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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

及方法，它包括磁刷，所述磁刷的表面吸附有磁

流体，所述磁刷的背部固定安装有透明容器，所

述透明容器的和磁刷之间安装有超声波振动片，

所述超声波振动片与换能器相连，所述换能器与

超声波发射器相连接，所述透明容器的顶端预留

有瓶口，所述透明容器的侧壁上固定有用于调节

磁场强度的电磁铁，所述电磁铁与超声波发射器

相连接。该装置可以通过磁流体来有针对性的去

除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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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磁刷（4），所述磁刷（4）的表面吸附

有磁流体（2），所述磁刷（4）的背部固定安装有透明容器（9），所述透明容器（9）和磁刷（4）之

间安装有超声波振动片（6），所述超声波振动片（6）与换能器（8）相连，所述换能器（8）与超

声波发射器（18）相连接，所述透明容器（9）的顶端预留有瓶口（10），所述透明容器（9）的侧

壁上固定有用于调节磁场强度的电磁铁（12），所述电磁铁（12）与超声波发射器（18）相连

接；

所述磁刷（4）采用磁性材料制成，所述磁刷（4）的外端面固定安装有刷头（1），所述刷头

（1）上加工有均布的细孔洞（3）；所述超声波振动片（6）上均布设置有孔洞（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流体（2）采用

清洁剂作为载体，在清洁剂内部混合有纳米磁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容器（9）的

侧壁上加工有插孔，所述插孔内部滑动配合安装有玻璃条（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瓶口（10）上盖有

盖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铁（12）的背

部固定安装有把手（14），所述把手（14）的四角加工有预留孔（13），所述预留孔（13）上安装

有螺栓组件，所述螺栓组件贯穿电磁铁（12）并与透明容器（9）固定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波发射器

（18）上设置有数显屏（15）、电流调节器（16）、第一开关（17）和第二开关（19）。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及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剂采

用四氯乙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波发射器

（18）把50-60Hz的市电转化为高功率的15kHz-100kHz电源提供给换能器（8），换能器（8）把

高频率电能转化为机械振动能传递给超声波振动片（6），通过磁流体（2）传递振动，让污渍

和磁流体产生共振，使物体表面污渍脱离。

9.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对电子产品去污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Step1：材料准备：根据所要清洁物品的污渍选择对应的清洁剂作为载体，然后在清洁

剂内部混入纳米磁粉；

Step2：在透明容器（9）上部瓶口（10）中倒入制备好的磁流体（2）；

Step3：向外侧滑动透明容器（9）侧壁处的玻璃条（7），使透明容器（9）侧壁形成孔洞，磁

刷（4）的刷板及刷毛都带有磁性将磁流体（2）从细孔洞（3）中吸附在磁刷上；

Step4：打开超声波发射器的第二开关（19），通过换能器（8）将功率超声频源的声能转

换成机械振动传递到超声波振动片（6）上，从而通过磁流体传递振动，从而使磁流体和污渍

产生共振，使磁流体和污渍融合；

Step5：污渍清洁完，打开超声波发射器的第一开关（17），使电磁铁（12）通电，将磁流体

和污渍混合物从孔洞（5）中吸到透明容器（9）中，将玻璃条（7）向中间滑动，使透明容器（9）

密封，此时通过电流调节器调大电磁铁磁力，电流大小会在数显屏（15）上显示，从而使磁流

体密度改变，起到分离污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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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最终通过透明容器（9）上的瓶口（10）将污渍吸走，此时磁流体可重复使用。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404891 B

3



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去污装置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产品越来越发达，人们使用的也越来越多，但是电子产品不能进水从而不易

清洗，本发明一种磁流体去污装置可以直接在电子产品表面清洗。同样，对于不好清洁的实

验室用品，磁流体效果更强，混合不同溶剂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污，而且不会混入水。相比于

传统去污方法，磁流体去污效果更好，适用清洁范围更广，用起来更方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不通过水来有针对性的快速高效无

残留清洁不同种类物品污渍，该装置可以通过磁流体来有针对性的去除污渍。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的技术特征，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

装置，它包括磁刷，所述磁刷的表面吸附有磁流体，所述磁刷的背部固定安装有透明容器，

所述透明容器的和磁刷之间安装有超声波振动片，所述超声波振动片与换能器相连，所述

换能器与超声波发射器相连接，所述透明容器的顶端预留有瓶口，所述透明容器的侧壁上

固定有用于调节磁场强度的电磁铁，所述电磁铁与超声波发射器相连接。

[0005] 所述磁刷采用磁性材料制成，所述磁刷的外端面固定安装有刷头，所述刷头上加

工有均布的细孔洞；所述超声波振动片上均布设置有孔洞。

[0006] 所述磁流体采用清洁剂作为载体，在清洁剂内部混合有纳米磁粉。

[0007] 所述透明容器的侧壁上加工有插孔，所述插孔内部滑动配合安装有玻璃条。

[0008] 所述瓶口上盖有盖子。

[0009] 所述电磁铁的背部固定安装有把手，所述把手的四角加工有预留孔，所述预留孔

上安装有螺栓组件，所述螺栓组件贯穿电磁铁并与透明容器固定相连。

[0010] 所述超声波发射器上设置有数显屏、电流调节器、第一开关和第二开关。

[0011] 所述清洁剂采用四氯乙烯。

[0012] 所述超声波发射器把50-60Hz的市电转化为高功率的15kHz-100kHz电源提供给换

能器，换能器把高频率电能转化为机械振动能传递给超声波振动片，通过磁流体传递振动，

让污渍和磁流体产生共振，使物体表面污渍脱离。

[0013] 任意一项所述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对电子产品去污的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14] Step1：材料准备：根据所要清洁物品的污渍选择对应的清洁剂作为载体，然后在

清洁剂内部混入纳米磁粉；

[0015] Step2：在透明容器上部瓶口中倒入制备好的磁流体；

[0016] Step3：向外侧滑动透明容器侧壁处的玻璃条，使玻璃容器侧壁形成孔洞，磁刷的

刷板及刷毛都带有磁性将磁流体从细孔洞中吸附在磁刷上；

[0017] Step4：打开超声波发射器的第二开关，通过换能器将功率超声频源的声能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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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传递到超声波振动片上，从而通过磁流体传递振动，从而使磁流体和污渍产生共

振，使磁流体和污渍融合；

[0018] Step5：污渍清洁完，打开超声波发射器的第一开关，使电磁铁通电，将磁流体和污

渍混合物从孔洞中吸到透明容器中，将玻璃条向中间滑动，使透明容器密封，此时通过电流

调节器调大电磁铁磁力，电流大小会在数显屏上显示，从而使磁流体密度改变，起到分离污

渍的作用；

[0019] Step6：最终通过透明容器上的瓶口将污渍吸走，此时磁流体可重复使用。

[0020] 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1] 1、该装置针对不同的污渍选择不同成分清洁剂作为载体，从而制成磁流体可以有

针对性的去除不同种类污渍。

[0022] 2、磁刷及刷毛都有磁性，磁流体会吸附在磁刷上，刷头直接与污渍接触，磁流体内

的清洁剂成分可以溶解污渍达到清洁效果。

[0023] 3、磁刷上留有均匀的较细的细孔洞，便于磁流体进出及吸附，且不会造成磁流体

露出。

[0024] 4、超声波发射器通过换能器让振动片振动，从而通过磁流体传递振动，从而使物

体表面污渍与磁流体发生共振，更容易脱落。

[0025] 5、并且超声波振动片留有贯穿的孔洞，可以进出磁流体。

[0026] 6、电磁铁可以把磁刷表面附着的磁流体及污渍通过孔洞吸入到玻璃容器中。利用

磁流体的密度随磁场变化的特性，通过改变电流大小从而改变磁力大小，从而改变磁流体

的密度，使磁流体和污渍分离。

[0027] 7、透明容器是透明的，可以清晰看到分层的磁流体及污渍，通过上端留有瓶口可

以放入吸管把污渍吸走，实现磁流体的重复利用。

[0028] 8、玻璃容器与振动片接触面留有夹层并且和振动片留有相同位置孔洞，在洞口两

边的玻璃条可以向中间滑动正好堵住洞口，使磁流体与污渍留在玻璃容器内。

[0029] 9、该装置主要是通过磁流体来实现清洁的效果，不需要用水，从而可以清洁不能

沾水的设备如电子元件等，避免清洁过后水残留在设备表面通电后发生短路现象。

[0030] 10、该装置在清洗过程中磁流体吸附在磁刷表层直接与污渍接触，不会渗透到清

洁对象内部，可以避免清洁残留现象。

附图说明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装置的整体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装置刷头局部图。

[0034] 图3为本发明装置超声波振动片局部图。

[0035] 图4为本发明装置透明容器局部图。

[0036] 图中：刷头1、磁流体2、细孔洞3、磁刷4、孔洞5、超声波振动片6、玻璃条7、换能器8、

透明容器9、瓶口10、污渍11、电磁铁12、预留孔13、把手14、数显屏15、电流调节器16、第一开

关17、超声波发射器18、第二开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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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8] 实施例1：

[0039] 参见图1-4，一种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它包括磁刷4，所述磁刷4的表面吸附有

磁流体2，所述磁刷4的背部固定安装有透明容器9，所述透明容器9的和磁刷4之间安装有超

声波振动片6，所述超声波振动片6与换能器8相连，所述换能器8与超声波发射器18相连接，

所述透明容器9的顶端预留有瓶口10，所述透明容器9的侧壁上固定有用于调节磁场强度的

电磁铁12，所述电磁铁12与超声波发射器18相连接。通过采用上述结构的装置能够用于电

子产品表面的去污作业，其主要采用磁吸附的去污原理，在使用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污渍选

择不同成分清洁剂作为载体，从而制成磁流体，能够有效的去除不同种类污渍，在清洁过程

中，通过磁刷及刷毛都有磁性，磁流体会吸附在磁刷上，刷头直接与污渍接触，磁流体内的

清洁剂成分可以溶解污渍达到清洁效果。

[0040] 进一步的，所述磁刷4采用磁性材料制成，所述磁刷4的外端面固定安装有刷头1，

所述刷头1上加工有均布的细孔洞3；所述超声波振动片6上均布设置有孔洞5。所述刷头1上

均布设置有刷毛。

[0041] 进一步的，所述磁流体2采用清洁剂作为载体，在清洁剂内部混合有纳米磁粉。通

过在清洁剂中加入磁粉能够增强清洁效果。

[0042] 进一步的，所述透明容器9的侧壁上加工有插孔，所述插孔内部滑动配合安装有玻

璃条7。通过玻璃条7能够起到分隔透明容器9的目的。

[0043] 进一步的，所述瓶口10上盖有盖子。通过盖子能够对透明容器9进行密封，一方面

方面装入磁流体，另一方面方便后续污渍的吸出。

[0044] 进一步的，所述电磁铁12的背部固定安装有把手14，所述把手14的四角加工有预

留孔13，所述预留孔13上安装有螺栓组件，所述螺栓组件贯穿电磁铁12并与透明容器9固定

相连。通过上述的

[0045] 进一步的，所述超声波发射器18上设置有数显屏15、电流调节器16、第一开关17和

第二开关19。

[0046] 进一步的，所述清洁剂采用四氯乙烯。此类清洁剂能够起到很好的清洁效果。

[0047] 进一步的，所述超声波发射器18把50-60Hz的市电转化为高功率的15kHz-100kHz

电源提供给换能器8，换能器8把高频率电能转化为机械振动能传递给超声波振动片6，通过

磁流体2传递振动，让污渍和磁流体产生共振，使物体表面污渍脱离。

[0048] 实施例2：

[0049] 任意一项所述通过磁流体去污的装置对电子产品去污的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50] Step1：材料准备：根据所要清洁物品的污渍选择对应的清洁剂作为载体，然后在

清洁剂内部混入纳米磁粉；

[0051] Step2：在透明容器9上部瓶口10中倒入制备好的磁流体2；

[0052] Step3：向外侧滑动透明容器9侧壁处的玻璃条7，使玻璃容器9侧壁形成孔洞，磁刷

4的刷板及刷毛都带有磁性将磁流体2从细孔洞3中吸附在磁刷上；

[0053] Step4：打开超声波发射器的第二开关19，通过换能器8将功率超声频源的声能转

换成机械振动传递到超声波振动片6上，从而通过磁流体传递振动，从而使磁流体和污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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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振，使磁流体和污渍融合；

[0054] Step5：污渍清洁完，打开超声波发射器的第一开关17，使电磁铁12通电，将磁流体

和污渍混合物从孔洞5中吸到透明容器9中，将玻璃条7向中间滑动，使透明容器9密封，此时

通过电流调节器调大电磁铁磁力，电流大小会在数显屏15上显示，从而使磁流体密度改变，

起到分离污渍的作用；

[0055] Step6：最终通过透明容器9上的瓶口10将污渍吸走，此时磁流体可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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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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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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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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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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