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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

置，属于超声波清洗设备技术领域。该超声波清

洗机用进料装置包括安装架，所述安装架的内部

安装有超声波清洗机本体，所述超声波清洗机本

体的表面安装有控制终端，所述安装架的内部安

装有进料机构；所述进料机构包括进料箱和机械

臂，所述进料箱固定连接于所述安装架的内部，

所述机械臂固定连接于所述安装架的内顶壁。通

过设置进料机构，驱动组件能够通过连接轴不断

转动凸轮，使得凸轮通过送料框带动产品不断振

动，以震落产品表面粘附不强的杂质，这无需工

作人员手动清理，不仅能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

动强度，还能够提高超声波清洗机本体的清洁效

率，从而达到良好的自清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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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架，所述安装架的内部安装有超声

波清洗机本体，所述超声波清洗机本体的表面安装有控制终端，所述安装架的内部安装有

进料机构；

所述进料机构包括进料箱和机械臂，所述进料箱固定连接于所述安装架的内部，所述

机械臂固定连接于所述安装架的内顶壁，所述进料箱的内部安装有输送组件，所述输送组

件的表面安装有送料框，所述进料箱的内部安装有与所述送料框接触的清洁组件，所述进

料箱的内部安装有设置于所述清洁组件下方的收集组件，所述收集组件的一端贯穿至所述

进料箱的外部，所述进料箱的表面安装有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的一端贯穿至所述进料

箱的内部，所述输送组件、所述清洁组件和所述收集组件的表面均与所述驱动组件连接；

所述清洁组件包括连接轴，所述连接轴转动连接于所述进料箱的内壁，所述连接轴设

置于所述送料框的下方，所述连接轴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凸轮，所述凸轮的上表面与所述送

料框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组件包括数

量为两个的传动轴和数量为两个的传动链，两个所述传动轴均转动连接于所述进料箱的内

壁，两个所述传动链的内表面均与传动轴的表面啮合连接，两个所述传动轴通过所述传动

链传动连接，所述送料框的两端分别安装于两个所述传动链的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链的表面固

定连接有均匀分布的限位板，所述送料框的端部设置于相邻两个所述限位板之间，相邻两

个所述限位板的间隔与送料框的端部长度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组件包括数

量为两个的转动轴和收集履带，一侧所述转动轴转动连接于所述进料箱的表面，另一侧所

述转动轴转动连接于所述进料箱的内壁，所述转动轴的表面与所述收集履带的内表面啮合

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箱的表面固

定连接有刮刀，所述刮刀的上端与所述收集履带接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箱的表面安

装有收集箱，所述收集箱设置于所述刮刀的正下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包括链

条，所述链条的内表面啮合连接有数量为三个的齿轮，上端所述齿轮的一端贯穿所述进料

箱并与一侧所述传动轴固定连接，中间所述齿轮的一端贯穿所述进料箱并与所述连接轴啮

合连接，下端所述齿轮的一端贯穿所述进料箱并与另一侧所述转动轴固定连接，下端所述

齿轮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与所述安装架固定连接的驱动电机。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6631847 U

2



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超声波清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超声波清洗机不仅仅是能清洗物品，超声波清洗机还具备分散、乳化、清洗、振动、

震荡、鼓泡、萃取，除油、除锈、除污、除尘、除蜡等诸多功能。

[0003] 目前，工作人员在使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产品时，当产品表面堆积有较多的杂质，

工作人员需要手动清理一部分表面的杂质，否则产品表面杂质堆积过多就很容易降低超声

波清洗机的清洁效率，但是这也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产品表面堆积

有较多杂质时，存在超声波清洗机清洁效率低下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包括安装架，所述安装架的内部安装

有超声波清洗机本体，所述超声波清洗机本体的表面安装有控制终端，所述安装架的内部

安装有进料机构；所述进料机构包括进料箱和机械臂，所述进料箱固定连接于所述安装架

的内部，所述机械臂固定连接于所述安装架的内顶壁，所述进料箱的内部安装有输送组件，

所述输送组件的表面安装有送料框，所述进料箱的内部安装有与所述送料框接触的清洁组

件，所述进料箱的内部安装有设置于所述清洁组件下方的收集组件，所述收集组件的一端

贯穿至所述进料箱的外部，所述进料箱的表面安装有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的一端贯穿

至所述进料箱的内部，所述输送组件、所述清洁组件和所述收集组件的表面均与所述驱动

组件连接；所述清洁组件包括连接轴，所述连接轴转动连接于所述进料箱的内壁，所述连接

轴设置于所述送料框的下方，所述连接轴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凸轮，所述凸轮的上表面与所

述送料框接触。

[0007] 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所述输送组件包括数量为两个的传动轴和数量为两个

的传动链，两个所述传动轴均转动连接于所述进料箱的内壁，两个所述传动链的内表面均

与传动轴的表面啮合连接，两个所述传动轴通过所述传动链传动连接，所述送料框的两端

分别安装于两个所述传动链的表面。

[0008] 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所述传动链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均匀分布的限位板，所

述送料框的端部设置于相邻两个所述限位板之间，相邻两个所述限位板的间隔与送料框的

端部长度相同。

[0009] 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所述收集组件包括数量为两个的转动轴和收集履带，

一侧所述转动轴转动连接于所述进料箱的表面，另一侧所述转动轴转动连接于所述进料箱

的内壁，所述转动轴的表面与所述收集履带的内表面啮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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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所述进料箱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刮刀，所述刮刀的上端

与所述收集履带接触。

[0011] 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所述进料箱的表面安装有收集箱，所述收集箱设置于

所述刮刀的正下方。

[0012] 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所述驱动组件包括链条，所述链条的内表面啮合连接

有数量为三个的齿轮，上端所述齿轮的一端贯穿所述进料箱并与一侧所述传动轴固定连

接，中间所述齿轮的一端贯穿所述进料箱并与所述连接轴啮合连接，下端所述齿轮的一端

贯穿所述进料箱并与另一侧所述转动轴固定连接，下端所述齿轮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与所

述安装架固定连接的驱动电机。

[001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进料机构，驱动组件能够通过连接轴不断转动凸

轮，使得凸轮通过送料框带动产品不断振动，以震落产品表面粘附不强的杂质，这无需工作

人员手动清理，不仅能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还能够提高超声波清洗机本体的清

洁效率，从而达到良好的自清理效果。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中传动链与送料框的连接示意

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中送料框与凸轮的连接示意

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中齿轮的排布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9] 具体实施时：如图1‑4所示，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包括安装架1，安装架1的内

部安装有超声波清洗机本体2，超声波清洗机本体2的表面安装有控制终端3，安装架1的内

部安装有进料机构4；

[0020] 如图1‑4所示，进料机构4包括进料箱401和机械臂402，进料箱401固定连接于安装

架1的内部，机械臂402固定连接于安装架1的内顶壁，进料箱401的内部安装有输送组件

403，输送组件403的表面安装有送料框404，进料箱401的内部安装有与送料框404接触的清

洁组件405，进料箱401的内部安装有设置于清洁组件405下方的收集组件406，收集组件406

的一端贯穿至进料箱401的外部，进料箱401的表面安装有驱动组件407，驱动组件407的一

端贯穿至进料箱401的内部，输送组件403、清洁组件405和收集组件406的表面均与驱动组

件407连接；

[0021]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输送组件403包括数量为两个的传动轴4031和数量为两个

的传动链4032，两个传动轴4031均转动连接于进料箱401的内壁，两个传动链4032的内表面

均与传动轴4031的表面啮合连接，两个传动轴4031通过传动链4032传动连接，送料框404的

两端分别安装于两个传动链4032的表面，这能够匀速运输送料框404，无需工作人员手动输

送，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传动链4032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均匀分布的限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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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3，送料框404的端部设置于相邻两个限位板4033之间，相邻两个限位板4033的间隔与送

料框404的端部长度相同，限位板4033能够限定送料框404的位置，无需担心送料框404在移

动到过程中偏移或旋转的概率，以保障传动链4032能够正常运输送料框404。

[0022] 如图2和图3所示，清洁组件405包括连接轴4051，连接轴4051转动连接于进料箱

401的内壁，连接轴4051设置于送料框404的下方，连接轴405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凸轮4052，

凸轮4052的上表面与送料框404接触，驱动组件407能够通过连接轴4051不断转动凸轮

4052，使得凸轮4052通过送料框404带动产品不断振动，以震落产品表面粘附不强的杂质，

这无需工作人员手动清理，不仅能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还能够提高超声波清洗

机本体2的清洁效率，从而达到良好的自清理效果。

[0023]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收集组件406包括数量为两个的转动轴4061和收集履带

4062，一侧转动轴4061转动连接于进料箱401的表面，另一侧转动轴4061转动连接于进料箱

401的内壁，转动轴4061的表面与收集履带4062的内表面啮合连接，收集履带4062可收集被

凸轮4052震落的杂质，无需担心杂质落到落进料箱401的内部，导致进料箱401被污染的概

率，进料箱401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刮刀4063，刮刀4063的上端与收集履带4062接触，当驱动

组件407带动收集履带4062转动时，刮刀4063可快速刮除收集履带4062表面的杂质，无需工

作人员手动清理，以保障收集履带4062的表面始终保持洁净，进料箱401的表面安装有收集

箱4064，收集箱4064设置于刮刀4063的正下方，收集箱4064可快速收集被刮刀4063刮下的

杂质，无需工作人员手动收集，进一步降低了工作人员的除杂难度。

[0024] 如图3和图4所示，驱动组件407包括链条4071，链条4071的内表面啮合连接有数量

为三个的齿轮4072，上端齿轮4072的一端贯穿进料箱401并与一侧传动轴4031固定连接，中

间齿轮4072的一端贯穿进料箱401并与连接轴4051啮合连接，下端齿轮4072的一端贯穿进

料箱401并与另一侧转动轴4061固定连接，下端齿轮4072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与安装架1固

定连接的驱动电机4073，驱动电机4073可通过链条4071同时带动输送组件403、清洁组件

405和收集组件406转动，无需为输送组件403、清洁组件405和收集组件406单独安装驱动

源，以降低装置运行所需的成本。

[0025] 具体的，该超声波清洗机用进料装置的工作原理：使用时，工作人员需要将带有产

品的送料框404放进传动链4032上，然后通过控制终端3开启驱动电机4073，驱动电机4073

通过下端齿轮4072带动链条4071旋转，链条4071同时带动其他两个齿轮4072转动，上端齿

轮4072通过传动轴4031带动传动链4032转动，传动链4032带动送料框404移动，同时中间齿

轮4072通过连接轴4051带动凸轮4052转动，使得凸轮4052不断顶动送料框404，送料框404

不断振起其内部的产品，以震落产品表面粘附不强的杂质，无需工作人员手动清理，大大降

低了工作人员劳动强度，当杂质被震落后，收集履带4062可收集这些杂质，同时下端齿轮

4072通过转动轴4061带动收集履带4062转动，收集履带4062带动杂质转动，刮刀4063可快

速刮除收集履带4062表面的杂质，并将其导进收集箱4064的内部，无需工作人员手动收集

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当送料框404移动到进料箱401的尽头后，控制终端3控制

机械臂402夹住送料框404，并将其放进超声波清洗机本体2的内部进行清洗，在上述的操作

中，能够在超声波清洗机本体2清洗产品前进行预清理，并且无需工作人员手动清理，不仅

能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还能够提高超声波清洗机本体2的清洁效率，从而达到良

好的自清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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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需要说明的是，超声波清洗机本体2、控制终端3、机械臂402和驱动电机4073具体

的型号规格需根据该装置的实际规格等进行选型确定，具体选型计算方法采用本领域现有

技术，故不再详细赘述。

[0027] 超声波清洗机本体2、控制终端3、机械臂402和驱动电机4073的供电及其原理对本

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清楚的，在此不予详细说明。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以本实用新型为限制，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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