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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清扫机器人的技术领域，尤其是

涉及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其安装腔内的壳体的

前侧设有固定架，固定架上固定设有与控制器连

接的激光扫描探头，控制器包括控制模块、检测

模块、轨迹规划模块，激光扫描探头与检测模块

连接，检测模块通过激光扫描探头不断的扫描周

围环境并对周围环境进行模拟绘图，检测模块将

模拟绘图的信息发送至轨迹规划模块，轨迹规划

模块根据模拟绘图的信息规划轨迹，轨迹规划模

块将规划好的轨迹发送至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

制驱动装置根据规划轨迹运行。优点是：能够智

能检测扫描室内的环境，可以对当前的环境中的

物品摆放位置进行标记，并作出相应的运行轨

迹，使清扫工作能够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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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包括壳体以及安装于壳体上的盖体，壳体与盖体形成安装腔，

安装腔内的壳体上设有由控制器控制的清扫装置和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安装腔内的壳

体的前侧设有固定架，固定架上固定设有与控制器连接的激光扫描探头，控制器包括控制

模块、检测模块、轨迹规划模块，激光扫描探头与检测模块连接，检测模块通过激光扫描探

头不断的扫描周围环境并对周围环境进行模拟绘图，检测模块将模拟绘图的信息发送至轨

迹规划模块，轨迹规划模块根据模拟绘图的信息规划轨迹，轨迹规划模块将规划好的轨迹

发送至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驱动装置根据规划轨迹运行；所述盖体的前侧设有相对于

盖体位移的侧盖，侧盖的中部设有与激光扫描探头相对应的窗口；所述盖体的前侧设有相

对于盖体位移的侧盖的结构为：盖体的内顶面上与侧盖相对应的两侧分别固定安装有位于

窗口两侧的固定板，两个所述固定板上分别安装有触动开关，侧盖上与两个所述固定板相

对应的两侧分别固定有触动板，两个所述触动板分别位于相对应的固定板的下侧并可相对

于固定板位移，两个所述触动板上或者侧盖上与触动开关相对应的位置设有可随侧盖位移

时控制触动开关的通断的触动凸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模块与控制模块连

接，控制模块控制驱动装置运行带动激光扫描探头位移，激光扫描探头随驱动装置位移时

扫描周围环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轨迹规划模块规划的轨迹

为弓字形轨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包括有自动充电模

块和将检测模块、轨迹规划模块以及控制器控制驱动装置和清扫装置的运行状态进行记录

的日志记录模块，自动充电模块与检测模块连接，自动充电模块通过检测模块扫描找寻自

动充电器位置，自动充电器上设有两个充电触点，壳体上分别设有与两充电触点相匹配的

接触触点，驱动装置驱动机器人至自动充电器处使接触触点与相对应的充电触点接触连接

后，自动充电模块将信息发送至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驱动装置和清扫装置停止运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包括有通讯模块，

通讯模块可与手机APP客户端连接并将机器人当前的运行状态发送至手机APP客户端，手机

APP客户端可控制机器人的运行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固定板的触动开关的

一侧设有支撑轴，支撑轴上套设有扭簧，扭簧的一端设于侧盖上、另一端设于固定板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固定板上分别设有与

盖体之间固定连接的固定轴一，两个所述触动板上分别设有与相对应的固定轴一匹配的条

形孔一，所有固定轴一在相对应的条形孔一的位移方向均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至少其中一个所述触动板上设

有条形孔二，盖体上设有与条形孔二相对应的固定轴二，触动板上与固定轴二相对应的位

置设有固定座，固定座与固定轴二之间设有弹簧，侧盖向盖体方向位移时拉伸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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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扫地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清扫机器人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扫地机器人，又称自动打扫机、智能吸尘、机器人吸尘器等，是智能家用电器的一

种，能凭借一定的人工智能，自动在房间内完成地板清理工作。一般采用刷扫和真空方式，

将地面杂物先吸纳进入自身的垃圾收纳盒，从而完成地面清理的功能。目前传统的扫地机

器人，包括壳体以及安装于壳体上的盖体，壳体与盖体形成安装腔，安装腔内的壳体上设有

由控制器控制的清扫装置和驱动装置，清扫装置设于壳体的后侧，而驱动装置则独立驱动

有两个轮子带动机器人运行，这两个轮子是设于壳体的底面的两侧，在壳体的前侧会设置

一个转向轮，转向轮的一侧也会设置一个带有刷子的转子，转子转动时电动刷子扫地。但是

目前的这种扫地机器人虽然可以扫地，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是无法进行清扫的，

或者可以说是有些地方会被机器人遗漏而导致无法清扫。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智能检测扫描室内

的环境，可以对当前的环境中的物品摆放位置进行标记，并作出相应的运行轨迹，使清扫工

作能够顺利运行的智能扫地机器人。

[0004] 为实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包括壳体以及安装于壳体上的盖体，壳体与盖体形成安装

腔，安装腔内的壳体上设有由控制器控制的清扫装置和驱动装置，安装腔内的壳体的前侧

设有固定架，固定架上固定设有与控制器连接的激光扫描探头，控制器包括控制模块、检测

模块、轨迹规划模块，激光扫描探头与检测模块连接，检测模块通过激光扫描探头不断的扫

描周围环境并对周围环境进行模拟绘图，检测模块将模拟绘图的信息发送至轨迹规划模

块，轨迹规划模块根据模拟绘图的信息规划轨迹，轨迹规划模块将规划好的轨迹发送至控

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驱动装置根据规划轨迹运行。

[000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检测模块与控制模块连接，控制模块控制驱动装置运

行带动激光扫描探头位移，激光扫描探头随驱动装置位移时扫描周围环境。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轨迹规划模块规划的轨迹为弓字形轨迹。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控制器包括有自动充电模块和将检测模块、轨迹规划

模块以及控制器控制驱动装置和清扫装置的运行状态进行记录的日志记录模块，自动充电

模块与检测模块连接，自动充电模块通过检测模块扫描找寻自动充电器位置，自动充电器

上设有两个充电触点，壳体上分别设有与两充电触点相匹配的接触触点，驱动装置驱动机

器人至自动充电器处使接触触点与相对应的充电触点接触连接后，自动充电模块将信息发

送至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驱动装置和清扫装置停止运行。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控制器包括有通讯模块，通讯模块可与手机APP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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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并将机器人当前的运行状态发送至手机APP客户端，手机APP客户端可控制机器人的运

行状态。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盖体的前侧设有相对于盖体位移的侧盖，侧盖的中部

设有与激光扫描探头相对应的窗口。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盖体的前侧设有相对于盖体位移的侧盖的结构为：盖

体的内顶面上与侧盖相对应的两侧分别固定安装有位于窗口两侧的固定板，两固定板上分

别安装有触动开关，侧盖上与两固定板相对应的两侧分别固定有触动板，两触动板分别位

于相对应的固定板的下侧并可相对于固定板位移，两触动板上或者侧盖上与触动开关相对

应的位置设有可随侧盖位移时控制触动开关的通断的触动凸起。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每个固定板的触动开关的一侧设有支撑轴，支撑轴上

套设有扭簧，扭簧的一端设于侧盖上、另一端设于固定板上。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两固定板上分别设有与盖体之间固定连接的固定轴

一，两触动板上分别设有与相对应的固定轴一匹配的条形孔一，所有固定轴一在相对应的

条形孔一的位移方向均相同。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至少其中一个触动板上设有条形孔二，盖体上设有与

条形孔二相对应的固定轴二，触动板上与固定轴二相对应的位置设有固定座，固定座与固

定轴二之间设有弹簧，侧盖向盖体方向位移时拉伸弹簧。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达到的技术效果为：通过设置控制模块、检测模

块、轨迹规划模块、激光扫描探头，利用各模块与激光扫描探头之间的配合，先是利用激光

扫描探头将周围环境扫描并发送给检测模块，通过检测模块将检测到的信息发送至轨迹规

划模块，轨迹规划模块根据扫描到的信息规划轨迹，轨迹规划模块将规划好的轨迹发送至

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驱动装置根据规划轨迹运行，整个过程中使得机器人智能检测扫

描室内的环境，可以对当前的环境中的物品摆放位置进行标记，并作出相应的运行轨迹，使

清扫工作能够顺利运行。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盖体和侧盖的配合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侧盖以及触动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壳体上设置固定架以及固定架上设置激光扫描探头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参照图1、2、3，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包括壳体25以及安装于壳体

25上的盖体10，壳体25与盖体10形成安装腔，安装腔内的壳体25上设有由控制器控制的清

扫装置和驱动装置，这种智能机器人的具体结构可参照中国专利文献公开的一种“智能吸

尘器”，公开号为CN102715867A。安装腔内的壳体25的前侧设有固定架26，固定架26上固定

设有与控制器连接的激光扫描探头27，一般情况下为了降低激光扫描探头27的损耗，节省

电量以及提高激光扫描探头27的使用寿命，则可以在固定架26上设置光敏感应器28，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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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敏传感器来控制激光扫描探头27的激光强度，若光敏感应器28检测到的光线弱，则激光

扫描探头27的激光强度增强，反之亦然。控制器包括控制模块、检测模块、轨迹规划模块，激

光扫描探头与检测模块连接，检测模块通过激光扫描探头不断的扫描周围环境并对周围环

境进行模拟绘图，检测模块将模拟绘图的信息发送至轨迹规划模块，轨迹规划模块根据模

拟绘图的信息规划轨迹，轨迹规划模块将规划好的轨迹发送至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驱

动装置根据规划轨迹运行。轨迹规划模块规划的轨迹为弓字形轨迹，弓字形轨迹在实际的

运行中相对来说较为节省时间，效率也相对较高。其中的检测模块与控制模块连接，控制模

块通过控制驱动装置运行带动激光扫描探头位移，激光扫描探头随驱动装置位移时扫描周

围环境。即在开机运行的过程中，机器人会由驱动装置带动起运行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

激光扫描探头会不断的进行扫描环境，当然了在扫描环境的过程中机器人的行走路线可根

据实际的情况来定，机器人边行走边进行对环境扫描，将扫描到的信息发送至轨迹规划模

块，轨迹规划模块通过收到的信息进行对机器人所处的环境进行绘制出相应的框架图，并

同时将所处环境中的桌椅沙发等不动的物品进行标记位置，同时在相应的框架图中进行标

记，待初步的扫描完成后，检测模块将模拟绘图的信息发送至轨迹规划模块，轨迹规划模块

根据模拟绘图的信息在模拟绘图中能够进行清扫的空间进行判断并作出相应的规划轨迹，

然后轨迹规划模块将规划好的轨迹发送至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驱动装置根据规划轨迹

运行。在这个过程中，检测模块依然在不断的进行扫描周围环境，这样可以避免初期扫描的

模拟绘图中出现不正确的标记，可以作出及时的改进，并发送至轨迹规划模块作出新的路

径方案。

[0021] 为了使得机器人在清扫任务完成后，不需要手工进行充电，同时还需要将清扫过

程中的每个运行状态进行记录，则可以在控制器内设置自动充电模块和将检测模块、轨迹

规划模块以及控制器控制驱动装置和清扫装置的运行状态进行记录的日志记录模块，自动

充电模块与检测模块连接，自动充电模块通过检测模块扫描找寻自动充电器位置，自动充

电器上设有两个充电触点，壳体上分别设有与两充电触点相匹配的接触触点，驱动装置驱

动机器人至自动充电器处使接触触点与相对应的充电触点接触连接后，自动充电模块将信

息发送至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驱动装置和清扫装置停止运行。在自动充电的过程中，机

器人需要利用检测模块和激光扫描探头的配合使用，通过激光扫描探头和检测模块找寻到

自动充电器的位置，然后在使接触触点与相对应的充电触点接触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检测

模块和激光扫描探头的配合来对准自动充电器。一般来说，为了方便对准自动充电器，会在

自动充电器上设置一个激光扫描探头的充电识别位置，例如在自动充电器上设置一个凹坑

等具有其标识作用的位置即可。

[0022] 为了方便机器人在整个运行的过程中，无需人工跟随检查机器人的运作，只需要

在控制器设置通讯模块，通讯模块可与手机APP客户端连接并将机器人当前的运行状态发

送至手机APP客户端，手机APP客户端可控制机器人的运行状态。手机APP客户端可以与机器

人同步，将机器人日志记录模块的运行记录同步到手机APP客户端，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客户端改变当前的机器人运行的位置以及工作状态。

[0023] 在机器人运行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机器人碰撞到桌椅或者所处环境中的人物的

脚等，在这个时候，需要机器人具有在碰撞了之后能够及时回避的装置，则可以在盖体10的

前侧设有相对于盖体10位移的侧盖11，侧盖11的中部设有与激光扫描探头相对应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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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盖体10的前侧设有相对于盖体10位移的侧盖11的结构为：盖体10的内顶面上与侧盖11

相对应的两侧分别固定安装有位于窗口12两侧的固定板13，两固定板13上分别安装有触动

开关14，侧盖11上与两固定板13相对应的两侧分别固定有触动板15，两触动板15分别位于

相对应的固定板13的下侧并可相对于固定板13位移，两触动板15上或者侧盖11上与触动开

关14相对应的位置设有可随侧盖11位移时控制触动开关14的通断的触动凸起16。触动凸起

与触动开关的开关触点是出于一直接触的状态，在侧盖向盖体方向位移时，会使触动凸起

压动开关触点接通，使得触动开关向控制器发送当前的信息，控制器会控制驱动装置暂停，

然后控制器驱动装置驱动机器人后退或者转向。其中，每个固定板13的触动开关14的一侧

设有支撑轴17，支撑轴17上套设有扭簧18，扭簧18的一端设于侧盖11上、另一端设于固定板

13上，这样可以使侧盖能够迅速复位，两固定板13上分别设有与盖体10之间固定连接的固

定轴一19，两触动板15上分别设有与相对应的固定轴一19匹配的条形孔一20，所有固定轴

一19在相对应的条形孔一20的位移方向均相同。至少其中一个触动板15上设有条形孔二

21，盖体10上设有与条形孔二21相对应的固定轴二22，触动板15上与固定轴二22相对应的

位置设有固定座23，固定座23与固定轴二22之间设有弹簧24，侧盖11向盖体10方向位移时

拉伸弹簧24，这样的设计方案可以有助侧盖相对于盖体稳定的运行，也能够保证侧盖相对

于盖体能够顺利的复位。

[0024]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故：凡依

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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