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498678.2

(22)申请日 2020.06.04

(71)申请人 过蕊

地址 241000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芜宁路

巨龙城市花园2幢4单元1001室

(72)发明人 过蕊　

(51)Int.Cl.

B02C 4/08(2006.01)

B02C 4/42(2006.01)

B02C 4/28(2006.01)

B08B 3/02(2006.01)

B08B 13/00(2006.01)

F26B 23/00(2006.01)

F26B 2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固废粉碎清洗技术领域，具体是

涉及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包括箱体、粉

碎机构、送料机构、清洗机构、输送机构和烘干机

构，所述箱体内设有第一容纳腔，所述第一容纳

腔底部横向设有落料槽，所述粉碎机构水平设置

在第一容纳腔内，且所述粉碎机构的两端固定在

箱体的两侧壁上，所述送料机构设置在箱体左侧

壁上，所述清洗机构设置在箱体的右侧，所述输

送机构设置在所述清洗机构的侧壁上，所述烘干

机构设置在清洗机构的左侧且位于箱体的正下

方。本发明中通过粉碎机构对固废进行粉碎，再

通过送料机构把固废送至清洗机构内清洗，然后

输送机构将清洗好的固废输送至烘干机构内烘

干，避免了自然风干会导致固废腐烂，产生细菌、

不易储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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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1）、粉碎机构（2）、送料机构

（3）、清洗机构（4）、输送机构（5）和烘干机构（6），所述箱体（1）内设有第一容纳腔（11），所述

第一容纳腔（11）底部两侧呈倾斜的向箱体（1）中间延伸，所述第一容纳腔（11）底部横向设

有落料槽（12），且所述落料槽（12）贯穿整个箱体（1），所述粉碎机构（2）水平设置在第一容

纳腔（11）内，且所述粉碎机构（2）的两端固定在箱体（1）的两侧壁上，所述送料机构（3）设置

在箱体（1）左侧壁上，且所述送料机构（3）正对落料槽（12），所述清洗机构（4）设置在箱体

（1）的右侧，所述输送机构（5）设置在所述清洗机构（4）的侧壁上，所述烘干机构（6）设置在

清洗机构（4）的左侧且位于箱体（1）的正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包括

进料口（13）、第一出料口（14）、支撑柱（15）和底板（16），所述进料口（13）卡设在所述箱体

（1）顶部中间，呈漏斗形状，所述第一出料口（14）呈倾斜安装设置在箱体（1）的右外侧壁上，

且所述第一出料口（14）正对落料槽（12），所述支撑柱（15）的数量为四个，四个所述支撑柱

（15）两两对称设置在箱体（1）的底部，所述底板（16）设置在四个支撑柱（15）的底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机构（2）

包括支撑座（21）、驱动电机（22）、两个齿轮（23）、两个传动轴（24）和两个破碎齿辊（25），两

个所述传动轴（24）设置在所述箱体（1）两侧壁上，两个所述破碎齿辊（25）套设在所述第一

容纳腔（11）内的两个传动轴（24）上，且两个所述破碎齿辊（25）和两个传动轴（24）传动设

置，所述支撑座（21）设置在所述箱体（1）的侧壁上，所述驱动电机（22）设置在所述支撑座

（21）顶部上，且所述驱动电机（22）的输出端与其中的一个传动轴（24）一端活动连接，所述

两个齿轮（23）分别套设在两个传动轴（24）的另一端上，且两个齿轮（23）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送料机构（3）

包括送料板（31）、送料电缸（32）和L形固定板（33），所述L形固定板（33）设置在箱体（1）的左

侧壁上，所述送料电缸（32）设置在所述L形固定板（33）顶部上，且所述送料电缸（32）的输出

端水平向第一出料口（14）方向，所述送料板（31）设置在所述送料电缸（32）的输出端上位于

落料槽（12）上，且所述送料板（31）的高度宽度和落料槽（12）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机构（4）

包括框架（40）、清洗箱体（41）、进水管（421）、水箱（42）、水泵（420）、连接管（422）、输送管

（423）、第一电机（43）、转动杆（45）、斜板（46）、排水管（47）、两个固定柱（48）、若干个喷头

（424）和若干个搅拌板（44），所述清洗箱体（41）设置在所述底板（16）上，且所述清洗箱体

（41）内设有第二容纳腔（49），所述清洗箱体（41）的左侧壁上设有矩形槽，且所述矩形槽正

对所述第一出料口（14）的尾端，所述框架（40）设置在所述清洗箱体（41）顶部上，所述水箱

（42）设置在所述框架（40）顶部上，所述进水管（421）设置在所述水箱（42）顶部上，所述水泵

（420）设置在所述清洗箱体（41）顶部卡设在框架（40）内，所述连接管（422）的一端与水箱

（42）连接，且所述连接管（422）的另一端与水泵（420）连接，所述输送管（423）一端设置在水

泵（420）上，所述输送管（423）的另一端设置在所述第二容纳腔（49）内，两个所述固定柱

（48）的顶部分别水平设置在所述第二容纳腔（49）顶部，且两个所述固定柱（48）的底部设置

在所述输送管（423）外壁上，若干个所述喷头（424）横向设置在输送管（423）的底部，所述转

动杆（45）贯穿清洗箱体（41）的两侧壁活动设置在清洗箱体（41）的两侧壁上，所述第一电机

（43）设置在清洗箱体（41）的一侧壁上，且所述第一电机（43）的输出端向第二容纳腔（49）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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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侧壁上的转动杆（45）连接，若干个所述搅拌板（44）卡设在所述第二容纳腔（49）内且固

定在所述转动杆（45）外壁上，所述斜板（46）倾斜安装在所述第二容纳腔（49）底部，所述排

水管（47）设置在所述斜板（46）的最底处并贯穿清洗箱体（41）向外延伸。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机构（5）

包括过滤板（51）、输送电缸（52）、输送板（53）和L形块（54），所述过滤板（51）设置在所述第

二容纳腔（49）内并卡设在箱体（1）的两侧壁上，所述L形块（54）设置在所述清洗箱体（41）的

右侧壁上，所述输送电缸（52）设置在所述L形块（54）上，且所述输送电缸（52）的输出端向烘

干机构（6）方向，所述输送板（53）设置在所述输送电缸（52）的输出端上，所述清洗箱体（41）

上设有与输送板（53）滑动配合的输送槽，所述输送槽贯穿清洗箱体（41）的两侧壁。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机构（6）

包括烘干箱（61）、传输装置（62）、加热器（64）、加热管（65）、出料板（66）、两个烘干扇（67）、

两个固定杆（68）和若干个支撑杆（63），所述烘干箱（61）设置在所述箱体（1）的底部并固定

在所述底板（16）上，所述烘干箱（61）侧壁上设有圆形槽且圆环槽贯穿整个烘干箱（61），所

述烘干箱（61）内设有烘干通道（69），所述烘干通道（69）与输送槽相连通，所述传输装置

（62）设置在所述烘干通道（69）上，若干个所述支撑杆（63）设置在所述烘干通道（69）正上方

并固定在烘干箱（61）内两侧壁上，所述加热器（64）设置在所述烘干箱（61）外侧壁上，所述

加热管（65）设置在若干个支撑杆（63）上，且所述加热管（65）一端与加热器（64）连接，加热

器（64）给加热管（65）提供热量，两个所述烘干扇（67）对称设置在烘干通道（69）的两侧的圆

形槽内，两个所述固定杆（68）的一端分别和两个烘干扇（67）活动连接，且两个所述固定杆

（68）的另一端分别固定在圆形槽内顶壁上，所述出料板（66）倾斜搭接在传输装置（62）的另

一端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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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固废粉碎清洗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固体废物的一类，简称工

业废物，是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入环境的各种废渣、粉尘及其他废物。可分为一般工业废物

（如高炉渣、钢渣、赤泥、有色金属渣、粉煤灰、煤渣、硫酸渣、废石膏、脱硫灰、电石渣、盐泥

等）和工业有害固体废物，即危险固体废物，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废物数量日益增加，固废处理在当今社会中起到相当大的

作用，但是，现有设备对固废粉碎效果不好，当固废粉碎过后内部会产生大量额细菌，需要

对固废进行清洗，但是需要将粉碎好的固废转移至其他设备进行清洗，使用非常不方便，而

且降低了效率，为了防止固废清洗过后腐烂，一般采用自然风干，风干效果不好会导致固废

腐烂，产生细菌，不易储存等问题。

[0003] 因此亟需研发一种自动粉碎效果好、自动清洗烘干的一种工业固废粉碎的清洗设

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以解决现有技术

中粉碎效果不好，需要将粉碎好的固废转移至其他设备进行清洗，使用非常不方便，而且降

低了效率，为了防止固废清洗过后腐烂，一般采用自然风干，风干效果不好会导致固废腐

烂，产生细菌，不易储存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包

括箱体、粉碎机构、送料机构、清洗机构、输送机构和烘干机构，所述箱体内设有第一容纳

腔，所述第一容纳腔底部两侧呈倾斜的向箱体中间延伸，所述第一容纳腔底部横向设有落

料槽，且所述落料槽贯穿整个箱体，所述粉碎机构水平设置在第一容纳腔内，且所述粉碎机

构的两端固定在箱体的两侧壁上，所述送料机构设置在箱体左侧壁上，且所述送料机构正

对落料槽，所述清洗机构设置在箱体的右侧，所述输送机构设置在所述清洗机构的侧壁上，

所述烘干机构设置在清洗机构的左侧且位于箱体的正下方。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包括进料口、第一出料口、支撑柱和底板，所述进料口卡设在

所述箱体顶部中间，呈漏斗形状，所述第一出料口呈倾斜安装设置在箱体的右外侧壁上，且

所述第一出料口正对落料槽，所述支撑柱的数量为四个，四个所述支撑柱两两对称设置在

箱体的底部，所述底板设置在四个支撑柱的底部。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粉碎机构包括支撑座、驱动电机、两个齿轮、两个传动轴和两个破

碎齿辊，两个所述传动轴设置在所述箱体两侧壁上，两个所述破碎齿辊套设在所述第一容

纳腔内的两个传动轴上，且两个所述破碎齿辊和两个传动轴转动设置，所述支撑座设置在

所述箱体的侧壁上，所述驱动电机设置在所述支撑座顶部上，且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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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个传动轴一端活动连接，所述两个齿轮分别套设在两个传动轴的另一端上，且两

个齿轮啮合。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送料机构包括送料板、送料电缸和L形固定板，所述L形固定板设置

在箱体的左侧壁上，所述送料电缸设置在所述L形固定板顶部上，且所述送料电缸的输出端

水平向第一出料口方向，所述送料板设置在所述送料电缸的输出端上位于落料槽上，且所

述送料板的高度宽度和落料槽相同。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清洗机构包括框架、清洗箱体、进水管、水箱、水泵、连接管、输送

管、第一电机、转动杆、斜板、排水管、两个固定柱、若干个喷头和若干个搅拌板，所述清洗箱

体设置在所述底板上，且所述清洗箱体内设有第二容纳腔，所述清洗箱体的左侧壁上设有

矩形槽，且所述矩形槽正对所述第一出料口的尾端，所述框架设置在所述清洗箱体顶部上，

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框架顶部上，所述进水管设置在所述水箱顶部上，所述水泵设置在所

述清洗箱体顶部卡设在框架内，所述连接管的一端与水箱连接，且所述连接管的另一端与

水泵连接，所述输送管一端设置在水泵上，所述输送管的另一端设置在所述第二容纳腔内，

两个所述固定柱的顶部分别水平设置在所述第二容纳腔顶部，且两个所述固定柱的底部设

置在所述输送管外壁上，若干个所述喷头横向设置在输送管的底部，所述转动杆贯穿清洗

箱体的两侧壁活动设置在清洗箱体的两侧壁上，所述第一电机设置在清洗箱体的一侧壁

上，且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向第二容纳腔方向与侧壁上的转动杆连接，若干个所述搅拌

板卡设在所述第二容纳腔内且固定在所述转动杆外壁上，所述斜板倾斜安装在所述第二容

纳腔底部，所述排水管设置在所述斜板的最底处并贯穿清洗箱体向外延伸。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过滤板、输送电缸、输送板和L形块，所述过滤板设置

在所述第二容纳腔内并卡设在箱体的两侧壁上，所述L形块设置在所述清洗箱体的右侧壁

上，所述输送电缸设置在所述L形块上，且所述输送电缸的输出端向烘干机构方向，所述输

送板设置在所述输送电缸的输出端上，所述清洗箱体上设有与输送板滑动配合的输送槽，

所述输送槽贯穿清洗箱体的两侧壁。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烘干机构包括烘干箱、传输装置、加热器、加热管、出料板、两个烘

干扇、两个固定杆和若干个支撑杆，所述烘干箱设置在所述箱体的底部并固定在所述底板

上，所述烘干箱侧壁上设有圆形槽且圆形槽贯穿整个烘干箱，所述烘干箱内设有烘干通道，

所述烘干通道与输送槽相连通，所述传输装置设置在所述烘干通道上，若干个所述支撑杆

设置在所述烘干通道正上方并固定在烘干箱内两侧壁上，所述加热器设置在所述烘干箱外

侧壁上，所述加热管设置在若干个支撑杆上，且所述加热管一端与加热器连接，加热器给加

热管提供热量，两个所述烘干扇对称设置在烘干通道的两侧的圆形槽内，两个所述固定杆

的一端分别和两个烘干扇活动连接，且两个所述固定杆的另一端分别固定在圆形槽内顶壁

上，所述出料板倾斜搭接在传输装置的另一端部上。

[001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其一，本发明中当固废倒入进料口后滑落到两个破碎齿辊上，驱动电机工作，会带动传

动轴转动，则会带动传动轴上的破碎齿辊转动，以及会带动传动轴上的齿轮旋转，又因为两

个齿轮啮合，所以会带动另一个传动轴转动以及传动轴外壁上的破碎齿辊转动，从而对固

废进行破碎，破碎效果好。

[0013] 其二，本发明中当破碎好的固废进行清洗时，当破碎好的固废从破碎齿辊下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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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料槽内，通过启动送料电缸工作，带动送料电缸输出端的送料板运动，将粉碎好的固废

推送至第一出料口，从第一出料口滑落到清洗机构对粉碎好的固废进行清洗，解决了现有

技术对固废清洗需要转移至其他设备上去进行清洗，使用不方便，而且会增加一定的成本。

[0014] 其三，本发明中当对固废进行清洗时，固废滑落在搅拌板上，通过水泵将水箱内的

是输送至清洗箱体内的喷头对固废进行清洗，清洗的同时，第一电机工作，带动转动杆转

动，则会带动搅拌板转动，从而对固废进行清洗，旋转至一定角度时，清洗好的固废会落到

过滤板上，对固废进行搅拌清洗，清洗效果好。

[0015] 其四，本发明中当清洗好的固废会落到过滤板上过滤好，输送电缸工作，带动输送

板向烘干机构移动，则会将过滤板上的固废移动至传输装置上，将固废传输至加热管的下

方，然后加热器工作，将热量传输给加热管，对固废进行烘干，烘干的同时，烘干箱内的圆形

槽内的两个烘干扇工作，能够快速地将固废烘干储存，防止现有技术中清洗过后自然风干，

风干效果不好会导致固废腐烂，不易储存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图2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图3为本发明的剖视图；

图4为本发明的立体剖视图；

图5为图4中A处的放大图；

图6为图4中B处的放大图；

图中标号为：箱体1，第一容纳腔11，落料槽12，进料口13，第一出料口14，支撑柱15，底

板16，粉碎机构2，支撑座21，驱动电机22，齿轮23，传动轴24，破碎齿辊25，送料机构3，送料

板31，送料电缸32，L形固定板33，清洗机构4，框架40，清洗箱体41，水箱42，水泵420，进水管

421，连接管422，输送管423，喷头424，第一电机43，搅拌板44，转动杆45，斜板46，排水管47，

固定柱48，第二容纳腔49，输送机构5，过滤板51，输送电缸52，输送板53，L形块54，烘干机构

6，烘干箱61，传输装置62，支撑杆63，加热器64，加热管65，出料板66，烘干扇67，固定杆68，

烘干通道69。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纵向”、“横向”、“上”、“下”、“前”、“后”、

“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9] 参照图1至图6可知，一种工业固废粉碎清洗设备,包括箱体1、粉碎机构2、送料机

构3、清洗机构4、输送机构5和烘干机构6，所述箱体1内设有第一容纳腔11，所述第一容纳腔

11底部两侧呈倾斜的向箱体1中间延伸，所述第一容纳腔11底部横向设有落料槽12，且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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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料槽12贯穿整个箱体1，所述粉碎机构2水平设置在第一容纳腔11内，且所述粉碎机构2的

两端固定在箱体1的两侧壁上，所述送料机构3设置在箱体1左侧壁上，且所述送料机构3正

对落料槽12，所述清洗机构4设置在箱体1的右侧，所述输送机构5设置在所述清洗机构4的

侧壁上，所述烘干机构6设置在清洗机构4的左侧且位于箱体1的正下方。

[0020] 所述箱体1包括进料口13、第一出料口14、支撑柱15和底板16，所述进料口13卡设

在所述箱体1顶部中间，呈漏斗形状，所述第一出料口14呈倾斜安装设置在箱体1的右外侧

壁上，且所述第一出料口14正对落料槽12，所述支撑柱15的数量为四个，四个所述支撑柱15

对称设置在箱体1的底部，起到支撑箱体1的作用，所述底板16设置在四个支撑柱15的底部，

起到承载箱体1，清洗机构4和烘干机构6的作用。

[0021] 所述粉碎机构2包括支撑座21、驱动电机22、两个齿轮23、两个传动轴24和两个破

碎齿辊25，两个所述传动轴24设置在所述箱体1两侧壁上，两个所述破碎齿辊25套设在所述

第一容纳腔11内的两个传动轴24上，且两个所述破碎齿辊25和两个传动轴24传动设置，所

述支撑座21设置在所述箱体1的侧壁上，起到支撑驱动电机22的作用，所述驱动电机22设置

在所述支撑座21顶部上，且所述驱动电机22的输出端与其中的一个传动轴24一端活动连

接，所述两个齿轮23分别套设在两个传动轴24的另一端上，且两个齿轮23啮合，当固废倒入

进料口13后滑落到两个破碎齿辊25上，通过启动驱动电机22工作，会带动驱动电机22的输

出端上的传动轴24转动，则会带动传动轴24外壁上的破碎齿辊25转动，以及会带动传动轴

24另一端上的齿轮23旋转，又因为两个齿轮23啮合，所以会带动另一个传动轴24转动以及

传动轴24外壁上的破碎齿辊25转动，从而对固废进行破碎，粉碎效果好。

[0022] 所述送料机构3包括送料板31、送料电缸32和L形固定板33，所述L形固定板33设置

在箱体1的左侧壁上，起到承载固定送料电缸32的作用，所述送料电缸32设置在所述L形固

定板33顶部上，且所述送料电缸32的输出端水平向第一出料口14方向，所述送料板31设置

在所述送料电缸32的输出端上位于落料槽12上，且所述送料板31的高度宽度和落料槽12相

同，当破碎好的固废从破碎齿辊25下方落在落料槽12内，通过启动送料电缸32工作，带动送

料电缸32输出端的送料板31运动，将粉碎好的固废推送至第一出料口14，从第一出料口14

滑落到清洗机构4对粉碎好的固废进行清洗。

[0023] 所述清洗机构4包括框架40、清洗箱体41、进水管421、水箱42、水泵420、连接管

422、输送管423、第一电机43、转动杆45、斜板46、排水管47、两个固定柱48、若干个喷头424

和若干个搅拌板44，所述清洗箱体41设置在所述底板16上，且所述清洗箱体41内设有第二

容纳腔49,所述清洗箱体41的左侧壁上设有矩形槽，且所述矩形槽正对所述第一出料口14

的尾端，所述框架40设置在所述清洗箱体41顶部上，所述水箱42设置在所述框架40顶部上，

所述进水管421设置在所述水箱42顶部上，所述水泵420设置在所述清洗箱体41顶部卡设在

框架40内，所述连接管422的一端与水箱42连接，且所述连接管422的另一端与水泵420连

接，所述输送管423一端设置在水泵420上，所述输送管423的另一端设置在所述第二容纳腔

49内，两个所述固定柱48的顶部分别水平设置在所述第二容纳腔49顶部，且两个所述固定

柱48的底部设置在所述输送管423外壁上，起到对输送管423固定作用，防止输送管423晃

动，以及在对固废进行清洗时输送管423下落，对固废清洗效果不好，若干个所述喷头424横

向设置在所述输送管423的底部，所述转动杆45贯穿清洗箱体41的两侧壁活动设置在清洗

箱体41的两侧壁上，所述第一电机43设置在所述清洗箱体41的一侧壁上，且所述第一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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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输出端向第二容纳腔49方向与侧壁上的转动杆45连接，若干个所述搅拌板44卡设在所

述第二容纳腔49内且固定在所述转动杆45外壁上，所述斜板46倾斜安装在所述第二容纳腔

49底部，所述排水管47设置在所述斜板46的最底处并贯穿清洗箱体41向外延伸，这样设置

的好处可以很快地将对固废清洗的污水排出，当固废滑落在搅拌板44上，通过水泵420将水

箱42内的是输送至清洗箱体41内的喷头424对固废进行清洗，清洗的同时，第一电机43工

作，带动转动杆45转动，则会带动搅拌板44转动，从而对固废进行清洗，旋转至一定角度时，

清洗好的固废会落到过滤板51上，污水从过滤板51流至斜板46最底点的排水管47流出清洗

箱体41，旋转清洗效果好。

[0024] 所述输送机构5包括过滤板51、输送电缸52、输送板53和L形块54，所述过滤板51设

置在所述第二容纳腔49内并卡设在箱体1的两侧壁上，所述L形块54设置在所述清洗箱体41

的右侧壁上，所述输送电缸52设置在所述L形块54上，且所述输送电缸52的输出端向烘干机

构6方向，所述输送板53设置在所述输送电缸52的输出端上，所述清洗箱体41上设有与输送

板53滑动配合的输送槽，所述输送槽贯穿清洗箱体41的两侧壁，当清洗好的固废落在过滤

板51上过滤完，然后输送电缸52工作，带动输送电缸52输出端上的输送板53向烘干机构6移

动，则会将过滤板51上的固废移动至烘干机构6内。

[0025] 所述烘干机构6包括烘干箱61、传输装置62、加热器64、加热管65、出料板66、两个

烘干扇67、两个固定杆68和若干个支撑杆63，所述烘干箱61设置在所述箱体1的底部并固定

在所述底板16上，所述烘干箱61侧壁上设有圆形槽且圆形槽贯穿整个烘干箱61，所述烘干

箱61内设有烘干通道69，所述烘干通道69与输送槽相连通，所述传输装置62设置在所述烘

干通道69上，若干个所述支撑杆63设置在所述烘干通道69正上方并固定在烘干箱61内两侧

壁上，所述加热器64设置在所述烘干箱61外侧壁上，所述加热管65设置在若干个支撑杆63

上，且所述加热管65一端与加热器64连接，加热器64给加热管65提供热量，两个所述烘干扇

67对称设置在烘干通道69的两侧的圆形槽内，两个所述固定杆68的一端分别和两个烘干扇

67活动连接，且两个所述固定杆68的另一端分别固定在圆形槽内顶壁上，所述出料板66倾

斜搭接在传输装置62的另一端部上，当清洗好的固废移动至传输装置62上，然后传输装置

62工作，将固废传输至加热管65的下方，然后加热器64工作，将热量传输给加热管65，对固

废进行烘干，烘干的同时，烘干箱61内的圆形槽内的两个烘干扇67工作，能够快速地将固废

烘干储存，防止现有技术中清洗过后自然风干，风干效果不好会导致固废腐烂，不易储存等

问题。

[002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当固废倒入进料口13后滑落到两个破碎齿辊25上，驱动电机

22工作，会带动传动轴24转动，则会带动传动轴24上的破碎齿辊25转动，以及会带动传动轴

24上的齿轮23旋转，又因为两个齿轮23啮合，所以会带动另一个传动轴24转动以及传动轴

24外壁上的破碎齿辊25转动，从而对固废进行破碎，当破碎好的固废从破碎齿辊25下方落

在落料槽12内，送料电缸32工作，带动送料板31运动，将粉碎好的固废推送至第一出料口

14，从第一出料口14滑落到清洗机构4对粉碎好的固废进行清洗，能够快速地将粉碎好的固

废送至清洗机构4内，当固废滑落在搅拌板44上，通过水泵420将水箱42内的是输送至清洗

箱体41内的喷头424对固废进行清洗，清洗的同时，第一电机43工作，带动转动杆45转动，则

会带动搅拌板44转动，从而对固废进行清洗，旋转至一定角度时，清洗好的固废会落到过滤

板51上过滤好，输送电缸52工作，带动输送板53向烘干机构6移动，则会将过滤板51上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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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移动至传输装置62上，将固废传输至加热管65的下方，然后加热器64工作，将热量传输给

加热管65，对固废进行烘干，烘干的同时，烘干箱61内的圆形槽内的两个烘干扇67工作，能

够快速地将固废烘干储存，防止现有技术中清洗过后自然风干，风干效果不好会导致固废

腐烂，不易储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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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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