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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

件清洗机，包括底座，喷水锥形枪结构，清洁毛刷

盒结构，旋转吹干机结构，固定座，滑动槽，滑块，

连接板，固定螺栓，水箱，漏斗，过滤网，送水管，

开口环，开关，支撑架和吸水泵。本实用新型L型

支柱，连接柱，吹风机，出气管，喷气头，喷气孔和

稳定座的设置，有利于快速干燥清洗后的冲压

件；喷孔，锥形头，连接管，机械水阀，波纹管和连

通管的设置，有利于提高冲洗的准确度，方便清

洗；清洁箱，电机，毛刷套和刷毛的设置，有利于

解放双手，提高清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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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其特征在于，该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

包括底座(1)，喷水锥形枪结构(2)，清洁毛刷盒结构(3)，旋转吹干机结构(4)，固定座(5)，

滑动槽(6)，滑块(7)，连接板(8)，固定螺栓(9)，水箱(10)，漏斗(11)，过滤网(12)，送水管

(13)，开口环(14)，开关(15)，支撑架(16)和吸水泵(17)，所述的喷水锥形枪结构(2)和开口

环(14)相连接；所述的喷水锥形枪结构(2)和吸水泵(17)相连接；所述的喷水锥形枪结构

(2)和水箱(10)相连接；所述的清洁毛刷盒结构(3)和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旋转吹干机结

构(4)和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固定座(5)下部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部左侧位置；所述

的滑动槽(6)开设在连接板(8)的内部右侧；所述的滑块(7)左侧活动卡接在滑动槽(6)的内

部右侧上部并通过固定螺栓(9)固定；所述的连接板(8)下部螺栓连接在固定座(5)的上部

中间位置；所述的水箱(10)左侧中间位置螺栓连接在滑块(7)的右侧；所述的漏斗(11)下部

螺纹连接在送水管(13)的上部；所述的过滤网(12)螺栓连接在送水管(13)的内侧上部；所

述的开口环(14)左侧螺栓连接在水箱(10)的右侧上部；所述的开关(15)螺栓连接在底座

(1)的前部右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架(16)上部分别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底部四角位

置；所述的吸水泵(17)右侧螺栓连接在水箱(10)的内部右侧下部位置；所述的喷水锥形枪

结构(2)包括喷孔(21)，锥形头(22)，连接管(23)，机械水阀(24)，波纹管(25)和连通管

(26)，所述的喷孔(21)开设在锥形头(22)的上部；所述的锥形头(22)下部螺纹连接在连接

管(23)的上部；所述的机械水阀(24)右侧螺纹连接在连接管(23)的左侧；所述的连接管

(23)下部螺纹连接在波纹管(25)的上部；所述的波纹管(25)下部螺纹连接在连通管(26)的

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波纹管(25)

外壁下侧卡接在开口环(14)的内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通管(26)

左侧贯穿水箱(10)的右侧下部并螺纹连接在吸水泵(17)的右侧出水口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架(16)

具体采用不锈钢架。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洁毛刷盒

结构(3)包括清洁箱(31)，电机(32)，毛刷套(33)，刷毛(34)，磁铁(35)和工作台(36)，所述

的电机(32)外侧分别螺栓连接在清洁箱(31)的内部左右两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毛刷套(33)

的外侧分别螺栓连接在电机(32)内侧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刷毛(34)外侧从上到下依次胶接

在毛刷套(33)的内侧；所述的磁铁(35)下部螺栓连接在工作台(36)的上部；所述的工作台

(36)下部螺栓连接在清洁箱(31)的内部下侧中间位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洁箱(31)

下部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部中间位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吹干机

结构(4)包括L型支柱(41)，连接柱(42)，吹风机(43)，出气管(44)，喷气头(45)，喷气孔(46)

和稳定座(47)，所述的连接柱(42)右侧上部螺栓连接在L型支柱(41)的左侧上部位置；所述

的吹风机(43)上部右侧中间位置螺栓连接在连接柱(42)的下侧；所述的出气管(44)上部右

侧螺纹连接在吹风机(43)的下侧出风口处；所述的喷气头(45)上部右侧中间位置螺纹连接

在出气管(44)的下部左侧；所述的喷气孔(46)从左到右依次开设在喷气头(45)的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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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稳定座(47)

下部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部右侧位置。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柱(42)

具体采用不锈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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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汽车配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

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清洗机，冲压件在清洗后，其表面上残留的清洗液容易被冲压件带出在空气

中挥发，造成环境污染且清洗液的浪费大。而且现有清洗机完全敞口，清洗液很容易挥发出

来，造成环境污染和清洗液的浪费。同时，冲压件的表面附着的铁屑，造成清洗液无法重复

使用，导致清洗液更换率高，成本高。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207025951U，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冲压件清洗机，包括传送

网带，其设置在冲压件清洗机的内部，其包含有上部及下部，所述上部与下部相对平行设置

且循环传动；所述上部沿冲压件清洗机的长度方向从右到左依次包括第一钢带、第二钢带、

第三钢带，所述第二钢带水平设置，所述第一钢带与第三钢带的下端面分别与所述第一钢

带的一对侧边无缝连接。但是现有的冲压件清洗机还存在着冲洗后的冲压件干燥速度慢，

冲洗位置不够准确和清洗效率低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以

解决现有的冲压件清洗机冲洗后的冲压件干燥速度慢，冲洗位置不够准确和清洗效率低的

问题。一种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包括底座，喷水锥形枪结构，清洁毛刷盒结构，旋

转吹干机结构，固定座，滑动槽，滑块，连接板，固定螺栓，水箱，漏斗，过滤网，送水管，开口

环，开关，支撑架和吸水泵，所述的喷水锥形枪结构和开口环相连接；所述的喷水锥形枪结

构和吸水泵相连接；所述的喷水锥形枪结构和水箱相连接；所述的清洁毛刷盒结构和底座

相连接；所述的旋转吹干机结构和底座相连接；所述的固定座下部螺栓连接在底座的上部

左侧位置；所述的滑动槽开设在连接板的内部右侧；所述的滑块左侧活动卡接在滑动槽的

内部右侧上部并通过固定螺栓固定；所述的连接板下部螺栓连接在固定座的上部中间位

置；所述的水箱左侧中间位置螺栓连接在滑块的右侧；所述的漏斗下部螺纹连接在送水管

的上部；所述的过滤网螺栓连接在送水管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开口环左侧螺栓连接在水箱

的右侧上部；所述的开关螺栓连接在底座的前部右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架上部分别螺

栓连接在底座的底部四角位置；所述的吸水泵右侧螺栓连接在水箱的内部右侧下部位置；

所述的喷水锥形枪结构包括喷孔，锥形头，连接管，机械水阀，波纹管和连通管，所述的喷孔

开设在锥形头的上部；所述的锥形头下部螺纹连接在连接管的上部；所述的机械水阀右侧

螺纹连接在连接管的左侧；所述的连接管下部螺纹连接在波纹管的上部；所述的波纹管下

部螺纹连接在连通管的上部。

[0006] 优选的，所述的波纹管外壁下侧卡接在开口环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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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的连通管左侧贯穿水箱的右侧下部并螺纹连接在吸水泵的右侧出水

口处。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吸水泵和开关电性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开关具体采用型号为G07K312Y的三联开关。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吸水泵具体采用型号为LY-JLM的吸水泵。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支撑架具体采用不锈钢架。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清洁毛刷盒结构包括清洁箱，电机，毛刷套，刷毛，磁铁和工作台，

所述的电机外侧分别螺栓连接在清洁箱的内部左右两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毛刷套的外侧分

别螺栓连接在电机内侧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刷毛外侧从上到下依次胶接在毛刷套的内侧；

所述的磁铁下部螺栓连接在工作台的上部；所述的工作台下部螺栓连接在清洁箱的内部下

侧中间位置。

[0013] 优选的，所述的电机具体采用型号为YE2的电机。

[0014] 优选的，所述的电机和开关电性连接。

[0015] 优选的，所述的清洁箱下部螺栓连接在底座的上部中间位置。

[0016]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吹干机结构包括L型支柱，连接柱，吹风机，出气管，喷气头，喷

气孔和稳定座，所述的连接柱右侧上部螺栓连接在L型支柱的左侧上部位置；所述的吹风机

上部右侧中间位置螺栓连接在连接柱的下侧；所述的出气管上部右侧螺纹连接在吹风机的

下侧出风口处；所述的喷气头上部右侧中间位置螺纹连接在出气管的下部左侧；所述的喷

气孔从左到右依次开设在喷气头的下部。

[0017] 优选的，所述的稳定座下部螺栓连接在底座的上部右侧位置。

[0018] 优选的，所述的开关和吹风机电性连接。

[0019] 优选的，所述的吹风机具体采用型号为GF-150E的吹风机。

[0020] 优选的，所述的连接柱具体采用不锈钢柱。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2]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L型支柱，连接柱，吹风机，出气管，喷气头，喷气孔和稳定

座的设置，有利于快速干燥清洗后的冲压件。

[0023] 2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喷孔，锥形头，连接管，机械水阀，波纹管和连通管的设

置，有利于提高冲洗的准确度，方便清洗。

[0024]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清洁箱，电机，毛刷套和刷毛的设置，有利于解放双手，提

高清洗效率。

[0025]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滑动槽，滑块和连接板的设置，有利于调节水箱的高度。

[0026]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漏斗的设置，有利于向水箱内加水。

[0027]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过滤网的设置，有利于过滤出水中的杂质。

[0028]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开口环的设置，有利于存取波纹管。

[0029]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磁铁和工作台的设置，有利于固定冲压件。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喷水锥形枪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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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清洁毛刷盒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旋转吹干机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

[0035] 1、底座；2、喷水锥形枪结构；21、喷孔；22、锥形头；23、连接管；24、机械水阀；25、波

纹管；26、连通管；3、清洁毛刷盒结构；31、清洁箱；32、电机；33、毛刷套；34、刷毛；35、磁铁；

36、工作台；4、旋转吹干机结构；41、L型支柱；42、连接柱；43、吹风机；44、出气管；45、喷气

头；46、喷气孔；47、稳定座；5、固定座；6、滑动槽；7、滑块；8、连接板；9、固定螺栓；10、水箱；

11、漏斗；12、过滤网；13、送水管；14、开口环；15、开关；16、支撑架；17、吸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7] 实施例：

[0038] 如附图1至附图4所示

[0039]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重清洗方式的冲压件清洗机，包括底座1，喷水锥形枪结构

2，清洁毛刷盒结构3，旋转吹干机结构4，固定座5，滑动槽6，滑块7，连接板8，固定螺栓9，水

箱10，漏斗11，过滤网12，送水管13，开口环14，开关15，支撑架16和吸水泵17，所述的喷水锥

形枪结构2和开口环14相连接；所述的喷水锥形枪结构2和吸水泵17相连接；所述的喷水锥

形枪结构2和水箱10相连接；所述的清洁毛刷盒结构3和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旋转吹干机结

构4和底座1相连接；所述的固定座5下部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部左侧位置；所述的滑动槽6

开设在连接板8的内部右侧；所述的滑块7左侧活动卡接在滑动槽6的内部右侧上部并通过

固定螺栓9固定；所述的连接板8下部螺栓连接在固定座5的上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水箱10左

侧中间位置螺栓连接在滑块7的右侧；所述的漏斗11下部螺纹连接在送水管13的上部；所述

的过滤网12螺栓连接在送水管13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开口环14左侧螺栓连接在水箱10的右

侧上部；所述的开关15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前部右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支撑架16上部分别螺

栓连接在底座1的底部四角位置；所述的吸水泵17右侧螺栓连接在水箱10的内部右侧下部

位置；所述的喷水锥形枪结构2包括喷孔21，锥形头22，连接管23，机械水阀24，波纹管25和

连通管26，所述的喷孔21开设在锥形头22的上部；所述的锥形头22下部螺纹连接在连接管

23的上部；所述的机械水阀24右侧螺纹连接在连接管23的左侧；所述的连接管23下部螺纹

连接在波纹管25的上部；所述的波纹管25下部螺纹连接在连通管26的上部。

[004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波纹管25外壁下侧卡接在开口环14的内部。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连通管26左侧贯穿水箱10的右侧下部并螺纹连接

在吸水泵17的右侧出水口处。

[004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吸水泵17和开关15电性连接。

[004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开关15具体采用型号为G07K312Y的三联开关。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吸水泵17具体采用型号为LY-JLM的吸水泵。

[004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支撑架16具体采用不锈钢架。

[004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清洁毛刷盒结构3包括清洁箱31，电机32，毛刷套

33，刷毛34，磁铁35和工作台36，所述的电机32外侧分别螺栓连接在清洁箱31的内部左右两

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毛刷套33的外侧分别螺栓连接在电机32内侧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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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外侧从上到下依次胶接在毛刷套33的内侧；所述的磁铁35下部螺栓连接在工作台36的上

部；所述的工作台36下部螺栓连接在清洁箱31的内部下侧中间位置。

[004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电机32具体采用型号为YE2的电机。

[004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电机32和开关15电性连接。

[004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清洁箱31下部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部中间位置。

[005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旋转吹干机结构4包括L型支柱41，连接柱42，吹风

机43，出气管44，喷气头45，喷气孔46和稳定座47，所述的连接柱42右侧上部螺栓连接在L型

支柱41的左侧上部位置；所述的吹风机43上部右侧中间位置螺栓连接在连接柱42的下侧；

所述的出气管44上部右侧螺纹连接在吹风机43的下侧出风口处；所述的喷气头45上部右侧

中间位置螺纹连接在出气管44的下部左侧；所述的喷气孔46从左到右依次开设在喷气头45

的下部。

[005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稳定座47下部螺栓连接在底座1的上部右侧位置。

[005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开关15和吹风机43电性连接。

[005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吹风机43具体采用型号为GF-150E的吹风机。

[005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连接柱42具体采用不锈钢柱。

[0055] 工作原理

[0056]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打开开关15启动电机32，电机32带动毛刷套33和刷毛34转动，

将冲压件放置在磁铁35和工作台36的上部，磁铁35吸附固定冲压件，刷毛34对冲压件进行

清理；通过漏斗将清水11倒入水箱10，打开开关15启动吸水泵17，水箱10内的水从喷孔21里

喷出，对固定在清洁箱31内的冲压件进行冲洗，废水存留在清洁箱31内，清洗完毕后借助外

部工具清除并倒入指定位置；通过打开开关15启动吹风机43，风从喷气头45上开设的喷气

孔46内吹出，对清洗好的冲压件进行干燥。

[0057]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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