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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其

结构包括：擦头清理装置、机箱、广告面板、移动

把手、擦油旋转头、装油舱、旋转电机，本实用新

型针对现在擦鞋机的擦头内部容易堆积灰尘，由

于毛刷是式的擦头清理起来较为不方便，因此设

计能够进行自动清理的擦头清理器来进行清理，

能够使内部灰尘快速抖落，且配收集槽进行对尘

土的收集，十分方便清洁人员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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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其结构包括：擦头清理装置(1)、机箱(2)、广告面板(3)、移动

把手(4)、擦油旋转头(5)、装油舱(6)、第一旋转电机(7)，其特征在于：

所述擦头清理装置(1)的壳体焊接固定在机箱(2)的底部，所述机箱(2)前部的凹槽与

广告面板(3)壳体的卡扣相互扣合，且顶部通过螺栓固定在移动把手(4)底座的下端，所述

擦油旋转头(5)水平固定在装油舱(6)的右侧且通过内管相通，所述第一旋转电机(7)右侧

主轴嵌入擦油旋转头(5)的轴心，且左侧主轴与擦头清理装置(1)活动连接，所述擦头清理

装置(1)内部的电路与广告面板(3)电连接；

所述擦头清理装置(1)设有转向把手(11)、清污擦头(12)、除泥刮板(13)、旋转凸轮

(14)、活动齿杆(15)、第二旋转电机(16)，所述转向把手(11)贯穿清污擦头(12)底部轴承的

中心，所述清污擦头(12)水平固定在除泥刮板(13)的右侧，且间隙配合，所述活动齿杆(15)

通过底部的旋转凸轮(14)与除泥刮板(13)机械连接，所述活动齿杆(15)垂直固定在第二旋

转电机(16)的左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把手(11)由旋转

杆(111)、调节带轮(112)、旋转皮带(113)组成，所述旋转杆(111)的杆壁贯穿调节带轮

(112)的中心，所述调节带轮(112)的内齿与旋转皮带(113)的外齿相互啮合，所述调节带轮

(112)与顶部的清污擦头(12)机械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污擦头(12)由旋转

头(121)、活动底座(122)、第二调节带轮(123)、固定底座(124)、滑槽(125)、储泥仓(126)组

成，所述旋转头(121)底部的转轴嵌入活动底座(122)的中心且与固定底座(124)顶部的活

动栓间隙配合，所述固定底座(124)的左侧表壁紧贴滑槽(125)与左侧的储泥仓(126)相互

平行，所述第二调节带轮(123)安设在固定底座(124)的顶部与底部的转向把手(11)两侧的

带轮活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泥刮板(13)由弹性

板(131)、固定板(132)、滑套(133)、滑杆(134)、夹臂(135)组成，所述弹性板(131)胶连接在

固定板(132)右侧的长条方形凹槽内，所述固定板(132)左侧内螺纹与滑杆(134)外螺纹间

隙配合，并与滑套(133)相互平行，所述夹臂(135)通过螺栓固定在固定板(132)与擦头清理

装置(1)内壁之间，所述夹臂(135)中心的活动轴与顶部的旋转凸轮(14)机械连接，所述弹

性板(131)垂直固定在清污擦头(12)的左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凸轮(14)由输入

齿轮(141)、链条(142)、凸轮(143)、三角架(144)组成，所述输入齿轮(141)通过链条(142)

与底部的凸轮(143)机械连接，所述凸轮(143)通过螺栓固定在三角架(144)的顶部，并与底

部的除泥刮板(13)活动连接，所述输入齿轮(141)的外齿与活动齿杆(15)底部齿条的外齿

相互啮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齿杆(15)由旋转

链轮(151)、传动杆(152)、移动杆(153)、滑轨(154)、齿条(155)组成，所述旋转链轮(151)的

中心与传动杆(152)焊接固定，所述传动杆(152)左侧通过螺栓固定在移动杆(153)的滑套

的螺母中心，所述移动杆(153)底部与滑轨(154)间隙配合并与齿条(155)相互平行，所述齿

条(155)底部与旋转凸轮(14)顶部的齿轮紧密贴合，所述旋转链轮(151)与右侧的第二旋转

电机(16)机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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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旋转电机(16)由

电机(161)、传动钢索(162)、连接端头(163)、传动齿轮(164)、连接线槽(165)组成，所述电

机(161)触动开关通过传动钢索(162)与底部的连接端头(163)活动连接，所述连接端头

(163)底部的磁块与清污擦头(12)顶部的磁块活动连接，所述电机(161)通过传动齿轮

(164)的外齿与连接线槽(165)底部的直齿相互啮合，所述连接线槽(165)通过链条与右侧

的活动齿杆(15)的链轮相互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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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属于擦鞋机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衣着外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皮鞋光亮，既体现人的精神面貌，又反映人的素质修养。人人都穿鞋，穿鞋就离不开擦拭，因

此，解决此项服务的全自动擦鞋机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由于擦鞋机放在公共场所进行使

用，使用的人数较多旋转擦头的使用频繁就容易使灰尘堆积，到后面就会形成硬块，不但影

响擦鞋的效率而且还会使皮鞋表面被这些硬质的泥块划伤。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以改善旋转擦头的使

用频繁就容易使灰尘堆积，到后面就会形成硬块的不足。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可视整容擦

鞋机，其结构包括：擦头清理装置、机箱、广告面板、移动把手、擦油旋转头、装油舱、第一旋

转电机，所述擦头清理装置的壳体焊接固定在机箱的底部，所述机箱前部的凹槽与广告面

板壳体的卡扣相互扣合，且顶部通过螺栓固定在移动把手底座的下端，所述擦油旋转头水

平固定在装油舱的右侧且通过内管相通，所述第一旋转电机右侧主轴嵌入擦油旋转头的轴

心，且左侧主轴与擦头清理装置活动连接，所述擦头清理装置内部的电路与广告面板电连

接所述擦头清理装置设有转向把手、清污擦头、除泥刮板、旋转凸轮、活动齿杆、第二旋转电

机，所述转向把手贯穿清污擦头底部轴承的中心，所述清污擦头水平固定在除泥刮板的右

侧，且间隙配合，所述活动齿杆通过底部的旋转凸轮与除泥刮板机械连接，所述活动齿杆垂

直固定在第二旋转电机的左侧。

[0005] 优选的，所述转向把手由旋转杆、调节带轮、旋转皮带组成，所述旋转杆的杆壁贯

穿调节带轮的中心，所述调节带轮的内齿与旋转皮带的外齿相互啮合，所述调节带轮与顶

部的清污擦头机械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清污擦头由旋转头、活动底座、第二调节带轮、固定底座、滑槽、储泥

仓组成，所述旋转头底部的转轴嵌入活动底座的中心且与固定底座顶部的活动栓间隙配

合，所述固定底座的左侧表壁紧贴滑槽与左侧的储泥仓相互平行，所述第二调节带轮安设

在固定底座的顶部与底部的转向把手两侧的带轮活动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除泥刮板由弹性板、固定板、滑套、滑杆、夹臂组成，所述弹性板胶连

接在固定板右侧的长条方形凹槽内，所述固定板左侧内螺纹与滑杆外螺纹间隙配合，并与

滑套相互平行，所述夹臂通过螺栓固定在固定板与擦头清理装置内壁之间，所述夹臂中心

的活动轴与顶部的旋转凸轮机械连接，所述弹性板垂直固定在清污擦头的左侧。

[0008] 优选的，所述旋转凸轮由输入齿轮、链条、凸轮、三角架)  组成，所述输入齿轮通过

链条与底部的凸轮机械连接，所述凸轮通过螺栓固定在三角架的顶部，并与底部的除泥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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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活动连接，所述输入齿轮的外齿与活动齿杆底部齿条的外齿相互啮合。

[0009] 优选的，所述活动齿杆由旋转链轮、传动杆、移动杆、滑轨、齿条组成，所述旋转链

轮的中心与传动杆焊接固定，所述传动杆左侧通过螺栓固定在移动杆的滑套的螺母中心，

所述移动杆底部与滑轨间隙配合并与齿条相互平行，所述齿条底部与旋转凸轮顶部的齿轮

紧密贴合，所述旋转链轮与右侧的第二旋转电机机械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二旋转电机由电机、传动钢索、连接端头、传动齿轮、连接线槽组

成，所述电机触动开关通过传动钢索与底部的连接端头活动连接，所述连接端头底部的磁

块与清污擦头顶部的磁块活动连接，所述电机通过传动齿轮的外齿与连接线槽底部的直齿

相互啮合，所述连接线槽通过链条与右侧的活动齿杆的链轮相互啮合。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在普通的擦鞋模式的时候通过擦头清理

装置底部的红外感应装置来进行对鞋进行检查来触发第一旋转电机的工作，第一旋转电机

的工作的时候左右两侧的擦油旋转头和清污擦头和同步旋转的，一般进行清污擦头进行清

理的时候右侧的擦油旋转头旋转能够使鞋油与擦头涂抹更加均匀，方便接下来对皮鞋的擦

拭，当进行清污头的清理的时候，对底部的旋转杆进行旋转使调节带轮驱动顶部的清污擦

头立起，清污擦头立起的时候会与顶部的第一旋转电机的连接端头接触，连接端头与清污

擦头连接处的两个磁极相互吸附，同时通过传动钢索触发电机旋转，当电机旋转后会使左

侧的活动齿杆移动底部的齿条使底部的旋转凸轮移动使夹臂伸展，弹性板与清污擦头接

触，杂质掉落在滑槽最后存储在储泥仓，在连接端头的底部与清污擦头的连接处使用磁铁

的连接，能够使连接与分离更加方便，当清污擦头到达顶部的时候与连接端头的磁铁正面

相对期间底部的电机的旋转的时候由于接触面较大不易脱落，且在分离的时候由于清污擦

头底部是固定的因此顶部以杠杆的方式与连接端头脱离更加省力。

[0012] 针对现在擦鞋机的擦头内部容易堆积灰尘，由于毛刷是式的擦头清理起来较为不

方便，因此设计能够进行自动清理的擦头清理器来进行清理，能够使内部灰尘快速抖落，且

配收集槽进行对尘土的收集，十分方便清洁人员的维护。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的内部详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传动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擦头清理装置-1、机箱-2、广告面板-3、移动把手-4、擦油旋转头-5、装油舱-

6、第一旋转电机-7、转向把手-11、清污擦头-12、除泥刮板-13、旋转凸轮-14、活动齿杆-15、

第二旋转电机-16、旋转杆-111、调节带轮-112、旋转皮带-113、旋转头-121、活动底座-122、

第二调节带轮-123、固定底座-124、滑槽-125、储泥仓-126、弹性板-131、固定板-132、滑套-

133、滑杆-134、夹臂-135、输入齿轮-141、链条-142、凸轮-143、三角架-144、旋转链轮-151、

传动杆-152、移动杆-153、滑轨-154、齿条-155、电机-161、传动钢索-162、连接端头-163、传

动齿轮-164、连接线槽-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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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图1

～图4示意性的显示了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的擦鞋机的结构，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

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19] 实施例

[0020] 如图1-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视整容擦鞋机，其结构包括：擦头清理装

置1、机箱2、广告面板3、移动把手4、擦油旋转头5、装油舱6、第一旋转电机7，所述擦头清理

装置1 的壳体焊接固定在机箱2的底部，所述机箱2前部的凹槽与广告面板3壳体的卡扣相

互扣合，且顶部通过螺栓固定在移动把手4  底座的下端，所述擦油旋转头5水平固定在装油

舱6的右侧且通过内管相通，所述第一旋转电机7右侧主轴嵌入擦油旋转头5的轴心，且左侧

主轴与擦头清理装置1活动连接，所述擦头清理装置1内部的电路与广告面板3电连接所述

擦头清理装置1设有转向把手11、清污擦头12、除泥刮板13、旋转凸轮14、活动齿杆  15、第二

旋转电机16，所述转向把手11贯穿清污擦头12底部轴承的中心，所述清污擦头12水平固定

在除泥刮板13的右侧，且间隙配合，所述活动齿杆15通过底部的旋转凸轮14与除泥刮板  13

机械连接，所述活动齿杆15垂直固定在第二旋转电机16的左侧，所述转向把手11由旋转杆

111、调节带轮112、旋转皮带113  组成，所述旋转杆111的杆壁贯穿调节带轮112的中心，所

述调节带轮112的内齿与旋转皮带113的外齿相互啮合，所述调节带轮112与顶部的清污擦

头12机械连接，所述清污擦头12由旋转头121、活动底座122、第二调节带轮123、固定底座

124、滑槽  125、储泥仓126组成，所述旋转头121底部的转轴嵌入活动底座  122的中心且与

固定底座124顶部的活动栓间隙配合，所述固定底座124的左侧表壁紧贴滑槽125与左侧的

储泥仓126相互平行，所述第二调节带轮123安设在固定底座124的顶部与底部的转向把手

11两侧的带轮活动连接，所述除泥刮板13由弹性板131、固定板132、滑套133、滑杆134、夹臂

135组成，所述弹性板131  胶连接在固定板132右侧的长条方形凹槽内，所述固定板132左侧

内螺纹与滑杆134外螺纹间隙配合，并与滑套133相互平行，所述夹臂135通过螺栓固定在固

定板132与擦头清理装置1内壁之间，所述夹臂135中心的活动轴与顶部的旋转凸轮14机械

连接，所述弹性板131垂直固定在清污擦头12的左侧，所述旋转凸轮14 由输入齿轮141、链

条142、凸轮143、三角架144组成，所述输入齿轮141通过链条142与底部的凸轮143机械连

接，所述凸轮  143通过螺栓固定在三角架144的顶部，并与底部的除泥刮板13 活动连接，所

述输入齿轮141的外齿与活动齿杆15底部齿条的外齿相互啮合，所述活动齿杆15由旋转链

轮151、传动杆152、移动杆153、滑轨154、齿条155组成，所述旋转链轮151的中心与传动杆

152焊接固定，所述传动杆152左侧通过螺栓固定在移动杆153的滑套的螺母中心，所述移动

杆153底部与滑轨154间隙配合并与齿条155相互平行，所述齿条155底部与旋转凸轮14顶部

的齿轮紧密贴合，所述旋转链轮151与右侧的第二旋转电机16  机械连接，所述第二旋转电

机16由电机161、传动钢索162、连接端头163、传动齿轮164、连接线槽165组成，所述电机161

触动开关通过传动钢索162与底部的连接端头163活动连接，所述连接端头163底部的磁块

与清污擦头12顶部的磁块活动连接，所述电机161通过传动齿轮164的外齿与连接线槽165

底部的直齿相互啮合，所述连接线槽165通过链条与右侧的活动齿杆15的链轮相互啮合。

[0021] 在普通的擦鞋模式的时候通过擦头清理装置1底部的红外感应装置来进行对鞋进

行检查来触发第一旋转电机7的工作，第一旋转电机7的工作的时候左右两侧的擦油旋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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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和清污擦头12  和同步旋转的，一般进行清污擦头12进行清理的时候右侧的擦油旋转头5

旋转能够使鞋油与擦头涂抹更加均匀，方便接下来对皮鞋的擦拭。

[0022] 具体的，当进行清污头12的清理的时候，对底部的旋转杆111  进行旋转使调节带

轮112驱动顶部的清污擦头12立起，清污擦头立起的时候会与顶部的第一旋转电机7的连接

端头163接触，连接端头163与清污擦头12连接处的两个磁极相互吸附，同时通过传动钢索

162触发电机161旋转。

[0023] 具体的，当电机161旋转后会使左侧的活动齿杆15移动底部的齿条155使底部的旋

转凸轮14移动使夹臂135伸展，弹性板131  与清污擦头12接触，杂质掉落在滑槽125最后存

储在储泥仓126。

[002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连接端头163的底部与清污擦头12的连接处使用磁铁的连

接，能够使连接与分离更加方便，当清污擦头12到达顶部的时候与连接端头163的磁铁正面

相对期间底部的电机161的旋转的时候由于接触面较大不易脱落，且在分离的时候由于清

污擦头12底部是固定的因此顶部以杠杆的方式与连接端头163脱离更加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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