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571649.1

(22)申请日 2019.06.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12319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8.16

(73)专利权人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产业园发展有

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

镇枪堂村启南路99号（苏州东方顺达

物流有限公司1号厂房）

(72)发明人 林蓉瑶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吴韵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364

代理人 王铭陆

(51)Int.Cl.

A47L 1/05(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115059 A,2017.09.01

CN 103349533 A,2013.10.16

CN 109013449 A,2018.12.18

CN 108994854 A,2018.12.14

CN 106264302 A,2017.01.04

CN 201691848 U,2011.01.05

CN 107260077 A,2017.10.20

CN 109106269 A,2019.01.01

CN 208105902 U,2018.11.16

CN 203042115 U,2013.07.10

CN 204246064 U,2015.04.08

CN 108742276 A,2018.11.06

CN 206166830 U,2017.05.17

US 4782548 A,1988.11.08

审查员 王浩羽

 

(54)发明名称

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

节能除尘装置，包括矩形块一，所述矩形块一一

面设有伸缩装置，矩形块一上表面一侧设有矩形

块二，矩形块二下表面一侧与矩形块一固定连

接，矩形块二下表面设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下

侧设有旋转装置，所述矩形块一一面开设有矩形

凹槽，矩形凹槽内一面设有电池。本发明的有益

效果是，结构简单，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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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包括矩形块一（1），其特征在于，所述矩

形块一（1）一面设有伸缩装置，矩形块一（1）上表面一侧设有矩形块二（2），矩形块二（2）下

表面一侧与矩形块一（1）固定连接，矩形块二（2）下表面设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下侧设有

旋转装置，所述矩形块一（1）一面开设有矩形凹槽（3），矩形凹槽（3）内一面设有电池（4）；

所述伸缩装置包括所述矩形块一（1）一面一侧开设有圆形凹槽一（5），圆形凹槽一（5）

内设有导向筒（6），导向筒（6）一端与圆形凹槽一（5）固定连接，导向筒（6）内设有圆柱杆一

（7），圆柱杆一（7）一端与导向筒（6）部分插装连接，圆柱杆一（7）外圆柱面一侧设有直齿条

一（8），直齿条一（8）一面与圆柱杆一（7）固定连接，导向筒（6）一端面一侧设有方块一（9），

方块一（9）一面与导向筒（6）固定连接，方块一（9）一面设有旋转电机一（10），旋转电机一

（10）与方块一（9）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一（10）旋转端设有主动轮一（11），主动轮一（11）与旋

转电机一（10）固定连接且与直齿条一（8）互相啮合；

所述升降装置包括所述矩形块二（2）下表面中间开设有圆形凹槽二（12），圆形凹槽二

（12）内设有升降筒（13），升降筒（13）一端与圆形凹槽二（12）固定连接，升降筒（13）内设有

升降柱（14），升降柱（14）一端与升降筒（13）部分插装连接，升降柱（14）外圆柱面一侧设有

直齿条二（15），直齿条二（15）一面与升降柱（14）固定连接，所述升降筒（13）一端面一侧设

有方块二（16），方块二（16）一面与升降筒（13）固定连接，方块二（16）一面设有旋转电机二

（17），旋转电机二（17）与方块二（16）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二（17）旋转端设有主动轮二（18），

主动轮二（18）与旋转电机二（17）固定连接且与直齿条二（15）互相啮合，升降柱（14）一端设

有圆形板（19），圆形板（19）上表面中间与升降柱（14）固定连接；

所述旋转装置包括所述圆形板（19）下表面中间开设有圆形凹槽三（20），圆形凹槽三

（20）内设有轴承（21），轴承（21）外表面与圆形凹槽三（20）过盈连接，轴承（21）内设有圆柱

杆二（22），圆柱杆二（22）一端与轴承（21）部分过盈连接，圆柱杆二（22）外圆柱面一侧设有

齿轮环（23），齿轮环（23）内表面与圆柱杆二（22）固定连接，所述圆形板（19）下表面一侧设

有旋转电机三（24），旋转电机三（24）与圆形板（19）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三（24）旋转端设有

主动轮三（25），主动轮三（25）与旋转电机三（24）固定连接且与齿轮环（23）互相啮合；

所述矩形块一（1）一面两侧各设有一个升缩杆（26），每个伸缩杆（26）一端与矩形块一

（1）固定连接，伸缩杆（26）另一端设有矩形块三（27），矩形块三（27）一面与两个伸缩杆（26）

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

柱杆一（7）一端设有电动夹板一（28），电动夹板一（28）内夹有矩形除尘布（2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

柱杆二（22）一端设有电动夹板二（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

形凹槽一（5）开口端设有环形挡板（3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

柱杆二（22）一侧设有环形板（32），环形板（32）一面设有空心管（3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矩

形块一（1）上表面一侧设有把手一（34），矩形块一的下表面设有吸盘（3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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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块三（27）上表面设有把手二（3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矩

形块二（2）上表面设有控制板（36），控制板（36）上设有六个按钮（37）。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

转电机一（10）、旋转电机二（17）、旋转电机三（24）、电动夹板一（28）、电动夹板二（30）、控制

板（36）、按钮（37）、电池（4）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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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节能除尘领域，特别是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所居住的房子也都比

较好，现在的房子里几乎全部都用的是大玻璃，如果人们用手去擦会很累的，而且如果玻璃

在高的地方，人们本身就很累了，再晃着胳膊擦玻璃那就更累了。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

装置。

[0004] 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

包括矩形块一，所述矩形块一一面设有伸缩装置，矩形块一上表面一侧设有矩形块二，矩形

块二下表面一侧与矩形块一固定连接，矩形块二下表面设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下侧设有

旋转装置，所述矩形块一一面开设有矩形凹槽，矩形凹槽内一面设有电池；

[0005] 所述伸缩装置包括所述矩形块一一面一侧开设有圆形凹槽一，圆形凹槽一内设有

导向筒，导向筒一端与圆形凹槽一固定连接，导向筒内设有圆柱杆一，圆柱杆一一端与导向

筒部分插装连接，圆柱杆一外圆柱面一侧设有直齿条一，直齿条一一面与圆柱杆一固定连

接，导向筒一端面一侧设有方块一，方块一一面与导向筒固定连接，方块一一面设有旋转电

机一，旋转电机一与方块一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一旋转端设有主动轮一，主动轮一与旋转电

机一固定连接且与直齿条一互相啮合；

[0006] 所述升降装置包括所述矩形块二下表面中间开设有圆形凹槽二，圆形凹槽二内设

有升降筒，升降筒一端与圆形凹槽二固定连接，升降筒内设有升降柱，升降柱一端与升降筒

部分插装连接，升降柱外圆柱面一侧设有直齿条二，直齿条二一面与升降柱固定连接，所述

升降筒一端面一侧设有方块二，方块二一面与升降筒固定连接，方块二一面设有旋转电机

二，旋转电机二与方块二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二旋转端设有主动轮二，主动轮二与旋转电机

二固定连接且与直齿条二互相啮合，升降柱一端设有圆形板，圆形板上表面中间与升降柱

固定连接；

[0007] 所述旋转装置包括所述圆形板下表面中间开设有圆形凹槽三，圆形凹槽三内设有

轴承，轴承外表面与圆形凹槽三过盈连接，轴承内设有圆柱杆二，圆柱杆二一端与轴承部分

过盈连接，圆柱杆二外圆柱面一侧设有齿轮环，齿轮环内表面与圆柱杆二固定连接，所述圆

形板下表面一侧设有旋转电机三，旋转电机三与圆形板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三旋转端设有

主动轮三，主动轮三与旋转电机三固定连接且与齿轮环互相啮合。

[0008] 所述矩形块一一面两侧各设有一个升缩杆，每个伸缩杆一端与矩形块一固定连

接，伸缩杆另一端设有矩形块三，矩形块三一面与两个伸缩杆固定连接。

[0009] 所述圆柱杆一一端设有电动夹板一，电动夹板一内夹有矩形除尘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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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圆柱杆二一端设有电动夹板二。

[0011] 所述圆形凹槽一开口端设有环形挡板。

[0012] 所述圆柱杆二一侧设有环形板，环形板一面设有空心管。

[0013] 所述矩形块一上表面一侧设有把手一，矩形块一的下表面设有吸盘。

[0014] 所述矩形块三上表面设有把手二。

[0015] 所述矩形块二上表面设有控制板，控制板上设有六个按钮。

[0016] 所述旋转电机一、旋转电机二、旋转电机三、电动夹板一、电动夹板二、控制板、按

钮、电池电性连接。

[0017] 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可以有

效的解决人们擦玻璃很累的问题，可以使人们轻松的擦大玻璃或者在高处的玻璃。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所述矩形块一的仰视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所述电动夹板一的俯视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所述矩形块一的后视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所述控制板的示意图；

[0023] 图中，1、矩形块一；2、矩形块二；3、矩形凹槽；4、电池；5、圆形凹槽一；6、导向筒；7、

圆柱杆一；8、直齿条一；9、方块一；10、旋转电机一；11、主动轮一；12、圆形凹槽二；13、升降

筒；14、升降柱；15、直齿条二；16、方块二；17、旋转电机二；18、主动轮二；19、圆形板；20、圆

形凹槽三；21、轴承；22、圆柱杆二；23、齿轮环；24、旋转电机三；25、主动轮三；26、伸缩杆；

27、矩形块三；28、电动夹板一；29、矩形除尘布；30、电动夹板二；31、环形挡板；32、环形板；

33、空心管；34、把手一；35、把手二；36、控制板；37、按钮；38、吸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图1-5所示，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

节能除尘装置，包括矩形块一1，所述矩形块一1一面设有伸缩装置，矩形块一1上表面一侧

设有矩形块二2，矩形块二2下表面一侧与矩形块一1固定连接，矩形块二2下表面设有升降

装置，升降装置下侧设有旋转装置，所述矩形块一1一面开设有矩形凹槽3，矩形凹槽3内一

面设有电池4；所述伸缩装置包括所述矩形块一1一面一侧开设有圆形凹槽一5，圆形凹槽一

5内设有导向筒6，导向筒6一端与圆形凹槽一5固定连接，导向筒6内设有圆柱杆一7，圆柱杆

一7一端与导向筒6部分插装连接，圆柱杆一7外圆柱面一侧设有直齿条一8，直齿条一8一面

与圆柱杆一7固定连接，导向筒6一端面一侧设有方块一9，方块一9一面与导向筒6固定连

接，方块一9一面设有旋转电机一10，旋转电机一10与方块一9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一10旋转

端设有主动轮一11，主动轮一11与旋转电机一10固定连接且与直齿条一8互相啮合；所述升

降装置包括所述矩形块二2下表面中间开设有圆形凹槽二12，圆形凹槽二12内设有升降筒

13，升降筒13一端与圆形凹槽二12固定连接，升降筒13内设有升降柱14，升降柱14一端与升

降筒13部分插装连接，升降柱14外圆柱面一侧设有直齿条二15，直齿条二15一面与升降柱

14固定连接，所述升降筒13一端面一侧设有方块二16，方块二16一面与升降筒13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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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块二16一面设有旋转电机二17，旋转电机二17与方块二16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二17旋转

端设有主动轮二18，主动轮二18与旋转电机二17固定连接且与直齿条二15互相啮合，升降

柱14一端设有圆形板19，圆形板19上表面中间与升降柱14固定连接；所述旋转装置包括所

述圆形板19下表面中间开设有圆形凹槽三20，圆形凹槽三20内设有轴承21，轴承21外表面

与圆形凹槽三20过盈连接，轴承21内设有圆柱杆二22，圆柱杆二22一端与轴承21部分过盈

连接，圆柱杆二22外圆柱面一侧设有齿轮环23，齿轮环23内表面与圆柱杆二22固定连接，所

述圆形板19下表面一侧设有旋转电机三24，旋转电机三24与圆形板19固定连接，旋转电机

三24旋转端设有主动轮三25，主动轮三25与旋转电机三24固定连接且与齿轮环23互相啮

合；所述矩形块一1一面两侧各设有一个升缩杆26，每个伸缩杆26一端与矩形块一1固定连

接，伸缩杆26另一端设有矩形块三27，矩形块三27一面与两个伸缩杆26固定连接；所述圆柱

杆一7一端设有电动夹板一28，电动夹板一28内夹有矩形除尘布29；所述圆柱杆二22一端设

有电动夹板二30；所述圆形凹槽一5开口端设有环形挡板31；所述圆柱杆二22一侧设有环形

板32，环形板32一面设有空心管33；所述矩形块一1上表面一侧设有把手一34，矩形块一的

下表面设有吸盘38；所述矩形块三27上表面设有把手二35；所述矩形块二2上表面设有控制

板36，控制板36上设有六个按钮37；所述旋转电机一10、旋转电机二17、旋转电机三24、电动

夹板一28、电动夹板二30、控制板36、按钮37、电池4电性连接。

[0025] 本实施方案的特点为，包括矩形块一，矩形块一一面设有伸缩装置，矩形块一上表

面一侧设有矩形块二，矩形块二下表面一侧与矩形块一固定连接，矩形块二下表面设有升

降装置，升降装置下侧设有旋转装置，矩形块一一面开设有矩形凹槽，矩形凹槽内一面设有

电池；伸缩装置包括矩形块一一面一侧开设有圆形凹槽一，圆形凹槽一内设有导向筒，导向

筒一端与圆形凹槽一固定连接，导向筒内设有圆柱杆一，圆柱杆一一端与导向筒部分插装

连接，圆柱杆一外圆柱面一侧设有直齿条一，直齿条一一面与圆柱杆一固定连接，导向筒一

端面一侧设有方块一，方块一一面与导向筒固定连接，方块一一面设有旋转电机一，旋转电

机一与方块一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一旋转端设有主动轮一，主动轮一与旋转电机一固定连

接且与直齿条一互相啮合；升降装置包括矩形块二下表面中间开设有圆形凹槽二，圆形凹

槽二内设有升降筒，升降筒一端与圆形凹槽二固定连接，升降筒内设有升降柱，升降柱一端

与升降筒部分插装连接，升降柱外圆柱面一侧设有直齿条二，直齿条二一面与升降柱固定

连接，升降筒一端面一侧设有方块二，方块二一面与升降筒固定连接，方块二一面设有旋转

电机二，旋转电机二与方块二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二旋转端设有主动轮二，主动轮二与旋转

电机二固定连接且与直齿条二互相啮合，升降柱一端设有圆形板，圆形板上表面中间与升

降柱固定连接；旋转装置包括圆形板下表面中间开设有圆形凹槽三，圆形凹槽三内设有轴

承，轴承外表面与圆形凹槽三过盈连接，轴承内设有圆柱杆二，圆柱杆二一端与轴承部分过

盈连接，圆柱杆二外圆柱面一侧设有齿轮环，齿轮环内表面与圆柱杆二固定连接，圆形板下

表面一侧设有旋转电机三，旋转电机三与圆形板固定连接，旋转电机三旋转端设有主动轮

三，主动轮三与旋转电机三固定连接且与齿轮环互相啮合。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

一种便捷的快速除尘的新型节能除尘装置，可以有效的解决人们擦玻璃很累的问题，可以

使人们轻松的擦大玻璃或者在高处的玻璃。

[0026] 在本实施方案中，首先旋转电机一、旋转电机二、旋转电机三、电动夹板一、电动夹

板二、控制板、按钮、电池电性连接，人们首先需要去洗一下矩形除尘布，人们只需手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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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按下控制板上的旋转电机二转动按钮，旋转电机二转动，带动主动轮二转动，主动轮二

带动直齿条二向下移动，直齿条带动圆柱杆二升降柱向下移动，升降柱带动圆形板向下移

动，之后，电动夹板二夹住矩形除尘布，电动夹板一松开矩形除尘布，按下控制板上的旋转

电机三旋转按钮，旋转电机三转动，带动主动轮三转动，主动轮三带动齿轮环转动，齿轮环

带动圆柱杆二转动，圆柱杆二带动电动夹板二转动，电动夹板二带动夹着矩形除尘布转动，

把矩形除尘布放到水中清洗即可，清洗完之后，与之前过程相反，然后根据玻璃的大小用手

拉开矩形块一和矩形块二之间的距离，拉好之后，把矩形块一放到玻璃上，由于吸盘的作

用，不会掉下，然后按下控制板上的旋转电机一旋转按钮，旋转电机一转动，带动主动轮一

转动，主动轮一带动直齿条一移动，直齿条一带着圆柱杆一移动，圆柱杆一带着电动夹板一

移动，电动夹板一夹着矩形除尘布移动，此过程重复进行来擦拭玻璃。

[0027]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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