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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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956903.6

(22)申请日 2016.10.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34571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1.25

(73)专利权人 贵州顺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561104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黎阳高

新区夏云工业园C-03-05-06

(72)发明人 祁晓牧　杨中亚　李冬黎　

(74)专利代理机构 遵义浩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2112

代理人 张利秋

(51)Int.Cl.

B08B 1/04(2006.01)

B08B 13/00(2006.01)

C25C 3/1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719851 A,2012.10.10,

US 4687566 A,1987.08.18,

US 2002/0092541 A1,2002.07.18,

CN 202039137 U,2011.11.16,

CN 202715559 U,2013.02.06,

CN 103056118 A,2013.04.24,

审查员 初帅

 

(54)发明名称

一种炭块清理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的炭块清理设备，包

括机架、清理装置、支承轨道、导向轨道、驱动装

置，支承轨道和导向轨道设置在机架上，清理装

置位于支承轨道上，通过驱动装置进行驱动实现

其摆动，在摆动过程中实现对炭块进行清理，支

承轨道包括支承轨道一和支承轨道二，导向轨道

包括有与所述支承轨道相对应的导向轨道一和

导向轨道二。采用本发明的清理设备，可以对经

焙烧后的阳极炭块的六个表面及炭碗碗孔组的

内表面粘结焦粒、焦粉进行清理，因而具有设备

结构简单，安全可靠和使用方便的特点。同时也

简化了工艺配置，采用自动化清理方式，减少人

力成本，节约资金投入，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

产效率，符合实际生产需求，适合大规模推广应

用。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6页

CN 106345719 B

2019.01.18

CN
 1
06
34
57
19
 B



1.一种炭块清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4）、清理装置、支承轨道、导向轨道、驱动

装置（X），所述支承轨道和导向轨道设置在机架（4）上，所述清理装置位于支承轨道上，所述

支承轨道包括支承轨道一（7）和支承轨道二（8），所述导向轨道包括有与所述支承轨道相对

应的导向轨道一（1）和导向轨道二（9）；其中所述清理装置包括一组清理滚组和三组螺旋清

理刀组，所述清理滚组为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3），所述螺旋清理刀组分别为端面电动螺旋

铣刀清理刀组（2）、炭块上下表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5）、炭块前后面电动螺旋铣刀清

理刀组（6）；其中所述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3）和端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2）位于支承

轨道二（8）上，所述炭块上下表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5）和炭块前后面电动螺旋铣刀清

理刀组（6）位于支承轨道一（7）上，所述支承轨道一（7）和支承轨道二（8）相互呈丁字形设置

在机架（4）上，所述清理滚组和螺旋清理刀组在导向轨道一（1）和导向轨道二（9）的作用下，

通过驱动装置（X）驱动清理滚组和螺旋清理刀组实现其摆动，在摆动过程中，依次实现对炭

块的端面、炭碗、上下表面和前后面的清理；其中所述驱动装置（X）为气缸或油缸；其中所述

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3）包括有电动钢丝清理刷（10）、钢丝刷清理滚筒（301）、钢丝刷清理

滚轴承座（302）、钢丝刷清理滚轴承（303）、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304）、小车车轮

（305）、车轮轴承（306）、车架铰销（307）、车轮轴（308）、驱动支座一（309）和车架（310），所述

电动钢丝清理刷（10）位于钢丝刷清理滚筒（301）上，位于钢丝刷清理滚轴承座（302）上钢丝

刷清理滚轴承（303）其两端分别与钢丝刷清理滚筒（301）和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304）

连接，所述小车车轮（305）通过车轮轴承（306）设在车轮轴（308）上，位于驱动支座一（309）

上的驱动装置（X）通过车架铰销（307）与车轮轴（308）铰接，所述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

（304）位于车架（310）上；所述螺旋清理刀组包括有电动钢丝清理刷（10）、钢丝刷清理滚筒

（11）、摆动刀架（12）、螺旋铣刀（13）、螺旋刀片（14）、刀架支座（15）、驱动支座二（16）、刀架

联接销（17）、螺旋铣刀电机减速机（18）、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19）、钢丝刷清理滚下轴

承座（20）、钢丝刷清理滚下轴承（21）、螺旋铣刀下轴承座（22）、螺旋铣刀下轴承（23）、摆动

刀架下轴承座（24）、摆动刀架下轴承（25）、摆动刀架轴（26）、摆动刀架上轴承座（27）、摆动

刀架上轴承（28）、螺旋铣刀上轴承座（29）、螺旋铣刀上轴承（30）、钢丝刷清理滚上轴承座

（31）和钢丝刷清理滚上轴承（32），其中，所述电动钢丝清理刷（10）位于钢丝刷清理滚筒

（11）上，所述钢丝刷清理滚筒（11）、螺旋铣刀（13）和摆动刀架轴（26）通过摆动刀架（12）连

接，螺旋刀片（14）位于螺旋铣刀（13）上，所述摆动刀架（12）设置在刀架支座（15）上，摆动刀

架轴（26）与驱动装置（X）通过刀架联接销（17）连接实现摆动刀架（12）摆动；所述钢丝刷清

理滚筒（11）通过钢丝刷清理滚下轴承座（20）和钢丝刷清理滚下轴承（21）以及钢丝刷清理

滚上轴承座（31）和钢丝刷清理滚上轴承（32）与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19）连接；所述螺

旋铣刀（13）通过螺旋铣刀下轴承座（22）和螺旋铣刀下轴承（23）以及螺旋铣刀上轴承座

（29）和螺旋铣刀上轴承（30）与螺旋铣刀电机减速机（18）连接；所述摆动刀架轴（26）通过摆

动刀架下轴承座（24）和摆动刀架下轴承（25）以及摆动刀架上轴承座（27）和摆动刀架上轴

承（28）与位于驱动支座二（16）上的驱动装置（X）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炭块清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X）设有多个，

用于驱动所述驱动装置（X）的动力包括有稳压动力源（33）、单向阀（34）、二位四通电磁换向

阀（35）、稳压阀（36）、压力表开关（37）、带电接点压力表（38）、动力源管路回路（39），所述单

向阀（34）位于稳压动力源（33）入口端，所述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35）、稳压阀（36）、压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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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37）和带电接点压力表（38）并联在所述稳压动力源（33）和动力源管路回路（39）之间，

通过所述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35）控制驱动装置（X）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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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炭块清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铝电解行业中炭块清理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炭块清理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铝电解阳极炭块是经过高温煅烧、混捏、成型、焙烧等工序，得到焙烧阳极块，再与

导电钢爪连接后挂接在电解槽中，通过电解置换出铝金属。因此阳极炭块是铝电解生产必

需的大宗辅助品，阳极炭块在焙烧过程中，为了避免阳极块的氧化变形，在阳极炭块周围铺

设大量炭粒进行保护。所以焙烧后的阳极炭块的清理一直是行业内的一大难题。目前公知

铝行业对经焙烧后的阳极炭块的各个表面及炭碗碗孔组的内表面粘结焦粒、焦粉进行清

理，其具体清理工作方式为：主要是由固定式弹簧刮刀等简易装置，对重量约为1吨左右的

长方体形炭块的两个端面（工序1）、炭碗孔组的内表面（工序2）、两个侧面（工序3）、上表面

（工序4）依次铲刮（实现长方体炭块的五个面清理），然后炭块由液压推块机推入筒式翻转

设备，由翻转设备将炭块底面翻转朝上（工序5），再将炭块推入人工清理台，由人工使用铲

刀、手锤等清理工具对阳极炭块剩余的第六个面（底面）进行人工清理（工序6），共用了6个

工序及设备进行清理，以达到对炭块的全面清理。

[0003] 由此可见，目前铝行业炭块所用清理装置主要由固定支架、导轨、限位导向轨、固

定式弹簧刮刀组、碗孔清刷辊组、炭块筒式翻转装置、（液压推块机）、人工清理台等机构组

成。采用固定式弹簧刮刀组只能对炭块进行一次通过式刮铲清理，即炭块表面只能受到唯

一的一次刮铲清理，并且固定式弹簧刮刀组的安装位置精度及限位导向轨安装精度要求很

高，通常要求刮刀与炭块表面间隙为2～5mm，固定刮刀的刮剥压力由弹簧压力决定，因不同

用户、不同批次焙烧后炭块几何尺寸偏差较大，炭块经焙烧后因烧损或变形，尺寸变化达5

～10mm左右，同时因不同用户、不同批次焙烧后炭块粘焦情况及附着力差异较大，因此调节

刮刀的刮剥压力及间隙非常麻烦，往往在调节刮刀压力时会引起刮刀刀刃位置精度发生变

化，在清理炭块过程中常出现清理不良或卡阻现象，易损伤刀具及损伤炭块，设备故障率

高，使用、检修、维护、调试难度大，清理效果差，生产效率低。使用过程设备多、生产流程长、

人工劳动强度大，费时费力，严重影响了阳极炭块的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炭块清理设

备，以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阳极炭块清理困难，在清理炭块过程中常出现清理不良或卡阻

现象，易损伤刀具及损伤炭块，费时费力和清理效果差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炭块清理设备，包括机

架、清理装置、支承轨道、导向轨道、驱动装置，所述支承轨道和导向轨道设置在机架上，所

述清理装置位于支承轨道上，通过驱动装置进行驱动实现其摆动，在摆动过程中实现对炭

块进行清理，所述支承轨道包括支承轨道一和支承轨道二，所述导向轨道包括有与所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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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轨道相对应的导向轨道一和导向轨道二。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清理装置包括一组清理滚组和三组螺旋清理刀组，其中所述清理

装置中的清理滚组和螺旋清理刀组中的一组位于支承轨道二上，而螺旋清理刀组中的另外

两组位于支承轨道一上，所述支承轨道一和支承轨道二相互呈丁字形设置在机架上，所述

清理滚组和螺旋清理刀组在导向轨道一和导向轨道二的作用下，通过驱动装置驱动清理滚

组和螺旋清理刀组实现其摆动，在摆动过程中，依次实现对炭块的端面、炭碗、上下表面和

前后面的清理。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清理装置所包括一组清理滚组和三组螺旋清理刀组，所述清理滚

组为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所述螺旋清理刀组分别为端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炭块上

下表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炭块前后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包括有电动钢丝清理刷、钢丝刷清理滚筒、钢

丝刷清理滚轴承座、钢丝刷清理滚轴承、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小车车轮、车轮轴承、车

架铰销、车轮轴、驱动支座一和车架，所述电动钢丝清理刷位于钢丝刷清理滚筒上，位于钢

丝刷清理滚轴承座上钢丝刷清理滚轴承其两端分别与钢丝刷清理滚筒和钢丝刷清理滚电

机减速机连接，所述小车车轮通过车轮轴承设在车轮轴上，位于驱动支座一上的驱动装置

通过车架铰销与车轮轴铰接，所述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位于车架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螺旋清理刀组包括有电动钢丝清理刷、钢丝刷清理滚筒、摆动刀

架、螺旋铣刀、螺旋刀片、刀架支座、驱动支座二、刀架联接销、螺旋铣刀电机减速机、钢丝刷

清理滚电机减速机、钢丝刷清理滚下轴承座、钢丝刷清理滚下轴承、螺旋铣刀下轴承座、螺

旋铣刀下轴承、摆动刀架下轴承座、摆动刀架下轴承、摆动刀架轴、摆动刀架上轴承座、摆动

刀架上轴承、螺旋铣刀上轴承座、螺旋铣刀上轴承、钢丝刷清理滚上轴承座和钢丝刷清理滚

上轴承，其中，电动钢丝清理刷位于钢丝刷清理滚筒上，钢丝刷清理滚筒、螺旋铣刀和摆动

刀架轴通过摆动刀架连接，螺旋刀片位于螺旋铣刀上，所述摆动刀架设置在刀架支座上，摆

动刀架轴与驱动装置通过刀架联接销连接实现摆动刀架摆动；钢丝刷清理滚筒通过钢丝刷

清理滚下轴承座和钢丝刷清理滚下轴承以及钢丝刷清理滚上轴承座和钢丝刷清理滚上轴

承与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连接；螺旋铣刀通过螺旋铣刀下轴承座和螺旋铣刀下轴承以

及螺旋铣刀上轴承座和螺旋铣刀上轴承与螺旋铣刀电机减速机连接；摆动刀架轴通过摆动

刀架下轴承座和摆动刀架下轴承以及摆动刀架上轴承座和摆动刀架上轴承与位于驱动支

座二上的驱动装置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驱动装置为气缸或油缸。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驱动装置设有多个，用于驱动所述驱动装置的动力包括有稳压动

力源、单向阀、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稳压阀、压力表开关、带电接点压力表、动力源管路回

路，所述单向阀位于稳压动力源入口端，所述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稳压阀、压力表开关和

带电接点压力表并联在所述稳压动力源和动力源管路回路之间，通过所述二位四通电磁换

向阀控制驱动装置运动。

[0012] 采用本发明的一种炭块清理设备，与现有技术中的清理方式相比，其有益效果在

于：

[0013] 1、采用电动螺旋铣刀与电动钢丝清刷滚的组合清理方式。

[0014] 2、采用摆动式刀架并配以气缸或油缸自位式清理方式及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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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3、气缸或油缸的清理工作腔压力管路采用稳压阀，设备能自动纠正清理位置及清

理压力，以防止炭块、刀具损伤，兼容了工作过程中因炭块几何偏差、炭块入位位置精度偏

差较大而难以清理工况。

[0016] 4、采用稳压摆动自位式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布置形式及其结构形式。更好兼容

了因炭块因自身几何尺寸误差及输入位置精度误差而难以清理的工况。

[0017] 5、采用对炭块的两个端面、炭块的碗孔内表面、炭块前后表面、炭块的上下表面进

行全面清理的结构及布置方式。

[0018] 综上所述，采用本发明的一种炭块清理设备，可以对经焙烧后的阳极炭块的六个

表面及炭碗碗孔组的内表面粘结焦粒、焦粉进行清理，因而具有设备结构简单，安全可靠和

使用方便的特点。同时也简化了工艺配置，采用自动化清理方式，减少了大量的人力进行操

作，节约资金投入，为企业降低了成本，并且提高了生产效率，符合实际生产需求，适合大规

模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的俯视图；

[0022] 图3是图1中A-A向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中的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图4的俯视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中的螺旋清理刀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是图6的俯视图；

[0027] 图8是本发明中的驱动装置原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发明构思，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9]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炭块清理设备，包括机架4、清理装置、支承轨道、

导向轨道、驱动装置X，所述支承轨道和导向轨道设置在机架4上，所述清理装置位于支承轨

道上，通过驱动装置X进行驱动实现其摆动，在摆动过程中实现对炭块进行清理，所述支承

轨道包括支承轨道一7和支承轨道二8，所述导向轨道包括有与所述支承轨道相对应的导向

轨道一1和导向轨道二9。

[0030] 进一步地，所述清理装置包括一组清理滚组和三组螺旋清理刀组，其中所述清理

装置中的清理滚组和螺旋清理刀组中的一组位于支承轨道二8上，而螺旋清理刀组中的另

外两组位于支承轨道一7上，所述支承轨道一7和支承轨道二8相互呈丁字形设置在机架4

上，所述清理滚组和螺旋清理刀组在导向轨道一1和导向轨道二9的作用下，通过驱动装置X

驱动清理滚组和螺旋清理刀组实现其摆动，在摆动过程中，依次实现对炭块的端面、炭碗、

上下表面和前后面的清理。

[0031] 进一步地，所述清理装置所包括一组清理滚组和三组螺旋清理刀组，所述清理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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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3，所述螺旋清理刀组分别为端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2、炭块

上下表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5、炭块前后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6。

[0032] 如图4至图5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炭块清理设备，其中所述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3包

括有电动钢丝清理刷10、钢丝刷清理滚筒301、钢丝刷清理滚轴承座302、钢丝刷清理滚轴承

303、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304、小车车轮305、车轮轴承306、车架铰销307、车轮轴308、

驱动支座一309和车架310，所述电动钢丝清理刷10位于钢丝刷清理滚筒301上，位于钢丝刷

清理滚轴承座302上钢丝刷清理滚轴承303其两端分别与钢丝刷清理滚筒301和钢丝刷清理

滚电机减速机304连接，所述小车车轮305通过车轮轴承306设在车轮轴308上，位于驱动支

座一309上的驱动装置X通过车架铰销307与车轮轴308铰接，所述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

304位于车架310上。

[0033] 如图6至图7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炭块清理设备，其中所述螺旋清理刀组包括有电

动钢丝清理刷10、钢丝刷清理滚筒11、摆动刀架12、螺旋铣刀13、螺旋刀片14、刀架支座15、

驱动支座二16、刀架联接销17、螺旋铣刀电机减速机18、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19、钢丝

刷清理滚下轴承座20、钢丝刷清理滚下轴承21、螺旋铣刀下轴承座22、螺旋铣刀下轴承23、

摆动刀架下轴承座24、摆动刀架下轴承25、摆动刀架轴26、摆动刀架上轴承座27、摆动刀架

上轴承28、螺旋铣刀上轴承座29、螺旋铣刀上轴承30、钢丝刷清理滚上轴承座31和钢丝刷清

理滚上轴承32，其中，电动钢丝清理刷10位于钢丝刷清理滚筒11上，钢丝刷清理滚筒11、螺

旋铣刀13和摆动刀架轴26通过摆动刀架12连接，螺旋刀片14位于螺旋铣刀13上，所述摆动

刀架12设置在刀架支座15上，摆动刀架轴26与驱动装置X通过刀架联接销17连接实现摆动

刀架12摆动；钢丝刷清理滚筒11通过钢丝刷清理滚下轴承座20和钢丝刷清理滚下轴承21以

及钢丝刷清理滚上轴承座31和钢丝刷清理滚上轴承32与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19连接；

螺旋铣刀13通过螺旋铣刀下轴承座22和螺旋铣刀下轴承23以及螺旋铣刀上轴承座29和螺

旋铣刀上轴承30与螺旋铣刀电机减速机18连接；摆动刀架轴26通过摆动刀架下轴承座24和

摆动刀架下轴承25以及摆动刀架上轴承座27和摆动刀架上轴承28与位于驱动支座二16上

的驱动装置X连接。

[0034] 进一步地，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驱动装置X为气缸或油缸。

[0035] 如图8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炭块清理设备，其中所述驱动装置X设有多个，并分别标

识为A、B、C、D、E、F和G共七个驱动装置X，分别用于驱动清理滚组和螺旋清理刀组，其中用于

驱动所述驱动装置X的动力包括有稳压动力源33、单向阀34、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35、稳压

阀36、压力表开关37、带电接点压力表38、动力源管路回路39，所述单向阀34位于稳压动力

源33入口端，所述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35、稳压阀36、压力表开关37和带电接点压力表38并

联在所述稳压动力源33和动力源管路回路39之间，通过所述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35控制驱

动装置X运动。

[0036]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采用本发明所述的清理设备，其具体工作过程为：如图1至图8

所示，首先，当其中炭块由外部推块机（图中未画出）将侧卧炭块由支承轨道二8推入到导向

轨道一1，炭块经导向轨道一1导向后进入位于支承轨道二8上的端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

组2，与置于炭块两端的端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2相对应的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35得

电，如图8所示，此时中驱动装置A和驱动装置B伸出，即气缸或油缸伸出，如图7中的摆动刀

架12向内摆动，压向炭块。同时，端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2、螺旋铣刀电机减速机18、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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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19启动，从而实现对炭块的两个端面清理。如因炭块推入清理工位

出现位置偏差时，则驱动装置X中摆动气缸或油缸的活塞位置将发生变化，工作腔压力相应

发生变化，则由图8中的自动稳压阀36自行调压阀工作腔压力，以保持端面电动螺旋铣刀清

理刀组2对炭块的清理压力，确保对炭块清理洁净且不伤炭块及刀具。气缸或油缸的清理工

作腔压力管路采用稳压阀36，设备能自动纠正清理位置及清理压力，以防止炭块、刀具损

伤，兼容了工作过程中因炭块几何偏差、炭块入位位置精度偏差较大而难以清理工况。当外

部推块机将炭块推出端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2的清理工位后，端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

刀组2各机构返回原位并停机，处于待机状态，完成炭块两端面的清理。

[0037] 当外部推块机将炭块继续推进到图2中的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3工位时停止，此时

驱动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3的驱动装置C在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35得电时，同时驱动装置C

伸出，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304启动，则位于钢丝刷清理滚筒301上的电动钢丝清理刷

10插入炭碗内对炭碗进行清理。当清理完毕后，则位于钢丝刷清理滚筒301上的电动钢丝清

理刷10退回，此时钢丝刷清理滚电机减速机304停机，处于待机状态，从而完成炭碗清理工

作。

[0038] 当置于图2左侧的推块机（图中未画出）将经炭碗钢丝刷清理滚组3清理完毕后的

炭块从左向右推出，到达图2中的炭块上下表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5初始清理工位时，

此时图8中的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35得电时，图2中的炭块上下表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

5在驱动装置D和E的作用下分别对炭块的上、下表面进行清理，直至炭块从左向右运行结

速，完成炭块的上下表面清理。

[0039] 当炭块继续向右运行，到达图2中的炭块前后面电动螺旋铣刀清理刀组6的初始清

理工位时，此时图8中的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35得电时，图2中的炭块前后面电动螺旋铣刀

清理刀组6在驱动装置F和G的作用下分别对炭块的前、后表面进行清理，直至块从左向右运

行结速，完成炭块的前、后表面清理。

[0040] 经过上述各工位的清理，完成炭块的所有表面及炭碗的清理工作，炭块从图2中的

支承轨道一7输出。

[0041]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仅限于具体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方案，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较佳实施方式，并不限制本发明，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

何细微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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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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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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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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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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