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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道环卫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辅道环卫装置，箱体

内纵向设置隔板，将箱体分隔为集尘室、集风室，

集尘室底部设置吸头和倾倒孔，吸头用于将垃圾

吸入集尘室，倾倒孔上设置可拆卸的密封盖，旋

转电机输出轴从集风室底部伸出连接毛刷，隔板

上开孔安装有吸风装置，吸风装置用于将集尘室

内的空气抽出，吸风装置进风的一端设置吸尘过

滤网，出风的一端设置集风盒，集风盒用于收集

吸风装置抽出的空气，排风管一端伸入集风盒，

另一端从集风室底部伸出，滚轮安装在箱体底

部，手推杆设置在箱体侧面；针对现有技术中辅

道完全依赖环卫工人人力清洁的技术问题，本实

用新型提供一种辅道环卫装置，可实现辅道半机

械化式清洁，提高工作效率，减轻环卫工人的负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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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辅道环卫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1)、吸头(2)、吸风装置、排风管(3)、供电装

置、一个以上的旋转电机(4)、一个以上的滚轮(5)和一个以上的手推杆(6)；

所述箱体(1)内纵向设置隔板(7)，将箱体(1)分隔为集尘室(1-1)、集风室(1-2)；

所述集尘室(1-1)底部设置吸头(2)和倾倒孔(8)，所述吸头(2)用于将垃圾吸入集尘室

(1-1)，所述倾倒孔(8)上设置可拆卸的密封盖(8-1)；

所述旋转电机(4)输出轴从集风室(1-2)底部伸出连接毛刷(9)；

所述隔板(7)上开孔安装有吸风装置，所述吸风装置用于将集尘室(1-1)内的空气抽

出，所述吸风装置进风的一端设置吸尘过滤网(10)，出风的一端设置集风盒(11)，所述集风

盒(11)用于收集吸风装置抽出的空气，所述排风管(3)一端伸入集风盒(11)，另一端从集风

室(1-2)底部伸出；

所述滚轮(5)安装在箱体(1)底部，所述手推杆(6)设置在箱体(1)侧面，所述滚轮(5)和

手推杆(6)配合，用于箱体(1)的移动；

所述供电装置为吸风装置和旋转电机(4)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辅道环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风装置包括壳体(12)及设

置于壳体(12)内部的吸风电机(13)和风叶(14)，所述壳体(12)进风端设有一个以上的进风

孔(12-1)，出风端设有一个以上的出风孔(12-2)，所述吸风电机(13)安装于壳体(12)出风

端，输出轴连接风叶(14)，所述吸风电机(13)驱动风叶(14)旋转，用于将集尘室(1-1)内的

空气抽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辅道环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装置为锂电池组(15)。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辅道环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装置还包括太阳能电池

板(16)和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17)，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6)和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17)设

置在箱体(1)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辅道环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6)设置在箱

体(1)上表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辅道环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周围设置一层围挡

(18)，所述围挡(18)底部设置清扫须(18-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辅道环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推杆(6)上设有把手(6-

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辅道环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推杆(6)上设有挂钩(6-

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辅道环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倾倒孔(8)与密封盖(8-1)之

间为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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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道环卫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辅道环卫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够看见城市主干道上有环保清洁车驶过，伴随着一些嘈杂

的轰鸣声，地面变得干净而潮湿。但城市主干道旁的辅道则每天都由环卫工人人力清洁，他

们一般都是利用扫帚与簸箕进行清扫,同时拖着一个袋子或者是大垃圾桶，不时把扫到的

垃圾放进去。这种辅道完全依赖人力清洁的环卫方式，工作效率低，导致环卫工人负担重。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辅道环卫装置，针对现有技术中辅道完全依赖环

卫工人人力清洁的技术问题，实现辅道半机械化式清洁，提高工作效率，减轻环卫工人的负

担。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辅道环卫装置，包括箱体、吸头、吸风装置、排风管、供电装置、一个以上的旋转电

机、一个以上的滚轮和一个以上的手推杆；

[0006] 所述箱体内纵向设置隔板，将箱体分隔为集尘室、集风室；

[0007] 所述集尘室底部设置吸头和倾倒孔，所述吸头用于将垃圾吸入集尘室，所述倾倒

孔上设置可拆卸的密封盖；

[0008] 所述旋转电机输出轴从集风室底部伸出连接毛刷；

[0009] 所述隔板上开孔安装有吸风装置，所述吸风装置用于将集尘室内的空气抽出，所

述吸风装置进风的一端设置吸尘过滤网，出风的一端设置集风盒，所述集风盒用于收集吸

风装置抽出的空气，所述排风管一端伸入集风盒，另一端从集风室底部伸出；

[0010] 所述滚轮安装在箱体底部，所述手推杆设置在箱体侧面，所述滚轮和手推杆配合，

用于箱体的移动；

[0011] 所述供电装置为吸风装置和旋转电机供电。

[0012]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吸风装置包括吸风电机、风叶和壳体，

所述壳体进风端设有一个以上的进风孔，出风端设有一个以上的出风孔，所述吸风电机安

装于壳体出风端，输出轴连接风叶，所述吸风电机驱动风叶旋转，用于将集尘室内的空气抽

出。吸风电机驱动风叶旋转，可将集尘室内的空气抽出，使得集尘室内形成低气压环境，从

而将外部的空气及灰尘、纸屑、树叶等垃圾通过吸头吸入集尘室，以实现清洁功能，其中集

尘室内的空气，先经吸尘过滤网过滤，然后由进风孔进入壳体，最后从出风孔排出。

[0013]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供电装置为锂电池组。锂电池体积小、

容量大、电压稳定、可循环使用，能增强本实用新型装置便捷实用的功能。

[0014]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供电装置还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

能充放电控制器，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设置在箱体表面。通过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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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放电控制器可对锂电池组的充、放电条件加以规定和控制，从而控制太阳能电池板对锂

电池组的充电，并按照吸风装置、旋转电机的电源需求控制锂电池组对吸风装置、旋转电机

的电能输出，从而利用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为本实用新型装置供电，节能环保。

[0015]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太阳能电池板设置在箱体上表面。将

太阳能电池板设置在箱体上表面，可保证太阳能电池板接受较好的太阳光线照射。

[0016]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箱体周围设置一层围挡，所述围挡底

部设置清扫须，所述清扫须与地面相接触。围挡的设置，可防止毛刷清扫路面时将垃圾甩出

吸头的工作范围，清扫须可增强本实用新型装置的清洁功能。

[0017]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手推杆上设有把手。把手的设置，方便

握持，便于环卫工人推动箱体进行移动。

[0018]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手推杆上设有挂钩。手推杆上设置挂

钩，可将本实用新型的环卫装置挂靠在自行车、人力三轮车上，由此，本实用新型的环卫装

置可与环卫工人的交通工具相结合，方便携带。

[0019]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倾倒孔与密封盖之间为螺纹连接。旋

紧密封盖，使得密封盖将倾倒孔密封，可防止集尘室内的垃圾逸出，旋开密封盖，使得密封

盖与倾倒孔分离，可倾倒垃圾，操作便捷。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实用新型装置可改变辅道完全依赖人力清洁的现状，实现辅道半机械化式清

洁，提高工作效率，减轻环卫工人的负担。

[0022] 2、本实用新型装置清扫路面与收集垃圾同时进行，旋转电机驱动毛刷进行路面清

扫，使得垃圾与地面剥离，便于吸头将垃圾吸入，且将清扫起来的垃圾及时吸入收集，可防

止垃圾飞散，清洁效率高，清洁效果好。

[0023] 3、本实用新型装置利用集风盒对集尘室抽出的空气进行收集，然后通过排风管吹

向地面，形成风动循环，可将地面的垃圾吹起，有助于吸头将垃圾吸入，垃圾收集效果好，节

能环保。

[0024] 4、本实用新型装置结构简单，操作便捷，箱体结构式推车，方便在辅道穿行，不会

阻碍人群。

[0025] 5、本实用新型装置不仅可以用于辅道清洁，还可用于其他窄道的清洁，例如小区、

公园等场所的小道、边道等。

[0026] 6、本实用新型在吸风装置进风的一端设置吸尘过滤网，使得集尘室中的空气经吸

尘过滤网过滤后再进入吸风装置，可防止微小颗粒物质随空气一起被吸入吸风装置，从而

避免污染、损伤吸风装置。

[0027] 7、本实用新型在集尘室底部设置倾倒孔，并在倾倒孔上设置可拆卸的密封盖，打

开密封盖便可倾倒垃圾，操作便捷。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装置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实用新型装置俯视图。

[0030] 图3为本实用新型装置A-A向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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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4为本实用新型装置仰视图。

[0032]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装置外部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装置外部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1、箱体；1-1、集尘室；1-2、集风室；2、吸头；3、排风管；4、旋转电机；5、滚轮；

6、手推杆；6-1、把手；6-2、挂钩；7、隔板；8、倾倒孔；8-1、密封盖；9、毛刷；10、吸尘过滤网；

11、集风盒；12、壳体；12-1、进风孔；12-2、出风孔；13、吸风电机；14、风叶；15、锂电池组；16、

太阳能电池板；17、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18、围挡；18-1、清扫须；19、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如图1、图2所示，箱体1底部设置两个滚轮5，侧面设置两个手推杆6，手推杆6上设

有把手6-1，把手6-1上设有挂钩6-2，箱体1侧面设置开关19，滚轮5和手推杆6配合，用于箱

体1的移动。

[0038] 如图3、图4(图中未设置密封盖)所示，箱体1内纵向设置隔板7，将箱体1分隔为集

尘室1-1、集风室1-2，集尘室1-1底部设置吸头2和倾倒孔8，吸头2用于将垃圾吸入集尘室1-

1，倾倒孔8上设置可拆卸的密封盖8-1，倾倒孔8与密封盖8-1之间为螺纹连接，旋转电机4输

出轴从集风室1-2底部伸出连接毛刷9；集风室1-2内设置锂电池组15；

[0039] 隔板7上开孔，安装有吸风装置，吸风装置包括壳体12及设置于壳体12内部的吸风

电机13和风叶14，壳体12进风端设有五个进风孔12-1，出风端设有五个出风孔12-2，吸风电

机13安装于壳体12出风端，输出轴连接风叶14，吸风电机13驱动风叶14旋转，用于将集尘室

1-1内的空气抽出；

[0040] 壳体12外部，进风端设置吸尘过滤网10，出风端设置集风盒11，集风盒11用于收集

吸风装置抽出的空气，排风管3一端伸入集风盒11，另一端从集风室1-2底部伸出；

[0041] 其中，隔板7与设置手推杆6的箱体侧面平行，在箱体1向前移动的方向上，集风室

1-2位于集尘室1-1前方，由此，在箱体1移动路径上，先是旋转电机4驱动毛刷9进行路面清

扫，使得垃圾与地面剥离，排风管3吹向地面，形成风动循环，将地面的垃圾吹起，然后是吸

头2进行垃圾吸入，清洁效果更好。

[0042] 本实施例中，吸风电机13规格为12V，旋转电机4规格为12V，锂电池组15规格为

12V/4Ah，进行导线连接时，先将吸风电机13与旋转电机4并联，再与锂电池组15、开关19串

联，锂电池组15为吸风电机13与旋转电机4供电，开关19控制吸风电机13与旋转电机4的工

作状态。

[0043] 本实用新型所述装置在使用时，打开开关19，吸风电机13和旋转电机4工作；环卫

工人握持把手6-1，由手推杆6和滚轮5配合，推动箱体1在需要清洁的路面行进，旋转电机4

驱动毛刷9旋转，对路面清扫，使得垃圾与地面剥离；吸风电机13驱动风叶14旋转，将集尘室

1-1内的空气抽出，集尘室1-1内部形成低气压环境，空气及灰尘、纸屑、树叶等垃圾通过吸

头2进入集尘室1-1，从而实现对道路的清洁；之后，灰尘、纸屑、树叶等垃圾被留在集尘室1-

1中，空气经过吸尘过滤网10过滤后，先从进风孔12-1进入壳体12，再从出风孔12-2排出，然

后进入集风盒11，再通过排风管3排出，吹向地面，形成风动循环，将地面的垃圾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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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实施例2

[0045] 实施例2与实施例1相比，仅在供电装置的设置上存在区别，实施例2的供电装置除

了锂电池组15，还包括太阳能电池板16和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17；

[0046] 如图5所示，箱体1上表面设置太阳能电池板16，箱体1侧面设置太阳能充放电控制

器17；

[0047] 本实施例中，太阳能电池板16规格为18V/10W，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17型号为

solar  orbitech/欧比之光CY(简化版30A)；

[0048] 进行导线连接时，先将锂电池组15与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17上电池区的正负极对

应连接；再将太阳能电池板16与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17上太阳能电池板区的正负极对应连

接；后先将吸风电机13与旋转电机4并联，再与开关19串联，最后将吸风电机13、旋转电机4

与开关19的线路与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17上负载区的正负极对应连接，开关19控制吸风电

机13与旋转电机4的工作状态；

[0049] 线路连接完成后，对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17上的参数进行设置，充电电压调节界

面调节为12.4V、低压恢复调节界面调节为9.6V、低压切断调节界面调节为8V，通过太阳能

充放电控制器17对锂电池组15的充、放电条件加以规定和控制，从而控制太阳能电池板16

对锂电池组15的充电，并按照吸风电机13与旋转电机4的电源需求控制太阳电池板16和锂

电池组15对吸风电机13与旋转电机4的电能输出，从而利用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为本实施例

装置供电。

[0050] 实施例3

[0051] 实施例3与实施例1相比，还设置了围挡18和清扫须18-1，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中，

箱体1周围设置一层围挡18，围挡18底部设置清扫须18-1，清扫须18-1与地面相接触，其中，

围挡18和清扫须18-1材质为软玻璃，利用螺钉将围挡18固定在箱体1周围，清扫须18-1通过

胶粘固定在围挡18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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