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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家用除尘的清理装

置，包括架体、罩布、可以吸尘的吸尘头、喷射空

气出来的吹风头；吹风头与架体可活动连接，吹

风头由可以使吹风头摇动的可活动机构带动；吸

尘头与架体可活动连接；架体下部设有滚动轮，

滚动轮沿着绕圈结构活动，使架体可以在原地转

圈；可活动机构设于架体上。可活动机构包括上

摇杆、下摇杆，以及可在竖直方向上下活动的活

动杆，架体上设有导槽，导销穿过活动杆伸进导

槽内。本发明中的可活动机构有利于实现自动化

工作。而且结构紧凑合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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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家用除尘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架体、罩布、可以吸尘的吸尘头、喷

射空气出来的吹风头；罩布为透明，罩布罩在架体外面，罩布由架体支承；所述罩布围成一

个只有底间开口的罩体；还包括吸尘机主体、吹风机，吸尘机主体的吸尘口通过吸管与吸尘

头连通；吹风机的吹风出口通过吹风管与吹风头连通；吹风头与架体可活动连接，吹风头由

可以使吹风头摇动的可活动机构带动；吸尘头与架体可活动连接；架体下部设有滚动轮，滚

动轮沿着绕圈结构活动，使架体可以在原地转圈；

可活动机构设于架体上；

可活动机构包括上摇杆、下摇杆，以及可在竖直方向上下活动的活动杆，架体上设有导

槽，导销穿过活动杆伸进导槽内；上摇杆的下端与活动杆的上端铰接；下摇杆的上端与活动

杆铰接，下摇杆的下端与活动销可活动连接，活动销在滚动轮的侧面靠近轮的周边缘处与

对应的滚动轮可活动连接；

吹风头固定于座杆上，座杆的中部与架体可转动连接；座杆的外端与上摇杆的上端可

转动连接；

滚动轮转动时，带动下摇杆活动，下摇杆带动活动杆上下活动；活动杆通过上摇杆带动

座杆活动，从而实现架体转圈的过程中，吹风头上下摇动可以罩体内的物体各个方向能喷

出高速空气；

出风头的数量为多个；

所述架体由四个分支柱与顶件构成，各个分支柱包括相应的竖柱、横条，竖柱竖直设

置；

各竖柱底部设有一个相应的滚动轮；

导槽设于其中一个分支柱的竖柱上，该分支柱为第一分支柱，导槽数量为两个，各置有

相应的导销；竖柱底部设置所述的滚动轮；

所述滚动轮的侧面为滚动轮的内侧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可摇动出风头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可活动机构设于第一分

支柱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可摇动出风头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分支柱上设有控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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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家用除尘的清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可摇动出风头的清理装置，该种可摇动出风头的清理装置可

以用于家用的除尘工作。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由于城市住宅中，每户的空间有限，具有的室外空地少，物品又不能

带到室外清理，占用公用地方。如果对室内的物体进行清洁时，如果物体布满尘埃，会产生

大量的灰尘漂散在空气中，不但对人的衣物或仪容造成成影响，这还对人健康相当不利。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摇动出风头的清理装置，该种可摇动出

风头的清理装置，有利于实现自动化工作，结构简单，方便人们应用于清洁，使用中舒适。

[0004] 本发明可以采取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可摇动出风头的清理装置，包括架体、罩布、可以吸尘的吸尘头、喷射空气出来的

吹风头；罩布为透明，罩布罩在架体外面，罩布由架体支承；所述罩布围成一个只有底间开

口的罩体；还包括吸尘机主体、吹风机，吸尘机主体的吸尘口通过吸管与吸尘头连通；吹风

机的吹风出口通过吹风管与吹风头连通；吹风头与架体可活动连接，吹风头由可以使吹风

头摇动的可活动机构带动；吸尘头与架体可活动连接；架体下部设有滚动轮，滚动轮沿着绕

圈结构活动，使架体可以在原地转圈；可活动机构设于架体上。

[0005] 本发明解决问题还可以进一步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进一步的方式为：可活动机构包括上摇杆、下摇杆，以及可在竖直方向上下活动的活动

杆，架体上设有导槽，导销穿过活动杆伸进导槽内；上摇杆的下端与活动杆的上端铰接；下

摇杆的上端与活动杆铰接，下摇杆的下端与活动销可活动连接，活动销在滚动轮的侧面靠

近轮的周边缘处与对应的滚动轮可活动连接；

吹风头固定于座杆上，座杆的中部与架体可转动连接；座杆的外端与上摇杆的上端可

转动连接；

滚动轮转动时，带动下摇杆活动，下摇杆带动活动杆上下活动；活动杆通过上摇杆带动

座杆活动，从而实现架体转圈的过程中，吹风头上下摇动可以罩体内的物体各个方向能喷

出高速空气。

[0006] 进一步的方式为：出风头的数量为多个。

[0007] 进一步的方式为：所述架体由四个分支柱与顶件构成，各个分支柱包括相应的竖

柱、横条，竖柱竖直设置；

各竖柱底部设有一个相应的滚动轮；

导槽设于其中一个分支柱的竖柱上，该分支柱为第一分支柱，导槽数量为两个，各置有

相应的导销；竖柱底部设置所述的滚动轮。

[0008] 进一步的方式为：可活动机构设于第一分支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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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的方式为：第一分支柱上设有控制器。

[0010] 进一步的方式为：所述滚动轮的侧面为滚动轮的内侧面。

[0011] 进一步的方式为：所述滚动轮的侧面为滚动轮的外侧面。

[0012] 上述技术方案具有这样的技术效果:

1、本发明具有可活动机构，在工作时，电机带动滚动轮转动，滚动轮转动时，带动下摇

杆活动，下摇杆带动活动杆上下活动；活动杆通过上摇杆带动座杆活动，从而实现架体转圈

的过程中，吹风头上下摇动可以罩体内的物体各个方向能喷出高速空气。这样架体带动了

吹风头360度转动，同时，可活动机构带动吹风头上下摇动，使放置于罩内的待清洁物体多

个方向可以被高速空气喷射，高速空气把物体上尘埃吹离物体，或者高速气流可以把物体

上尘埃卷走，然后被吸尘头吸走。而这些尘埃由于被罩体圈于罩内，不会跑出外界，不会对

人体或家居造成污染，是家居清洁的理想家用电器。

[0013] 架体转圈，可活动机构带动出风头活动，使清理装置具有自动工作的能力，待清洁

物体放置罩体内后，可以自动对物体进行清洁，人不用看护。使消费者使用更轻松。本发明

中的可活动机构有利于实现自动化工作。而且结构紧凑合理、简单。

[0014] 2、本发明工作时，把待清洁物体放置于罩体内，吸尘机主体开动，吹风机开动。待

清洁物体就被会出风头的强风喷射，物体上的尘埃将会被高速气流吹起在罩体内，漂浮，而

吸尘头可以将这些尘埃吸走。另外架体在使用过程中转动，并带动出风头在水平面内转动，

可以使高速气流在罩体内形成高速的旋转涡流，高速气流在罩体内运动，也有利于卷起物

体上的尘埃，可以更好地使尘埃脱离待清理物体。而这些尘埃由于被罩体圈于罩内，不会跑

出外界，不会对人体或家居造成污染，是家居清洁的理想家用电器。避免人们在清洁物体

内，搞得灰头土脸，仪容受污。另外，在工作中转动罩体，也可以减少尘埃沾于罩布内，减少

清洁罩布的麻烦。是现代人理想的清洁电器。方便人们应用于清洁，使用中舒适。

[0015] 3、本发明中架体可以折叠，所需要占用的空间少，可以节省家庭的储放空间。使用

方便，可以满足家庭的需求。

[0016] 4、本发明的绕圈结构可以拆解，装拆方便，有利减少体积放置，节约空间，而且结

构简单。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清理装置结构的立体示意图。

[0018] 图2是竖柱的部分结构侧面示意图。

[0019] 图3是竖柱的部分结构正面示意图。

[0020] 图4是竖柱的部分结构后面示意图。

[0021] 图5是架体折叠方向的示意图。

[0022] 图6是架体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3] 图7是绕圈结构的部件组装示意图。

[0024] 图8是清理装置的另一种实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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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实施例1：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一种可摇动出风头的清理装置，包括

架体1、罩布、可以吸尘的吸尘头2、喷射空气出来的吹风头3；罩布为透明，罩布罩在架体1外

面，罩布由架体1支承；所述罩布围成一个只有底部开口的罩体；还包括吸尘机主体、吹风

机，吸尘机主体的吸尘口通过吸管与吸尘头连通；吹风机的吹风出口通过吹风管与吹风头

连通；吹风头与架体1可活动连接，吹风头由可以使吹风头摇动的可活动机构4带动；吸尘头

2与架体1可活动连接；架体1下部设有滚动轮5，滚动轮5沿着绕圈结构6活动，使架体1在滚

动轮转动时可以在原地转圈。

[0027] 可活动机构设于架体上。

[0028] 滚动轮5可以由电机带动转动。吸尘机主体可以为常规的家用吸尘机主机。

[0029] 本例中，滚动轮5与轮轴连接，轮轴由皮带7带动，电机带动皮带。

[0030] 工作时，把待清洁物体放置于罩体内，吸尘机主体开动，吹风机开动。待清洁物体

就被会出风头的强风喷射，物体上的尘埃将会被高速气流吹起在罩体内，漂浮，而吸尘头可

以将这些尘埃吸走。另外架体在使用过程中转动，并带动出风头在水平面内转动，可以使高

速气流在罩体内形成高速的旋转涡流，高速气流在罩体内运动，也有利于卷起物体上的尘

埃，可以更好地使尘埃脱离待清理物体。而这些尘埃由于被罩体圈于罩内，不会跑出外界，

不会对人体或家居造成污染，是家居清洁的理想家用电器。避免人们在清洁物体内，搞得灰

头土脸，仪容受污。是现代人理想的清洁电器。

[0031] 实施例2：一种改进实例为：所述架体1由四个分支柱100与顶件101构成，各个分支

柱100包括相应的竖柱102、横条103，竖柱102竖直设置，横条103的外端与竖柱102的顶部铰

接，横条103的外端与竖柱102的顶部之间可装拆式连接有用于固定横条103与竖柱102相对

的位置的上固定件104；横条103的内端与顶件101铰接，采用的是竖直放置的对应铰轴，横

条的内端与顶件101之间可装拆式连接有用于固定横条的内端与顶件相对的位置的中间固

定件105。

[0032] 其中一个分支柱100为可分离式连接结构，该分支柱100的横条的外端与竖柱的顶

部铰接处所采用的铰轴106为与横条103、竖柱102可装拆式的，这样该横条与竖柱在必要时

就可以容易分离。其余三个分支柱中，各分支柱中的横条的内端绕顶件转动后，可以相互折

叠于一起。

[0033] 所述滚动轮5的数量为四个，各竖柱底部设有一个相应的滚动轮。其余同其它实

例。

[0034] 本例中的架体1在使用时，横条与顶件采用中间固定件进行固定，横条与竖柱采用

上固定件固定。这样就形成一个固定稳定的架体。当不使用架体时，拿下罩布，再拆下上固

定件、中间固定件。折叠时，如图5所示，将那个可分离式连接结构的分支柱的铰轴106拆下。

在余下的三个分支柱中，两侧的两个分支柱向中间的分支柱靠扰，实现合并；然后三个横条

向下折叠，这样就实现了架体的折叠，所需要的空间少，可以节省家庭的储放空间。使用方

便，可以满足家庭的需求。

[0035] 一个改进为：所述上固定件104由左段、中间段、右段构成，各段连接形成“U”形，上

固定件104的左段穿于相应横条的孔内，上固定件104的右段穿于相应的竖柱的孔。

[0036] 所述中间固定件105由左段、中间段、右段构成，各段连接形成“U”形，中间固定件

105的左段穿于顶件的孔内，中间固定件105的右段穿于相应的横条的孔。其余同其它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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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实施例3：一个改进的实例为：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可活动机构4包

括上摇杆401、下摇杆402，以及可在竖直方向上下活动的活动杆403，架体1上设有导槽406，

导销404穿过活动杆伸进导槽406内；上摇杆401的下端与活动杆403的上端铰接；下摇杆402

的上端与活动杆403铰接，下摇杆402的下端与活动销405可转动连接，活动销405设在对应

滚动轮5的侧面，活动销405在靠近对应的滚动轮的周边缘处与对应的滚动轮可转动连接。

[0038] 所述滚动轮的侧面为滚动轮的内侧面。这样结构会更加紧凑。

[0039] 或者所述滚动轮的侧面为滚动轮的外侧面。

[0040] 吹风头3固定于座杆301上，座杆301的中部与架体1可转动连接；座杆301的外端与

上摇杆401的上端可转动连接。与活动销405对应的滚动轮5还通过轴与一个副轮51相连。其

余同其它实例。

[0041] 在工作时，电机带动滚动轮转动，滚动轮转动时，带动下摇杆活动，下摇杆带动活

动杆上下活动；活动杆通过上摇杆带动座杆活动，从而实现架体转圈的过程中，吹风头上下

摇动可以罩体内的物体各个方向能喷出高速空气。这样架体带动了吹风头360度转动，可活

动机构带动吹风头上下摇动，使放置于罩内的待清洁物体多个方向可以被高速空气喷射，

高速空气把物体上尘埃吹离物体，或者高速气流可以把物体上尘埃卷走，然后被吸尘头吸

走。而这些尘埃由于被罩体圈于罩内，不会跑出外界，不会对人体或家居造成污染，是家居

清洁的理想家用电器。

[0042] 架体转圈，可活动机构带动出风头活动，使清洁装置具有自动工作的能力，待清洁

物体放置罩体内后，可以自动对物体进行清洁，人不用看护。使消费者使用更轻松。

[0043] 进一步的改进为，本例中采用了例2中的架体，导槽406设于其中一个分支柱的竖

柱上，该分支柱为第一分支柱，导槽数量为两个，各置有相应的导销404，座杆301与该分支

柱可转动连接。

[0044] 进一步的改进为，可活动机构设于第一分支柱上。第一分支柱上设有控制器52。带

动第一分柱中的竖柱的滚动轮转动的电机设于第一分支柱上。这样设置结构紧凑，电机、控

制器都设于第一分支柱上，将主要部件集中设于一个地方，有利于控制装配，也有利于消费

者使用。

[0045] 可以设置多个出风头，如图1中为两个出风头，各出风头配有相应的座杆，各座杆

与对应的上摇杆的上端可活动连接，各上摇杆与活动杆可活动连接。吹风头3固定于座杆

301上，各座杆301的中部与分支柱可转动连接。多个出风头有利大面积喷风，扫射尘埃。提

高清洁效率。出风头的数量根据设计需要而设。

[0046] 一个改进的实例为：所述绕圈结构6为圆环，圆环的高度小于滚动轮的半径。

[0047] 滚动轮的数量为四个，分别对应均布于圆环的外侧壁，各滚动轮与圆环的外侧壁

相接触。

[0048] 进一步改进为，如图7所示，圆环由分段的弧形段61构成，各弧形段中设有穿过弧

形段的通道，拉绳62穿过各弧形段的通道将各弧形段连成圆环。这样不使用时，可以松开拉

绳，可以将圆环拆开成各弧段，有利减少体积放置，避免整个圆环的大体积，节约空间。

[0049] 如图8所示，一个改进的实例为：该例特点为，所述绕圈6结构为圆环，圆环顶上有

环形槽601，滚动轮的数量为四个，各滚动轮置于环形槽内。

[0050] 进一步改进为，圆环由分段的弧形段构成，各弧形段中设有穿过弧形段的通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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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穿过各弧形段的通道将各弧形段连成圆环。这样不使用时，可以松开拉绳，可以将圆环拆

开成各弧段，有利减少体积放置，节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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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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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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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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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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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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