门，114-横

梁，115-第一导向辊子，116-第二导向辊，117-倾斜度传感器，

[0045] 201-第一步进电机，202-传动机箱，203-传送带，204-主动齿轮，  205-被动齿轮，

206-主动平托辊，207-被动平托辊，

[0046] 301-调节固定块，302-长条形通孔，303-圆形通孔，304-内滑槽，  305-第一挤压辊

子，306-第二挤压辊子，307-第一轴承，308-第二轴承，309-螺旋通孔，310-预紧力螺丝，

311-第一弹簧，

[0047] 501-第二防偏杆，502-固定块，503-导向块，504-丝杠螺母，505-  第三步进电机，

506-丝杠，

[0048] 601-横杆，602-擦拭辊子，603-张紧调节杆，

[0049] 701-连接杆，702-固定杆，703-螺柱，704-第二弹簧，705-六角法兰螺母，706-松紧

旋钮，707-导向通孔，708-方槽，709-限位块，  710-固定螺纹孔，

[0050] 801-固定件，802-连杆，803-对齐挡板，

[0051] 901-第二步进电机，902-下链轮，903-双链轮，904-后链轮，905-  前链轮，906-第

一链条，907-上链轮，908-第二链条，909-摩擦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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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限制的依

据。

[0053] 实施例：机动车号牌擦拭装置，构成如附图1-11所示，包括底架1，底架1上设有两

根横梁114，两根横梁114之间设有输送机构  2，两个横梁114的顶部设有张力控制机构6，张

力控制机构6的顶部设有加湿盒13，加湿盒13的内底部设有第一导向杆111，加湿盒13的顶

部设有湿度控制机构3。所述横梁114上还设有机架102，机架102的中部设有第一卷布辊子

11和第二卷布辊子12，所述横梁114 的底部设有第二步进电机901，第二步进电机901的电

机轴经链轮机构9与第二卷布辊子12相连。第一卷布辊子11上设有擦拭布10，擦拭布10依次

绕在第一导向杆111、湿度控制机构3和张力控制机构6上，并连接在第二卷布辊子12上。所

述机架102的左侧和顶部设有多个第二导向杆110。所述机架102的顶部设有上面板103，机

架102的两侧以及后侧设有侧面板104，侧面板104采用透明亚克力板，透明亚克力板表面强

度高，并且能方便观察整个擦拭过程，机架  102的前面设有门窗105，上面板103、三个侧面

板104、门窗105 以及传送装置围成一个长方体形的加工空间。所述上面板103上设有通风

口106，通风口106连接有抽气管道107，将抽气管道107与外部的抽气装置相连接，抽气装置

可采用抽气泵，抽气泵通过抽气管道  107抽去擦拭布10表面挥发的刺激性气体以及工作空

间内的刺激性气体，改善操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保证了操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所述加湿盒13

侧面的底部设有排水阀门113，需要长期不使用该装置时，排水阀门113外接管道方便排出

加湿盒13内的清洁液。加湿盒13  一侧的顶部设有弯板112，擦拭布10与弯板112相贴合，弯

板112  为上凸下凹状，擦拭布10与弯板112上凸部分相贴合，既起到导向作用，又能防止擦

拭布10被刮坏。横梁114的前部固定有延伸板101，延伸板101的作用是搁置机动车号牌或者

其他和工具。所述底架1  的底部设有多个万向轮108，万向轮108选用自带刹车的万向轮

108，配置万向轮108方便了本装置的移动，搬运十分方便。

[0054] 如附图5和附图6所示，所述的输送机构2包括经轴固定在两个横梁114中间的主动

平托辊206和被动平托辊207，主动平托辊206  和被动平托辊207上包覆有传送带203。所述

横梁114的一侧设有传动机箱202，传动机箱202内设有相互啮合的主动齿轮204和被动齿轮

205。所述传动机箱202的一侧设有第一步进电机201，第一步进电机201的电机轴贯穿传动

机箱202连接有主动齿轮204，所述主动平托辊206经轴与被动齿轮205相连。

[0055] 如附图4所示，所述湿度控制机构3包括分别设置在加湿盒13  内两侧的调节固定

块301，所述调节固定块301上设有长条形通孔  302，长条形通孔302的一端开设有圆形通孔

303，且圆形通孔303 的直径大于长条形通孔302的宽度，所述长条形通孔302的两个内侧面

设有内滑槽304，两个内滑槽304之间的距离与圆形通孔303的直径相同。两个调节固定块

301之间设有第一挤压辊子305和第二挤压辊子306，第一挤压辊子305的两端经轴连接有第

一轴承307，所述的第一轴承307嵌设在两个内滑槽304之间，使得第一轴承307能伸入圆形

通孔303并装在内滑槽304的底部，长条形通孔302的底部与第一轴承307之间设有第一弹簧

311，可在第一轴承307的底部和长条形通孔302的底部设置环形槽，将第一弹簧311的两端

嵌入两个环形槽内。第二挤压辊子306的两端经轴连接有第二轴承308，所述的第二轴承308

也嵌设在两个内滑槽304之间，使得第二轴承308伸入圆形通孔303并且可以在内滑槽304内

滑动。所述调节固定块301 的顶部设有螺旋通孔309，螺旋通孔309与圆形通孔303相同，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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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通孔309内设有预紧力螺丝310，预紧力螺丝310的底部连接在第二轴承308的顶部，其连

接方式为转动连接，可在第二轴承308顶部焊接关节连接件，将预紧力螺丝310与关节连接

件相连。所述擦拭布  10穿设在第一挤压辊子305和第二挤压辊子306之间。通过调节湿度控

制机构3内的预紧力螺丝310，来控制第二挤压辊子306上下移动，第二挤压辊子306下行时

对第一挤压辊子305进行施压，浸湿的擦拭布10穿过第一挤压辊子305和第二挤压辊子306

之间，第一挤压辊子305底部设置了第一弹簧311，第一挤压辊子305和第二挤压辊子306对

擦拭布10进行挤压，第一弹簧311承受第一挤压辊子305 的重力以及第二挤压辊子306的挤

压力，对挤压力进行缓冲，避免第一挤压辊子305和第二挤压辊子306之间挤压力过大，导致

擦拭布  10湿度不够。擦拭布10被第一辊子305和第二辊子306挤压时，擦拭布10一边移动，

一边被挤出多余的清洁液，既能保证擦拭布10  维持一定的湿度，又能防止擦拭布10上清洁

液过多滴落到机动车号牌上，导致机动车号牌非字体部分的染料被腐蚀，破坏机动车号牌

的美观度。

[0056] 如附图2和附图7所示，所述张力控制机构6的两侧分别设有一个固定在横梁114上

的第一防偏传送机构4和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并将擦拭布10绕设在第一防偏传送机构4和

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所述第一防偏传送机构4和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结构相同，以第二防偏

传送机构5为例，所述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包括设置在横梁114  上的固定块502，固定块502

一侧经三角连接件铰接有第二防偏杆  501，第二防偏杆501的端部铰接有第二导向块503，

第二导向块503 的下方设有固定在横梁114上的丝杠螺母504。所述机架102上设有第三步

进电机505，第三步进电机505的电机轴经联轴器连接有丝杠  506，丝杠506贯穿导向块503，

丝杠506的端部与丝杠螺母504相配合。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通过第三步进电机505的电机轴

带动丝杠  506转动，由于第二防偏杆501一端铰接的导向块503套设在丝杠506  上，使得第

二防偏杆501绕着另一端向上或向下略微摆动，改变第二防偏杆501的斜度，从而改变擦拭

布10在传送过程中的偏移度，修正擦拭布10的传输轨迹，使其保持在防偏杆的中部，既保证

了完全擦除车牌字体上的染料，又能使其在回收时卷绕得更加平整。

[0057] 如附图8所示，所述张力控制机构6包括设置在两个横梁114  上的两个横杆601，两

个横杆601之间设有经轴连接有多个擦拭辊子  602，相邻擦拭辊子602之间均设有张紧调节

杆603，每个张紧调节杆603的端部固定在横梁114上，所述擦拭布10交错绕设在擦拭辊子

602和张紧调节杆603上，通过绕设不同数量的张紧调节杆603  能够调节擦拭布10的张紧

度，擦拭布10与维持适当的张紧度能够提升擦拭效果。

[0058] 如附图8-9所示，所述张力控制机构6的顶部设有微调控制机构  7，所述的微调控

制机构7包括经三角固定架设置在两根横杆601顶部的两根连接杆701，所述三角固定架上

贯穿设置有螺柱703，螺柱  703上设有六角法兰螺母705，六角法兰螺母705与三角固定架之

间设有第二弹簧704，螺柱703的顶部设有松紧旋钮706。所述横杆601 的端部设有导向通孔

707，螺柱703的中部设置在导向通孔707内。所述横杆601与横梁114脱离设置，横杆601两端

的底部设有方槽  708，横梁114上设有两个限位块709，两个限位块709分别与对应的方槽

708相契合，所述限位块709上设有固定螺纹孔710，螺柱703 的底部设置在固定螺纹孔710

内。螺柱703上还套设有支撑弹簧713，且支撑弹簧713位于限位块709与横杆601之间，支撑

弹簧713用于撑起横杆601。通过调节微调控制机构7的松紧旋钮706，改变第二弹簧704的弹

力，从而改变擦拭辊子602上的擦拭布10与机动车号牌的接触压力，并且第二弹簧704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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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可变的，使得机动车号牌的通过性更好，压力均匀度更高，从而降低对机动车号牌的表

面平整度要求。两根连接杆701之间设有两根固定杆702，所述的加湿盒  13设置在两根固定

杆702顶部。

[0059] 如附图2和附图11所示，所述张力控制机构6与第一防偏传送机构4之间设有第一

导向辊子115，第一导向辊子115的两端经三角连接件固定在两个横梁114上。所述张力控制

机构6与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之间设有第二导向辊子116，第二导向辊子116的两端经三角连

接件固定在两个横梁114上。所述机架102与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 的固定块502之间设有摩

擦辊子909，摩擦辊子909的表面粗糙度较大，摩擦辊子909设置在第二导向辊子116的一侧，

摩擦辊子909 的一端经轴与链轮机构9相连。所述摩擦辊子909与第二导向辊子  116之间设

有与擦拭布10相对应的倾斜度传感器117，且倾斜度传感器117固定在横梁114上，倾斜度传

感器117能检擦拭布10的倾斜度，以此来判断第二防偏杆501是否倾斜。所述链轮机构9包括

与第二步进电机901相连的下链轮902，所述摩擦辊子909的一端经轴连接有双链轮903，所

述的双链轮903包括前链轮905和后链轮904，后链轮904与下链轮902啮合有第一链条906。

所述第二卷布辊子12  经轴连接有上链轮907，上链轮907与前链轮905啮合有第二链条 

908。第二卷布辊子12的直径大于摩擦辊子909的直径，使得第二卷布辊子12拉紧擦拭布10，

从而让回收后的擦拭布10更加平整。

[0060] 如附图1和附图5所示，所述机架102侧面设有车号牌导向机构  8，所述的车号牌导

向机构8包括两个固定件801，两个固定件801  分别连接有一根连杆802，连个连杆802的末

端连接有对齐挡板803。将机动车号牌放置在输送机构2的传送带203上并将其与车号牌导

向机构8的对齐挡板803相对齐，使机动车号牌能够顺利传输到擦拭辊子602的正下方，进行

字体染料的擦除。

[0061] 工作原理：本实用新型将擦拭布10的一端固定在第一卷布辊子  11上，擦拭布10的

另一端固定在第二卷布辊子12上，擦拭布10的中部绕设在湿度控制机构3、第一防偏传送机

构4、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和张力控制机构6上；启动输送机构2的传动机箱201，使得输送机

构2的传送带203开始运动并输送机动车号牌，同时启动第二步进电机901，第二步进电机

901的电机轴经链轮机构9带动第二卷布辊子12转动，第二卷布辊子12对擦拭布10进行回

收，同时第一卷布辊子11将擦拭布10放出；擦拭布10经加湿盒13内的清洁液浸湿后，通过湿

度控制机构3上的第一挤压辊子305和第二挤压辊子306 的挤压作用，挤出多余的清洁液，

再通过第一防偏传送机构4调节水平度来防止擦拭布10在传送过程中发生偏移，然后经张

力控制机构  6调节擦拭布10的张紧度，来控制擦拭布10和机动车号牌接触面的表面张力，

传送带203将机动车号牌输送到张力控制机构6下方时，擦拭布10与机动车号牌的正面接触

并产生滑动摩擦，从而实现对机动车号牌的擦拭；擦拭过的擦拭布10经第二防偏传送机构5

调节水平度之后，通过转动的第二卷布辊子12回收。整个擦拭过程由装置自动完成，避免了

工作人员的直接接触，不仅效率高(擦拭机动车号牌上的字体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完成)、节

约成本(一台装置只需要一个工人，人力成本低)，能保护工作人员不受伤害。并且合理控制

擦拭布10的张力和湿度，能够使得机动车号牌的擦拭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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