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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净水器内壁自动清洗装置，属于净水设

备领域，所述传送装置安装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

架上，其位于水桶固定支架上方，所述清刷装置

安装在传送装置上，所述基座为一长方形平台，

其与控制器、第一支架、第二支架、水箱和水桶固

定装置相连接，所述控制器固定在基座上方，所

述第一水泵安装在第一水管上方，其连接第一水

泵和水箱，所述水箱固定在基座上，所述第二水

泵安装在第二水管上，所述第二水管固定在水箱

上，所述水桶固定装置固定在基座上，所述第二

支架固定在基座上。本发明通过液压缸动作，从

而毛刷下降，电动机的旋转带动毛刷旋转，水泵

通过水管把水箱里的水加入水桶，实现净水器水

桶自动清洗的功能，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劳动，降

低了对于工人数量和其体力及耐力的要求，提高

了清洁工作的精确度和完成度，提高了工作效

率，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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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净水器内壁自动清洗装置，包括传送装置、第一支架、清刷装置、基座、控制器、

第一水泵、第一水管、水箱、第二水泵、第二水管、水桶固定装置和第二支架，其特征在于：所

述传送装置安装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其位于水桶固定装置上方，所述第一支架固定

在基座上其与传送装置相连接且位于基座右侧上方，所述清刷装置安装在传送装置上，其

位于传送装置的正下方，且其可以相对基座运动，所述基座为一长方形平台，其与控制器、

第一支架、第二支架、水箱和水桶固定装置相连接，所述控制器固定在基座上方，其位于第

一支架右侧，所述第一水泵安装在第一水管上方，其位于水桶固定装置后侧上方，所述第一

水管固定在水箱上，其连接第一水泵和水箱，所述水箱固定在基座上，其与第一水管和第二

水管相连接，所述第二水泵安装在第二水管上，所述第二水管固定在水箱上，所述水桶固定

装置固定在基座上其左侧与第二支架相连接，所述第二支架固定在基座上，且与传送装置

相连接；所述传送装置包括编码器基座、编码器、丝杠螺母、丝杠、光杠、第一电动机基座和

第一电动机，所述编码器基座固定在第二支架上，其与丝杠和光杠相连接，所述编码器安装

在编码器基座上，其位于编码器基座左侧，所述丝杠螺母安装在丝杠和光杠上，其可相对光

杠滑动，所述丝杠安装在编码器基座和第一电动机上，其可相对编码器基座转动，所述光杠

固定在编码器基座和第一电动机基座上，所述第一电动机基座固定在第一支架上，所述第

一电动机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座右侧，且其与丝杠相连接；所述清刷装置包括超声波传感

器、液压缸基座、液压缸、第二电动机基座、第二电动机、上固定螺母、下固定螺母、旋转盘、

第三支架、毛刷和第四支架，所述  超声波传感器安装在液压缸基座下方，所述液压缸基座

安装在丝杠螺母的下方，所述液压缸安装在液压缸基座的下方，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固定

在液压缸上，所述第二电动机固定在第二电动机基座上，其与旋转盘相连接，所述上固定螺

母安装在旋转盘上方，其连接旋转盘和第三支架，所述下固定螺母安装在旋转盘下方，其连

接旋转盘和第四支架，所述旋转盘安装在第二电动机下方，所述第三支架安装在旋转盘上

侧，可相对旋转盘运动，所述毛刷安装在第三支架和第四支架上，其数量为两排，所述第四

支架安装在旋转盘下侧，其可相对于旋转盘运动；所述水桶固定装置包括第一固定环、第二

固定环、橡胶棒、第五支架、水桶、第六支架、第七支架、第二托盘、第一托盘和第八支架，所

述第一固定环固定在第五支架上，其位于第一托盘上方，所述橡胶棒安装在第一固定环和

第二固定环上，其数量每个固定环上有四个，其可弯曲，所述第五支架位于第一固定环和第

二固定环之间，水桶被放在第二固定环上，其底部与第二托盘相接触，其上部与第二固定环

和橡胶棒接触，所述第六支架固定在第七支架上，所述第七支架固定在第八支架上，所述第

二托盘固定在第八支架上，所述第一托盘固定在第八支架上，所述第八支架安装在基座上，

所述第二固定环安装在第五支架和第六支架上，其位于第二托盘上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净水器内壁自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支架上端

为弓形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净水器内壁自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盘为长方

体，其上下部均开有长方孔，孔的宽度与上固定螺母和下固定螺母的直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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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净水器内壁自动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净水器内壁自动清洗装置，具体地说是一种由传送装置将清刷装

置送达指定位置，并由毛刷清洗净水器内壁的装置，属于净水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环境的污染关注度逐渐提高，也越来越重视

健康，食品和饮水健康更受重视。随着个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净水器获得了广

泛的应用，但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需要更换滤芯和清洗净水器的内壁，在清洗过程中，净

水器内壁附着大量水垢，给清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带来了很大工作量。

[0003] 目前针对净水器内壁的清洗并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法，一般采用人工的方法进行清

洗，首先将移除滤芯之后的净水器用清水粗略冲洗，然后重新加入洗涤剂和清水刷洗，最后

用清水冲洗净水器到无洗涤剂的程度。人工清洗很难准确清洗到净水器内壁的每一处，还

要工人耗费大量的时间，工作效率低，而且人工清洗的程度并不一样，需要花费人工仔细检

查清洗的是否干净，清洗工作需要耗费较大的体力，对于工人的体力和耐力要求较高，长时

间的清洗工作，容易对工人的身体造成损伤。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净水器内壁自动清洗装置。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净水器内壁自动清洗装置，包括传送装

置、第一支架、清刷装置、基座、控制器、第一水泵、第一水管、水箱、第二水泵、第二水管、水

桶固定装置和第二支架，所述传送装置安装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其位于水桶固定支

架上方，所述第一支架固定在基座上其与传送装置相连接且位于基座右侧上方，所述清刷

装置安装在传送装置上，其位于传送装置的正下方，且其可以相对基座运动，所述基座为一

长方形平台，其与控制器、第一支架、第二支架、水箱和水桶固定装置相连接，所述控制器固

定在基座上方，其位于第一支架右侧，所述第一水泵安装在第一水管上方，其位于水桶固定

装置后侧上方，所述第一水管固定在水箱上，其连接第一水泵和水箱，所述水箱固定在基座

上，其与第一水管和第二水管相连接，所述第二水泵安装在第二水管上，所述第二水管固定

在水箱上，所述水桶固定装置固定在基座上其左侧与第二支架相连接，所述第二支架固定

在基座上，且与传送装置相连接。

[0006] 所述传送装置包括编码器基座、编码器、丝杠螺母、丝杠、光杠、第一电动机基座和

第一电动机，所述编码器基座固定在第二支架上，其与丝杠和光杠相连接，所述编码器安装

在编码器基座上，其位于编码器基座左侧，所述丝杠螺母安装在丝杠和光杠上，其可相对光

杠滑动，所述丝杠安装在编码器基座和第一电动机上，其可相对编码器基座转动，所述光杠

固定在编码器基座和第一电动机基座上，所述第一电动机基座固定在第一支架上，所述第

一电动机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座右侧，且其与丝杠相连接。

[0007] 所述清刷装置包括超声波传感器、液压缸基座、液压缸、第二电动机基座、第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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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上固定螺母、下固定螺母、旋转盘、第三支架、毛刷和第四支架，所述超声波传感器安

装在液压缸基座下方，所述液压缸基座安装在丝杠螺母的下方，所述液压缸安装在液压缸

基座的下方，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固定在液压缸上，所述第二电动机固定在第二电动机基

座上，其与旋转盘相连接，所述上固定螺母安装在旋转盘上方，其连接旋转盘和第三支架，

所述下固定螺母安装在需安装盘下方，其连接旋转盘和第四支架，所述旋转盘安装在第二

电动机下方，所述第三支架安装在旋转盘上侧，可相对旋转盘运动，所述毛刷安装在第三支

架和第四支架上，其数量为两排，所述第四支架安装在旋转盘下侧，其可相对于旋转盘运

动。

[0008] 所述水桶固定装置包括第一固定环、橡胶棒、第五支架、水桶、第六支架、第七支

架、第二托盘、第一托盘和第八支架，所述第一固定环固定在第五支架上，其位于第一托盘

上方，所述橡胶棒安装在第一固定环和第二固定环上，其数量每个固定环上有四个，其可弯

曲，所述第五支架位于第一固定环和第二固定环之间，水桶被放在第二固定环上，其底部与

第二托盘相接触，其上部与第二固定环和橡胶棒接触，所述第六支架固定在第七支架上，所

述第七支架固定在第八支架上，所述第二托盘固定在第八支架上，所述第一托盘固定在第

八支架上，所述第八支架安装在基座上，所述第二固定环安装在第五支架和第六支架上，其

位于第二托盘上方。

[0009] 所述第二支架上端为弓形结构。

[0010] 所述旋转盘为长方体，其上下部均开有长方孔，孔的宽度与上固定螺母和下固定

螺母的直径相同。

[0011]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该发明通过传送装置内的运动，带动清刷装置运动，通过超

声波传感器的使用，找到放置的净水器水桶，实现了自动定位的功能；通过液压缸动作，毛

刷下降，电动机的旋转带动毛刷旋转，水泵通过水管把水箱里的水加入水桶，实现净水器水

桶自动清洗的功能，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劳动，降低了对于工人数量和其体力及耐力的要求，

提高了清洁工作的精确度和完成度，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成本。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图1的轴侧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图1中传送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图1的清刷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图4的轴侧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图1的水桶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为本发明图6的水桶固定装置的底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传送装置，101、编码器基座，102、编码器，103、丝杠螺母，104、丝杠，105、

光杠，106、第一电动机基座，107第一电动机2、第一支架，3、清刷装置，301、超声波传感器，

302、液压缸基座，303、液压缸，304、第二电动机基座，305、第二电动机，306、上固定螺母，

307、下固定螺母，308、旋转盘，309、第三支架，310、毛刷，311、第四支架，4、基座，5、控制器，

6、第一水泵，7、第一水管，8、水箱，9、第二水泵，10、第二水管，11、水桶固定装置，1101、第一

固定环，1102、橡胶棒，1103、第五支架，1104、水桶，1105、第六支架，1106、第七支架，12、第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246749 B

4



二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净水器内壁自动清洗装置，包括传送装置

1、第一支架2、清刷装置3、基座4、控制器5、第一水泵6、第一水管7、水箱8、第二水泵9、第二

水管10、水桶固定装置11和第二支架12，所述传送装置1安装在第一支架2和第二支架12上，

其位于水桶固定装置11上方，所述第一支架2固定在基座4上其与传送装置1相连接且位于

基座4右侧上方，所述清刷装置3安装在传送装置1上，其位于传送装置1的正下方，且其可以

相对基座4运动，所述基座4为一长方形平台，其与控制器5、第一支架2、第二支架12、水箱8

和水桶固定装置11相连接，所述控制器5固定在基座4上方，其位于第一支架2右侧，所述第

一水泵6安装在第一水管7上方，其位于水桶固定装置11后侧上方，所述第一水管7固定在水

箱8上，其连接第一水泵6和水箱8，所述水箱8固定在基座4上，其与第一水管7和第二水管10

相连接，所述第二水泵9安装在第二水管10上，所述第二水管10固定在水箱8上，所述水桶固

定装置11固定在基座4上其左侧与第二支架12相连接，所述第二支架12固定在基座4上，且

与传送装置1相连接。

[0021] 所述传送装置1包括编码器基座1014、编码器102、丝杠螺母103、丝杠104、光杠

105、第一电动机基座1064和第一电动机107，所述编码器基座1014固定在第二支架12上，其

与丝杠104和光杠105相连接，所述编码器102安装在编码器基座1014上，其位于编码器基座

1014左侧，所述丝杠螺母103安装在丝杠104和光杠105上，其可相对光杠105滑动，所述丝杠

104安装在编码器基座1014和第一电动机107上，其可相对编码器基座1014转动，所述光杠

105固定在编码器基座1014和第一电动机基座1064上，所述第一电动机107基座1064固定在

第一支架2上，所述第一电动机107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座1064右侧，且其与丝杠104相连

接。

[0022] 所述清刷装置3包括超声波传感器301、液压缸基座302、液压缸303、第二电动机基

座304、第二电动机305、上固定螺母306、下固定螺母307、旋转盘308、第三支架309、毛刷310

和第四支架311，所述超声波传感器301安装在液压缸基座302下方，所述液压缸基座302安

装在丝杠螺母103的下方，所述液压缸303安装在液压缸基座302的下方，所述第二电动机基

座304固定在液压缸303上，所述第二电动机305固定在第二电动机基座304上，其与旋转盘

308相连接，所述上固定螺母306安装在旋转盘308上方，其连接旋转盘308和第三支架309，

所述下固定螺母307安装在需安装盘下方，其连接旋转盘308和第四支架311，所述旋转盘

308安装在第二电动机305下方，所述第三支架309安装在旋转盘308上侧，可相对旋转盘308

运动，所述毛刷310安装在第三支架309和第四支架311上，其数量为两排，所述第四支架311

安装在旋转盘308下侧，其可相对于旋转盘308运动。

[0023] 所述水桶固定装置11包括第一固定环1101、橡胶棒1102、第五支架1103、水桶

1104、第六支架1105、第七支架1106、第二托盘1107、第一托盘1108和第八支架1109，所述第

一固定环1101固定在第五支架1103上，其位于第一托盘1108上方，所述橡胶棒1102安装在

第一固定环1101和第二固定环1110上，其数量每个固定环上有四个，其可弯曲，所述第五支

架1103位于第一固定环1101和第二固定环1110之间，水桶1104被放在第二固定环1110上，

其底部与第二托盘1107相接触，其上部与第二固定环1110和橡胶棒1102接触，所述第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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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1105固定在第七支架1106上，所述第七支架1106固定在第八支架1109上，所述第二托盘

1107固定在第八支架1109上，所述第一托盘1108固定在第八支架1109上，所述第八支架

1109安装在基座4上，所述第二固定环1110安装在第五支架1103和第六支架1105上，其位于

第二托盘1107上方。

[0024] 所述第二支架12上端为弓形结构。

[0025] 所述旋转盘308为长方体，其上下部均开有长方孔，孔的宽度与上固定螺母306和

下固定螺母307的直径相同。

[0026] 工作原理：工作前，松开上固定螺母306和下固定螺母307，调整第三支架309和第

四支架311的位置，使毛刷310的之间的距离符合水桶1104的直径，然后开始工作，将水桶

1104放入第二固定环1110，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动机107转动，带动丝杠104旋转，使丝杠螺

母103沿光杠105运动，超声波传感器301测量其到达下方的距离，根据与基座4和第一托盘

1108的距离不同，判断托盘上是否有水桶1104，当其探测到水桶1104时，继续向左运动，编

码器102计量丝杠104旋转的圈数，当旋转盘308在水桶1104中心，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动机

107停止，然后液压缸303动作带动第二电动机基座304运动，到达合适高度时液压缸303停

止动作，水泵向水桶1104内注入加有洗涤剂的水，第二电动机305转动，带动旋转盘308转

动，毛刷310转动，刷洗水桶1104，刷洗完成后第二电动机305停止转动，液压缸303动作，带

动第二电动机305和旋转盘308上升到顶点，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动机107转动，带动丝杠104

转动，丝杠螺母103带动清刷装置3回到初始位置。

[0027]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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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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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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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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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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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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