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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清洁装置技术领域，
公开了一种
鞋底自动清洁机，
包括机箱，
所述机箱的两侧设
有支撑架，
支撑架之间设有若干支撑辊，
机箱的
底部位于相邻支撑辊之间的部位设有转动座，
所
述转动座上设有竖直的转轴，
所述转轴的上端设
有圆形毛刷，
圆形毛刷的顶面设有硬质刷毛，
所
述机箱的底部设有驱动轴，
所述驱动轴与转轴之
间通过一组锥齿轮连接，
所述机箱的侧面设有和
驱动轴连接的可交替正反旋转的电机，
所述电机
的外侧设有电机罩，
所述机箱内位于圆形毛刷的
下方设有粉尘收集板，
所述机箱的开口端设有箱
盖。本发明具有使用方便、鞋底清洁效率高的有
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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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鞋底自动清洁机，
包括机箱，
其特征是，
所述机箱的两侧设有支撑架，
支撑架之
间设有若干支撑辊，
机箱的底部位于相邻支撑辊之间的部位设有转动座，
所述转动座上设
有竖直的转轴，
所述转轴的上端设有圆形毛刷，
圆形毛刷的顶面设有硬质刷毛，
所述机箱的
底部设有驱动轴，
所述驱动轴与转轴之间通过一组锥齿轮连接，
所述机箱的侧面设有和驱
动轴连接的可交替正反旋转的电机，
所述电机的外侧设有电机罩，
所述机箱内位于圆形毛
刷的下方设有粉尘收集板，
所述机箱的开口端设有箱盖，
所述支撑架内位于支撑辊的一端
设有同步轮，
所述机箱内位于支撑辊的下侧设有动力传递轴，
所述动力传递轴与支撑辊之
间通过同步带连接，
所述的动力传递轴上还设有蜗轮，
所述的驱动轴上与蜗轮的对应处设
有蜗杆，
所述支撑辊的外侧设有连接套，
所述连接套上的圆周面上均匀分布有若干通孔，
每
个通孔内均设有滑销，
所述滑销的外端面为球面，
所述滑销的内端与支撑辊之间设有压簧。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鞋底自动清洁机，
其特征是，
所述转轴的中心与圆形毛刷
的圆心偏心。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鞋底自动清洁机，
其特征是，
所述支撑辊的表面设有若干
与轴线平行的支撑凸条，
所述连接套的内壁设有与支撑凸条一一对应的卡槽，
所述的支撑
凸条与卡槽一一对应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鞋底自动清洁机，
其特征是，
所述机箱的两侧位于支撑架
的上方设有条形辅助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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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鞋底自动清洁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清洁装置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鞋底自动清洁机。
背景技术
[0002] 每天外出回家时，
鞋底上都会粘上各种杂质，
有泥土、
小石子、
灰尘等，
如果不对鞋
底清洁直接进入室内，
会将各种泥沙、小石子等带入室内，
从而导致室内污染。
目前通常在
房间门口放置一个地垫，
进入房间时将鞋子在地垫上跺几下，
使得鞋子底部的泥沙等与鞋
子分离、残留到地垫上，
从而减少泥沙进入房间内。然而大部分泥沙、粉尘等仍然残留在鞋
底被带入室内，
因为通常需要通过毛刷对鞋底进行清洁，
这样才能减少鞋底的泥沙带入室
内。然而通过毛刷清洁鞋底非常不方便，
而且清洁效率低，
尤其是很多客人到家里来做的，
每个人都需要用毛刷清洁鞋底非常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鞋底清洁不便的不足，
提供了一种使用方便、鞋底
清洁效率高的鞋底自动清洁机。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鞋底自动清洁机，
包括机箱，
所述机箱的两侧设有支撑架，
支撑架之间设有若
干支撑辊，
机箱的底部位于相邻支撑辊之间的部位设有转动座，
所述转动座上设有竖直的
转轴，
所述转轴的上端设有圆形毛刷，
圆形毛刷的顶面设有硬质刷毛，
所述机箱的底部设有
驱动轴，
所述驱动轴与转轴之间通过一组锥齿轮连接，
所述机箱的侧面设有和驱动轴连接
的可交替正反旋转的电机，
所述电机的外侧设有电机罩，
所述机箱内位于圆形毛刷的下方
设有粉尘收集板，
所述机箱的开口端设有箱盖。打开箱盖，
将穿在脚上的鞋子踩在支撑辊
上，
电机带动驱动轴交替正转、反转，
从而使得圆形毛刷交替正转、反转，
将鞋子底部的沙
石、泥土、粉尘等刷落到粉尘收集板上，
脚步带动鞋子前后略微移动，
使得鞋底各个部位均
被清理干净。
[0006] 作为优选，
所述转轴的中心与圆形毛刷的圆心偏心。转轴带动圆形毛刷偏心转动，
毛刷清理鞋底的效果更高，
清理面更大。
[0007] 作为优选，
所述支撑架内位于支撑辊的一端设有同步轮，
所述机箱内位于支撑辊
的下侧设有动力传递轴，
所述动力传递轴与支撑辊之间通过同步带连接，
所述的动力传递
轴上还设有蜗轮，
所述的驱动轴上与蜗轮的对应处设有蜗杆。
驱动轴转动时，
蜗杆或带动蜗
轮转动，
从而带动支撑辊转动，
支撑辊带动鞋子自动前后移动，
清理更加方便。
[0008] 作为优选，
所述支撑辊的外侧设有连接套，
所述连接套上的圆周面上均匀分布有
若干通孔，
每个通孔内均设有滑销，
所述滑销的外端面为球面，
所述滑销的内端与支撑辊之
间设有压簧。滑销能将卡入鞋底防滑沟槽内石子拨出，
滑销根据鞋子的形状适应伸缩，
一方
面防止损害鞋底，
另一方面对鞋子防滑沟槽内卡入的石子清理效果更加好。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支撑辊的表面设有若干与轴线平行的支撑凸条，
所述连接套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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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设有与支撑凸条一一对应的卡槽，
所述的支撑凸条与卡槽一一对应连接。支撑凸条与卡
槽连接，
从而对使得支撑辊带动连接套同步转动。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机箱的两侧位于支撑架的上方设有条形辅助毛刷。鞋子在支撑辊
上前后移动时，
条形辅助毛刷能将鞋子边缘处的泥土等杂志清理掉。
[0011] 因此，
本发明具有使用方便、
鞋底清洁效率高的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14] 图3为支撑辊与连接套的连接示意图。
[0015] 图中：
机箱1、
箱盖2、
支撑架3、
支撑辊4、
转动座5、
转轴6、
圆形毛刷7、
驱动轴8、
锥齿
轮9、
电机10、
电机罩11、
粉尘收集板12、
条形辅助毛刷13、动力传递轴14、
同步带15、
蜗轮16、
蜗杆17、
连接套18、
滑销19、
支撑凸条20、
卡槽21、
压簧22。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17] 如图1和图2所示的一种鞋底自动清洁机，
包括机箱1，
机箱的开口端设有箱盖2，
机
箱的两侧设有支撑架3，
支撑架之间设有两根平行的支撑辊4，
机箱的底部位于相邻支撑辊
之间的部位设有转动座5，
转动座上设有竖直的转轴6，
转轴的上端设有圆形毛刷7，
圆形毛
刷的顶面设有硬质刷毛，
机箱的底部设有驱动轴8，
驱动轴与转轴之间通过一组锥齿轮9连
接，
机箱的侧面设有和驱动轴连接的可交替正反旋转的电机10，
电机的外侧设有电机罩11，
机箱内位于圆形毛刷的下方设有粉尘收集板12，
转轴的中心与圆形毛刷的圆心偏心；
机箱1
的两侧位于支撑架的上方设有条形辅助毛刷13；
[0018] 支撑架内位于支撑辊的一端设有同步轮，
机箱内位于支撑辊的下侧设有动力传递
轴14，
动力传递轴与支撑辊之间通过同步带15连接，
动力传递轴上还设有蜗轮16，
驱动轴上
与蜗轮的对应处设有蜗杆17。
[0019] 如图3所示，
支撑辊4的外侧设有连接套18，
连接套上的圆周面上均匀分布有若干
通孔，
每个通孔内均设有滑销19，
滑销的外端面为球面，
滑销的内端与支撑辊之间设有压簧
22；
支撑辊4的表面设有若干与轴线平行的支撑凸条20，
连接套的内壁设有与支撑凸条一一
对应的卡槽21，
支撑凸条与卡槽一一对应连接。
[0020] 结合附图 ，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如下：
打开箱盖，
将穿在脚上的鞋子踩在支撑辊上，
电机带动驱动轴交替正转、
反转，
从而使得圆形毛刷交替正转、
反转，
同时支撑辊交替正转、
反转，
由于鞋子踩在支撑辊上，
随着支撑辊的正转、
反转，
鞋子会前后移动，
支撑辊上的滑销
将卡入鞋底防滑沟槽内石子拨出，
圆形毛刷偏心转动，
将鞋底的沙石、泥土、粉尘等刷落到
粉尘收集板上。本发明具有使用方便、
鞋底清洁效率高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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