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548217.X

(22)申请日 2018.04.17

(73)专利权人 南昌金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30500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前

湖大道999号海域香廷179号一单元

302室

(72)发明人 黄铮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昌赣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6129

代理人 张文宣　文珊

(51)Int.Cl.

B08B 1/02(2006.01)

B08B 3/02(2006.01)

B08B 5/02(2006.01)

B08B 7/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

置，属于瓷砖机械领域。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

置，包括柜体；柜体设有传送组件，传送组件包括

从动滚轴、主动滚轴、以及皮带；柜体设有除尘风

扇、毛刷辊机构、喷淋机构、抹尘柱、以及粘尘机

构；喷淋机构包括导管、喷头以及清洁液箱；抹尘

柱包括固定柱、以及抹尘块；粘尘机构包括第二

气缸、以及粘尘板；第二气缸设有第一磁铁；粘尘

板设有第二磁铁；第一磁铁与第二磁铁磁性相

吸。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除尘风扇、毛刷辊机构、

喷淋机构、抹尘柱、以及粘尘机构对瓷砖进行多

重除尘，该装置除尘效果好、以及效率高，通过磁

铁连接的粘尘板便于更换和便于清洗，且能吸收

空气的尘埃，使用简便且清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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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柜体(1)；

所述柜体(1)的左侧壁设有瓷砖进口端(2)、以及所述柜体(1)的右侧壁设有瓷砖出口

端(3)；

所述瓷砖进口端(2)下方设有左支架(21)，所述瓷砖出口端(3)下方设有右支架(31)；

所述左支架(21)的左端与所述柜体(1)的左侧壁固定连接，所述右支架(31)的右端与

所述柜体(1)的右侧壁固定连接；

所述左支架(21)与所述右支架(31)之间设有传送组件(4)；

所述传送组件(4)包括从动滚轴(41)、主动滚轴(42)、以及用于传送瓷砖的皮带(43)；

所述从动滚轴(41)与所述左支架(21)的右端活动连接，且所述主动滚轴(42)与所述右

支架(31)的左端活动连接；

所述皮带(43)套设在从动滚轴(41)、以及主动滚轴(42)上；

所述柜体(1)的内部顶壁从左至右依次设有除尘风扇(5)、毛刷辊机构(6)、喷淋机构

(7)、抹尘柱(8)、以及粘尘机构(9)；

所述毛刷辊机构(6)包括固定于所述柜体(1)顶壁的第一气缸(61)、毛刷辊(62)、以及

电机(63)；

所述第一气缸(61)的下端与所述电机(63)固定连接；

所述毛刷辊(62)、以及所述主动滚轴(42)的一端均与所述电机(63)的输出端固定连

接；

所述喷淋机构(7)包括导管(71)、喷头(72)以及清洁液箱(73)；

所述清洁液箱(73)固定于所述柜体(1)的上表面；

所述导管(71)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清洁液箱(73)、以及喷头(72)连通；

所述抹尘柱(8)包括固定柱(81)、以及抹尘块(82)；

所述固定柱(81)的下端与抹尘块(82)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所述粘尘机构(9)包括第二气缸(91)、以及粘尘板(92)；

所述第二气缸(91)的输出轴设有第一磁铁(911)；

所述粘尘板(92)上表面设有第二磁铁(921)；

所述第一磁铁(911)与所述第二磁铁(921)磁性相吸。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蓄电池组(10)、以及太阳能板(11)；

所述蓄电池组(10)位于所述柜体(1)的上表面，且所述蓄电池组(10)位于所述清洁液

箱(73)的右侧；

所述蓄电池组(10)与所述清洁液箱(73)均位于所述太阳能板(11)的下方；

所述太阳能板(11)与所述蓄电池组(10)电性连接；

所述电机(63)、以及所述除尘风扇(5)均与所述蓄电池组(10)电性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洁液箱(73)与所述太阳能板(11)、以及所述蓄电池组(10)之间设有呈L型的绝

缘挡板(1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皮带(43)设有多个通孔(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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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皮带(43)下方设有污水收集箱(1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多个万向轮(14)；

多个所述万向轮(14)分别固定所述柜体(1)下表面。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管(71)外侧设有金属定型软管(15)。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抹尘块(82)由海绵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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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瓷砖机械领域，更具体的，涉及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瓷砖，又称磁砖，是以耐火的金属氧化物及半金属氧化物，经由研磨、混合、压制、

施釉、烧结之过程，而形成的一种耐酸碱的瓷质或石质等，建筑或装饰材料，称之为瓷砖。其

原材料多由粘土、石英砂等等混合而成。瓷砖出厂时需要清除表面的灰尘，以免影响瓷砖的

质量和美观。目前普遍采用人工擦除方式去除瓷砖表面灰尘，生产效率低，浪费人力，而且

还存在部分擦除效果不好、影响工作者健康等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出一种瓷砖生

产的除尘装置；该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具有效率高、以及除尘效果好的特点。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包括柜体；

[0006] 所述柜体的左侧壁设有瓷砖进口端、以及所述柜体的右侧壁设有瓷砖出口端；

[0007] 所述瓷砖进口端下方设有左支架，所述瓷砖出口端下方设有右支架；

[0008] 所述左支架的左端与所述柜体的左侧壁固定连接，所述右支架的右端与所述柜体

的右侧壁固定连接；

[0009] 所述左支架与所述右支架之间设有传送组件；

[0010] 所述传送组件包括从动滚轴、主动滚轴、以及用于传送瓷砖的皮带；

[0011] 所述从动滚轴与所述左支架的右端活动连接，且所述主动滚轴与所述右支架的左

端活动连接；

[0012] 所述皮带套设在从动滚轴、以及主动滚轴上；

[0013] 所述柜体的内部顶壁从左至右依次设有除尘风扇、毛刷辊机构、喷淋机构、抹尘

柱、以及粘尘机构；

[0014] 所述毛刷辊机构包括固定于所述柜体顶壁的第一气缸、毛刷辊、以及电机；

[0015] 所述第一气缸的下端与所述电机固定连接；

[0016] 所述毛刷辊、以及所述主动滚轴的一端均与所述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0017] 所述喷淋机构包括导管、喷头以及清洁液箱；

[0018] 所述清洁液箱固定于所述柜体的上表面；

[0019] 所述导管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清洁液箱、以及喷头连通；

[0020] 所述抹尘柱包括固定柱、以及抹尘块；

[0021] 所述固定柱的下端与抹尘块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0022] 所述粘尘机构包括第二气缸、以及粘尘板；

[0023] 所述第二气缸的输出轴设有第一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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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所述粘尘板上表面设有第二磁铁；

[0025] 所述第一磁铁与所述第二磁铁磁性相吸。

[0026] 可选地，还包括蓄电池组、以及太阳能板；

[0027] 所述蓄电池组位于所述柜体的上表面，且所述蓄电池组位于所述清洁液箱的右

侧；

[0028] 所述蓄电池组与所述清洁液箱均位于所述太阳能板的下方；

[0029] 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蓄电池组电性连接；

[0030] 所述电机、以及所述除尘风扇均与所述蓄电池组电性连接。

[0031] 可选地，所述清洁液箱与所述太阳能板、以及所述蓄电池组之间设有呈L型的绝缘

挡板。

[0032] 可选地，所述皮带设有多个通孔；

[0033] 所述皮带下方设有污水收集箱。

[0034] 可选地，还包括多个万向轮；

[0035] 多个所述万向轮分别固定所述柜体下表面。

[0036] 可选地，所述导管外侧设有金属定型软管。

[0037] 可选地，所述抹尘块由海绵材料制成。

[003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39]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除尘风扇、毛刷辊机构、喷淋机构、抹尘柱、以及粘尘机构对

瓷砖进行多重除尘，采用自动化的形式除尘，该装置除尘效果好、以及效率高，通过磁铁连

接的粘尘板便于更换和便于清洗，且能吸收空气的尘埃，使用简便且清洁环保。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中：

[0042] 1、柜体；2、瓷砖进口端；21、左支架；3、瓷砖出口端；31、右支架；4、传送组件；41、从

动滚轴；42、主动滚轴；43、皮带；431、通孔；5、除尘风扇；6、毛刷辊机构；61、第一气缸；62、毛

刷辊；63、电机；7、喷淋机构；71、导管；72、喷头；73、清洁液箱；8、抹尘柱；81、固定柱；82、抹

尘块；9、粘尘机构；91、第二气缸；911、第一磁铁；92、粘尘板；921、第二磁铁；10、蓄电池组；

11、太阳能板；12、绝缘挡板；13、污水收集箱；14、万向轮；15、金属定型软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44] 图1实例性地示出了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1所示，一种瓷砖生产的除尘装置，包括柜体1；柜体1的左侧壁设有瓷砖进口端2、以及

柜体1的右侧壁设有瓷砖出口端3；瓷砖进口端2下方设有左支架21，瓷砖出口端3下方设有

右支架31；左支架21的左端与柜体1的左侧壁固定连接，右支架31的右端与柜体1的右侧壁

固定连接；左支架21与右支架31之间设有传送组件4；传送组件4包括从动滚轴41、主动滚轴

42、以及用于传送瓷砖的皮带43；从动滚轴41与左支架21的右端活动连接，且主动滚轴42与

右支架31的左端活动连接；皮带43套设在从动滚轴41、以及主动滚轴42上；柜体1的内部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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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从左至右依次设有除尘风扇5、毛刷辊机构6、喷淋机构7、抹尘柱8、以及粘尘机构9；毛刷

辊机构6包括固定于柜体1顶壁的第一气缸61、毛刷辊62、以及电机63；第一气缸61的下端与

电机63固定连接；毛刷辊62、以及主动滚轴42的一端均与电机63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喷淋机

构7包括导管71、喷头72以及清洁液箱73；清洁液箱73固定于柜体1的上表面；导管71的上下

两端分别与清洁液箱73、以及喷头72连通；抹尘柱8包括固定柱81、以及抹尘块82；固定柱81

的下端与抹尘块82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粘尘机构9包括第二气缸91、以及粘尘板92；第二气

缸91的输出轴设有第一磁铁911；粘尘板92上表面设有第二磁铁921；第一磁铁911与第二磁

铁921磁性相吸。

[0045] 当瓷砖从瓷砖进口端2进入柜体1，从动滚轴41、以及主动滚轴42分别可在左支架

21右端、以及右支架31的左端自由转动。电机63为主动滚轴42的提供动力，通过皮带43传送

从而带动从动滚轴41，皮带43有平稳传送的特点，避免瓷砖受到冲击损坏，皮带43上的瓷砖

首先经过上方的除尘风扇5进行初步的除尘处理，然后通过毛刷辊机构6对瓷砖表面的尘埃

扫除，传送一定距离后，再经连接清洁液箱73的喷头72向瓷砖表面喷洒清洁液进行清洗，然

后抹尘柱8对瓷砖上的液体进行擦干，最后进一步对瓷砖进行除尘，粘尘机构9设有第二气

缸91，实现可伸缩功能，利用粘尘板92下表面与瓷砖上表面接触，可粘吸取任何可见微粒，

设有相吸的第一磁铁911与第二磁铁921可方便更换粘尘板92或清洗粘尘板92，粘尘板92能

吸收空气中的尘埃，达到环保的效果，且瓷砖经多重除尘处理后的除尘效果好。

[0046] 可选地，还包括蓄电池组10、以及太阳能板11；蓄电池组10位于柜体1的上表面，且

蓄电池组10位于清洁液箱73的右侧；蓄电池组10与清洁液箱73均位于太阳能板11的下方；

太阳能板11与蓄电池组10电性连接；电机63、以及除尘风扇5均与蓄电池组10电性连接。设

置太阳能板11能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至蓄电池组10，蓄电池组10可为柜体1内的电机63、除

尘风扇5等提供电源。

[0047] 可选地，清洁液箱73与太阳能板11、以及蓄电池组10之间设有呈L型的绝缘挡板

12。防止清洁液箱73内的液体与太阳能板11、以及蓄电池组10接触，从而导致漏电等故障问

题，设置绝缘挡板12有效隔开，提高该装置安全性。

[0048] 可选地，皮带43设有多个通孔431；皮带43下方设有污水收集箱13。设置皮带43有

多个通孔431，方便对污水的回收，清洁后的清洁液及尘埃等混合物通过通孔431流入污水

收集箱13。

[0049] 可选地，还包括多个万向轮14；多个万向轮14分别固定柜体1下表面。设置多个万

向轮14能方便该装置移动到阳光下，为太阳能板11工作提供方便。

[0050] 可选地，导管71外侧设有金属定型软管15。当喷头72用于清洗皮带43的时候，能利

用金属定型软管15可立体空间中任意弯曲成一定形状并能保持其形状的特点，移动喷头72

对皮带43其他方位进行清洗。

[0051] 可选地，抹尘块82由海绵材料制成。为使得抹尘块82既能吸水，也能抹去尘埃，优

选地，选取海绵材料的块体对瓷砖进行擦干。抹尘块82形状可设置为圆台形，没有棱角且材

料柔软，从而不会刮损瓷砖表面。

[0052]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优选实施例进行描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悉，在不脱离本实

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变或等效替换。本实

用新型不受此处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其他落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内的实施例都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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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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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208555147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