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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

料收集装置，其结构包括架体、收集箱、出料滑

道、出料闸门、第一排水阀、冲洗装置和刷洗装

置，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

收集装置，本设计提出冲洗装置和刷洗装置设

计，解决了废料大多都带有一些冲压油或者清洗

液等液体，如果直接予以收集，则不利于后续回

收利用的问题，水泵通过抽水管将水箱中的清水

抽出，由输水管输送至喷杆对废料进行冲洗，再

由电机带动主齿轮转动，主齿轮通过链条带动传

动齿轮进行转动，从而带动毛刷辊转动，对废料

进行刷洗，达到将收集起来的废料进行清洗，去

除表面脏污，便于后续进行回收利用的有益效

果。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209577540 U

2019.11.05

CN
 2
09
57
75
40
 U



1.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包括架体（1）、收集箱（2）、出料滑道（3）、出料闸

门（4）和第一排水阀（5），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冲洗装置（6）和刷洗装置（7），所述架体（1）内

侧上方左右端与收集箱（2）外左右两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出料滑道（3）右端与收集箱（2）

左端进行垂直焊接，所述出料闸门（4）上端与收集箱（2）左端上侧进行转动连接，所述出料

闸门（4）设置在出料滑道（3）右端，所述第一排水阀（5）右端与收集箱（2）左端下侧进行螺纹

连接，所述冲洗装置（6）设置在收集箱（2）底端，所述刷洗装置（7）设置在收集箱（2）内部，所

述冲洗装置（6）由水箱（61）、进水口（62）、第二排水阀（63）、抽水管（64）、水泵（65）、输水管

（66）、喷杆（67）和水泵开关（68）组成，所述水箱（61）设置在收集箱（2）底端，所述水箱（61）

左右两端与架体（1）内侧下方左右两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进水口（62）右端与水箱（61）左

端上侧进行垂直焊接，所述第二排水阀（63）右端与水箱（61）左端下侧进行螺纹连接，所述

抽水管（64）下端设置在水箱（61）内部右端下侧，所述抽水管（64）上端穿过水箱（61）内部右

端与水泵（65）、左端进行螺纹连接，所述水泵（65）上端与输水管（66）下端进行螺纹连接，所

述输水管（66）上端与喷杆（67）顶端右侧进行螺纹连接，所述喷杆（67）左右两端与收集箱

（2）内部上端后方左右两侧进行螺栓连接，所述水泵开关（68）设置在刷洗装置（7）上端，所

述刷洗装置（7）由壳体（71）、电机（72）、电机开关（73）、外接电源线（74）、主齿轮（75）、链条

（76）和传动齿轮（77）、毛刷辊（78）组成，所述壳体（71）左端上侧与收集箱（2）右端进行螺栓

连接，所述壳体（71）左端下侧与水箱（61）右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水泵（65）底端与壳体

（71）内部底端后方左侧进行螺栓连接，所述水泵开关（68）设置在壳体（71）前端上方右侧且

与壳体（71）前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输水管（66）上端穿过壳体（71）顶端，所述电机（72）底

端与壳体（71）内部底端前方左侧进行螺栓连接，所述电机开关（73）设置在水泵开关（68）上

端，所述电机开关（73）后端与壳体（71）前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外接电源线（74）设置在壳

体（71）右端下侧，所述主齿轮（75）右端中部与电机（72）左端转轴进行垂直插接，所述主齿

轮（75）外侧与链条（76）内侧下端进行插接，所述链条（76）内侧上端与传动齿轮（77）外侧进

行插接，所述传动齿轮（77）左端中部与毛刷辊（78）右端进行垂直插接，所述毛刷辊（78）左

右两端与收集箱（2）内部左右两端进行转动连接，所述水泵（65）、水泵开关（68）、电机（72）

和电机开关（73）均与外接电源线（74）进行电连接，所述水泵（65）与水泵开关（68）进行电连

接，所述电机（72）与电机开关（73）进行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

（61）形状呈矩形，高50cm，且水箱（61）长宽与收集箱（2）长宽相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杆

（67）长与收集箱（2）长度相等，且喷杆（67）底端设置有呈四十五度弯曲的喷嘴（67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齿

轮（77）设置有六个，呈半圆状排列，且每个传动齿轮（77）均由第一齿轮（771）和第二齿轮

（772）组成，齿轮之间均通过链条（76）进行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链条

（76）设置有六条，分为五条短的和一条长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刷辊

（78）设置有六个，且呈半圆状排列在收集箱（2）内部下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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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3）呈半圆状，直径为30cm，且右端与出料闸门（4）下端相互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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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收集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五金加工就是将原材料用车床、铣床、钻床、抛光等等机械按客户的图纸或样品加

工成为各种各样的零件，如：螺丝、马达轴、模型车零件、钓鱼具配件、音箱类产品外壳、移动

电源外壳等，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通常通过收集装置集中收集再进行统一回收利用，

随着五金零件的加工的不断发展，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也得到了技术改进，但是现有技

术，废料大多都带有一些冲压油或者清洗液等液体，如果直接予以收集，则不利于后续回收

利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不足，现提出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置，解决了废料

大多都带有一些冲压油或者清洗液等液体，如果直接予以收集，则不利于后续回收利用的

问题，达到了将收集起来的废料进行清洗，去除表面脏污，便于后续进行回收利用的有益效

果。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本实用新型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

收集装置，包括架体、收集箱、出料滑道、出料闸门、第一排水阀、冲洗装置和刷洗装置，所述

架体内侧上方左右端与收集箱外左右两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出料滑道右端与收集箱左端

进行垂直焊接，所述出料闸门上端与收集箱左端上侧进行转动连接，所述出料闸门设置在

出料滑道右端，所述第一排水阀右端与收集箱左端下侧进行螺纹连接，所述冲洗装置设置

在收集箱底端，所述刷洗装置设置在收集箱内部，所述冲洗装置由水箱、进水口、第二排水

阀、抽水管、水泵、输水管、喷杆和水泵开关组成，所述水箱设置在收集箱底端，所述水箱左

右两端与架体内侧下方左右两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进水口右端与水箱左端上侧进行垂直

焊接，所述第二排水阀右端与水箱左端下侧进行螺纹连接，所述抽水管下端设置在水箱内

部右端下侧，所述抽水管上端穿过水箱内部右端与水泵、左端进行螺纹连接，所述水泵上端

与输水管下端进行螺纹连接，所述输水管上端与喷杆顶端右侧进行螺纹连接，所述喷杆左

右两端与收集箱内部上端后方左右两侧进行螺栓连接，所述水泵开关设置在刷洗装置上

端，所述刷洗装置由壳体、电机、电机开关、外接电源线、主齿轮、链条和传动齿轮、毛刷辊组

成，所述壳体左端上侧与收集箱右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壳体左端下侧与水箱右端进行螺

栓连接，所述水泵底端与壳体内部底端后方左侧进行螺栓连接，所述水泵开关设置在壳体

前端上方右侧且与壳体前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输水管上端穿过壳体顶端，所述电机底端

与壳体内部底端前方左侧进行螺栓连接，所述电机开关设置在水泵开关上端，所述电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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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后端与壳体前端进行螺栓连接，所述外接电源线设置在壳体右端下侧，所述主齿轮右端

中部与电机左端转轴进行垂直插接，所述主齿轮外侧与链条内侧下端进行插接，所述链条

内侧上端与传动齿轮外侧进行插接，所述传动齿轮左端中部与毛刷辊右端进行垂直插接，

所述毛刷辊左右两端与收集箱内部左右两端进行转动连接，所述水泵、水泵开关、电机和电

机开关均与外接电源线进行电连接，所述水泵与水泵开关进行电连接，所述电机与电机开

关进行电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水箱形状呈矩形，高50cm，且水箱长宽与收集箱长宽相等。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喷杆长与收集箱长度相等，且喷杆底端设置有呈四十五度弯曲的

喷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传动齿轮设置有六个，呈半圆状排列，且每个传动齿轮均由第一齿

轮和第二齿轮组成，齿轮之间均通过链条进行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链条设置有六条，分为五条短的和一条长的。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毛刷辊设置有六个，且呈半圆状排列在收集箱内部下端。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出料滑道呈半圆状，直径为30cm，且右端与出料闸门下端相互贴

合。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电机的型号为TCH40-3700-10S。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水泵型号为FL-3203。

[0015] （三）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为解决废料大多都带有一些冲压油或者清洗液等液体，如果直接予以收集，则

不利于后续回收利用的问题，本设计提出冲洗装置和刷洗装置设计，解决了废料大多都带

有一些冲压油或者清洗液等液体，如果直接予以收集，则不利于后续回收利用的问题，水泵

通过抽水管将水箱中的清水抽出，由输水管输送至喷杆对废料进行冲洗，再由电机带动主

齿轮转动，主齿轮通过链条带动传动齿轮进行转动，从而带动毛刷辊转动，对废料进行刷

洗，达到将收集起来的废料进行清洗，去除表面脏污，便于后续进行回收利用的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其它特

征、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冲洗装置内部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刷洗装置内部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刷洗装置内部右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传动齿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架体-1、收集箱-2、出料滑道-3、出料闸门-4、第一排水阀-5、冲洗装置-6、刷

洗装置-7、水箱-61、进水口-62、第二排水阀-63、抽水管-64、水泵-65、输水管-66、喷杆-67、

水泵开关-68、壳体-71、电机-72、电机开关-73、外接电源线-74、主齿轮-75、链条-76、传动

齿轮-77、毛刷辊-78、第一齿轮771、第二齿轮-772、喷嘴-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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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技术方案中：

[0026] 冲洗装置6、刷洗装置7、水箱61、进水口62、第二排水阀63、抽水管64、水泵65、输水

管66、喷杆67、水泵开关68、壳体71、电机72、电机开关73、外接电源线74、主齿轮75、链条76、

传动齿轮77、毛刷辊78、第一齿轮771、第二齿轮772、喷嘴671为本实用新型含有实质创新性

构件。

[0027] 架体1、收集箱2、出料滑道3、出料闸门4、第一排水阀5为实现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

必不可少的连接性构件。

[0028]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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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9]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与图5，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清洗五金加工废料收集装

置：包括架体1、收集箱2、出料滑道3、出料闸门4、第一排水阀5、冲洗装置6和刷洗装置7，架

体1内侧上方左右端与收集箱2外左右两端进行螺栓连接，出料滑道3右端与收集箱2左端进

行垂直焊接，出料闸门4上端与收集箱2左端上侧进行转动连接，述出料闸门4设置在出料滑

道3右端，第一排水阀5右端与收集箱2左端下侧进行螺纹连接，冲洗装置6设置在收集箱2底

端，刷洗装置7设置在收集箱2内部，冲洗装置6由水箱61、进水口62、第二排水阀63、抽水管

64、水泵65、输水管66、喷杆67和水泵开关68组成，水箱61设置在收集箱2底端，水箱61左右

两端与架体1内侧下方左右两端进行螺栓连接，进水口62右端与水箱61左端上侧进行垂直

焊接，第二排水阀63右端与水箱61左端下侧进行螺纹连接，抽水管64下端设置在水箱61内

部右端下侧，抽水管64上端穿过水箱61内部右端与水泵65、左端进行螺纹连接，水泵65上端

与输水管66下端进行螺纹连接，输水管66上端与喷杆67顶端右侧进行螺纹连接，喷杆67左

右两端与收集箱2内部上端后方左右两侧进行螺栓连接，水泵开关68设置在刷洗装置7上

端，刷洗装置7由壳体71、电机72、电机开关73、外接电源线74、主齿轮75、链条76和传动齿轮

77、毛刷辊78组成，壳体71左端上侧与收集箱2右端进行螺栓连接，述壳体71左端下侧与水

箱61右端进行螺栓连接，水泵65底端与壳体71内部底端后方左侧进行螺栓连接，水泵开关

68设置在壳体71前端上方右侧且与壳体71前端进行螺栓连接，输水管66上端穿过壳体71顶

端，电机72底端与壳体71内部底端前方左侧进行螺栓连接，电机开关73设置在水泵开关68

上端，电机开关73后端与壳体71前端进行螺栓连接，外接电源线74设置在壳体71右端下侧，

主齿轮75右端中部与电机72左端转轴进行垂直插接，主齿轮75外侧与链条76内侧下端进行

插接，链条76内侧上端与传动齿轮77外侧进行插接，传动齿轮77左端中部与毛刷辊78右端

进行垂直插接，毛刷辊78左右两端与收集箱2内部左右两端进行转动连接，水泵65、水泵开

关68、电机72和电机开关73均与外接电源线74进行电连接，水泵65与水泵开关68进行电连

接，电机72与电机开关73进行电连接。

[0030] 其中，所述水箱61形状呈矩形，高50cm，且水箱61长宽与收集箱2长宽相等，能有效

的盛放大量的清水，便于对废料进行清洗。

[0031] 其中，所述喷杆67长与收集箱2长度相等，且喷杆67底端设置有呈四十五度弯曲的

喷嘴671，能有效的对废料进行冲洗，将废料上的污物冲走。

[0032] 其中，所述传动齿轮77设置有六个，呈半圆状排列，且每个传动齿轮77均由第一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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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771和第二齿轮772组成，齿轮之间均通过链条76进行连接，能有效的带动毛刷辊78进行

转动，从而进行刷洗。

[0033] 其中，所述链条76设置有六条，分为五条短的和一条长的，能有效的将两个传动齿

轮77之间，传动齿轮77与主齿轮75之间连接在一起，进行传动。

[0034] 其中，所述毛刷辊78设置有六个，且呈半圆状排列在收集箱2内部下端，能有效的

对废料进行刷洗，便于废料的回收利用。

[0035] 其中，所述出料滑道3呈半圆状，直径为30cm，且右端与出料闸门4下端相互贴合，

能有效的将废料排除，进行回收利用。

[0036] 其中，所述电机72的型号为TCH40-3700-10S，噪声小，散热快，使用寿命长。

[0037] 其中，所述水泵65型号为FL-3203，压力大，抽水速度快，噪声小。

[0038] 本专利所述的毛刷辊78一般由金属轴、刷丝附着体（塑料管、尼龙管等）、刷丝组

成，  加工程序包括：车轴、套管（浇注）、采眼、栽毛、平毛，对特别异形毛刷辊在杌植栽毛无

法完成的情况下，用手工栽植毛料，毛刷辊适用的5种行业：食品加工业，玻璃陶瓷业，金属

加工业，抛光清洗业，纺织机械。

[0039] 工作原理：使用前首先往收集箱2安装至五金加工设备合适的收集位置，然后将进

水口62接入水管，往水箱61内注水，第一排水阀5和第二排水阀63分别接入其他水管，注水

完成后，将外接电源线74接入电源中，使用时按下水泵开关68和电机开关73，由水泵65通过

置于水箱61内的抽水管64将清水抽出，并将其输送至输水管66，由输水管66将水向上运输

至喷杆67，通过喷杆67上的喷嘴671对收集箱2内的废料进行冲洗，然后由电机72带动主齿

轮75进行顺时针转动，主齿轮75与最上端的传动齿轮77之间通过一条链条76进行连接，而

六个传动齿轮77之间，相邻之间的连个传动齿轮77通过一条链条76进行连接，从次，使得主

齿轮75转动，其余的六个传动齿轮77也随之进行转动，且传动齿轮77转动带动毛刷辊78进

行转动，通过毛刷辊78带动废料进行翻滚，同时毛刷辊78将废料外表面的的油污，清洁液等

刷洗干净，并配合喷杆67的喷水进行冲洗，使用结束后，关闭水泵65和电机72，将第一排水

阀5打开，污水从水管流出，然后在通过冲洗装置6对废料进行冲洗一次，最后，将出料闸门4

打开，废料从出料滑道3中排除，将废料进行后续的回收利用，当要将水箱61中的水排出时，

可将第二排水阀63打开进行排水，本设计提出冲洗装置6和刷洗装置7设计，解决了废料大

多都带有一些冲压油或者清洗液等液体，如果直接予以收集，则不利于后续回收利用的问

题，水泵65通过抽水管64将水箱61中的清水抽出，由输水管66输送至喷杆67对废料进行冲

洗，再由电机72带动主齿轮75转动，主齿轮75通过链条76带动传动齿轮77进行转动，从而带

动毛刷辊78转动，对废料进行刷洗，达到将收集起来的废料进行清洗，去除表面脏污，便于

后续进行回收利用的有益效果。

[004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型。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

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

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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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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