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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其技

术方案要点是：包括车体，车体内设置有除锈装

置，除锈装置包括高压砂箱，高压砂箱的一侧连

接有一高压管，车体的底部架设有一收尘壳，收

尘壳的开口朝向背离车体的一侧，高压砂箱的底

部连接有一出砂管，出砂管的周面上连接有若干

个喷砂嘴，喷砂嘴穿设在收尘壳的顶壁，所述收

尘壳背离车体移动方向的一侧连接有一吸尘机

构；吸尘机构包括固定在车体内的收尘箱，收尘

箱的一侧连接有一吸尘管，吸尘管上连接有若干

个吸尘嘴，吸尘嘴固定在收尘壳背离车体移动方

向的一侧，收尘箱的一侧连接有一气泵，气泵与

收尘箱的连接处设置有滤布。本发明的优点是：

对细砂进行实时收集，减少细砂对周面环境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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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包括车体(11)，车体(11)内设置有除锈装置(2)，其特征

在于：所述除锈装置(2)包括固定在车体(11)内的装有细砂的高压砂箱(21)，高压砂箱(21)

的一侧连接有一向高压砂箱(21)内提供高压气体的高压管(22)，车体(11)的底部沿车体

(11)的宽度方向架设有一收尘壳(23)，收尘壳(23)挨靠在屋面上，收尘壳(23)的开口朝向

背离车体(11)的一侧，高压砂箱(21)的底部连接有一出砂管(25)，出砂管(25)的周面上连

接有若干个喷砂嘴(26)，喷砂嘴(26)穿设在收尘壳(23)的顶壁，所述收尘壳(23)背离车体

(11)移动方向的一侧连接有一吸尘机构(3)；

吸尘机构(3)包括固定在车体(11)内的收尘箱(31)，收尘箱(31)的一侧连接有一吸尘

管(32)，吸尘管(32)上连接有若干个吸尘嘴(33)，吸尘嘴(33)固定在收尘壳(23)背离车体

(11)移动方向的一侧，收尘箱(31)的一侧连接有一气泵(34)，气泵(34)与收尘箱(31)的连

接处设置有滤布(36)；所述收尘壳(23)朝向车体(11)前进方向的一侧以及收尘壳(23)的相

对两侧各设置有一调位挡尘机构(6)；

所述挡尘机构(6)固定在收尘壳(23)侧壁臂的沿板(61)，沿板(61)上密集开设有若干

个通孔(611)，每个通孔(611)内滑移连接有一档位组件，档位组件包括滑移连接在通孔

(611)的档位杆(62)，以及固定在档位杆(62)外周面的档环(6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11)与收尘

壳(23)之间设置有连接组件(24)，连接组件(24)包括水平固定在车体(11)两侧的第一连接

板(241)，与每个第一连接板(241)竖直穿设滑移的滑杆(242)，滑杆(242)的上端固接有一

防脱片(243)，每个滑杆(242)的下端固接有一第二连接板(244)，两个第二连接板(244)分

别位于收尘壳(23)的两侧，所述第一连接板(241)与第二连接板(244)之间设置有一第一压

缩弹簧(245)，第一压缩弹簧(245)套设在滑杆(242)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尘壳(23)内设

置有对细砂进行扫刷的扫刷组件(7)，包括设置水平固定收尘壳(23)内的双向电机(71)，以

及与双向电机(71)两输出轴同轴固接的转动轴(72)，所述转动轴(72)的另一端与收尘壳

(23)的内壁转动连接，转动轴(72)的周面固接有若干个刷毛(73)，刷毛(73)沿转动轴(72)

的长度方向螺旋分布，两个转动轴(72)上的刷毛(73)螺旋方向相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刷毛(73)包括延

长部(731)和设置在延长部(731)端部的弯钩部(732)，弯钩部(732)朝向车体(11)前进方

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尘壳(23)内沿

收尘壳(23)的宽度方向固接有将扫刷组件(7)与喷砂嘴(26)分隔的分隔板(7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11)底面设

置有两组移动机构(5)，移动机构(5)包括与车体(11)底面转动连接的主管(52)，以及插设

在主管(52)两端口内的移动组件(54)，车体(11)内设置有驱动一组移动机构(5)的驱动机

构(8)。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机构(5)包

括副杆(541)以及设置在副杆(541)端部的车轮组件(55);所述主管(52)的周面开设有两个

与主管(52)内壁相互连通的螺纹孔(521)，螺纹孔(521)内螺纹连接有用于顶触在不同副杆

(541)外臂的顶触螺栓(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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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轮组件(55)包

括与副杆(541)同轴固接的主轮(551)，以及设置在主轮(551)两侧与主轮(551)滑移连接的

副轮(553)，副轮(553)的内圈直径等于主轮(551)的直径，副轮(553)的外圈直径大于副轮

(553)的内圈直径。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其特征在于：主轮(551)的两侧各

设置有若干个夹紧组件(9)，夹紧组件(9)包括与主轮(551)端面垂直固接的限位杆(91)，限

位杆(91)与副轮(553)相互穿设，限位杆(91)的末端固接有限位片(92)，限位杆(91)上套设

有一第二压缩弹簧(93)，第二压缩弹簧(93)位于副轮(553)与限位片(9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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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水材料喷涂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我们常见的防水材料主要是通过将沥青类或高分子类防水材料浸渍在胎体

上，制作成的防水材料产品，主要是用于建筑墙体、屋面、以及隧道、公路、垃圾填埋场等处，

起到抵御外界雨水、地下水渗漏的一种可卷曲成卷状的柔性建材产品。

[0003] 但是对于金属屋面，金属屋面一般采用彩钢板铺设，为了提高彩钢板的刚性，会间

隔弯折有若干个凸棱，来增加屋面整体的刚性，使金属不易弯折。对于传统的防水卷材不易

铺设在金属屋面上，一般采用防水涂料喷涂的形式。防水涂料主要以纯丙烯酸聚合物乳液

为基料，加入其他添加剂而制得的单组份水乳型防水涂料。防水涂料经固化后形成的防水

薄膜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弹塑性、抗裂性、抗渗性及耐候性，能起到防水、防渗和保护作用。

[0004] 公开号为CN206016095U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屋面防水系统铺装机，其包括

除锈装置、吹扫装置、喷涂装置；所述除锈装置、吹扫装置及喷涂装置均安装在基架上；所述

吹扫装置包括压力罐、第二喷嘴；所述第二喷嘴通过吹扫管线与所述压力罐出口相连，所述

吹扫管线上设置有吹扫控制阀门；所述除锈装置包括砂箱、喷砂管、第一喷嘴；所述喷砂管

第一端与喷砂三通阀第一端相连，所述喷砂管第二端与所述第一喷嘴相连；所述喷砂三通

阀第二端与所述压力罐出口通过送气管线相连，所述喷砂三通阀第三端与所述砂箱出口相

连；所述送气管线上设置有送气控制阀门。

[0005] 第一喷嘴将细砂高速喷出，从而对屋面上进行除锈工作，但是其并未设置对喷出

的细砂进行收集的相互结构，只是通过吹扫将细砂向非工作区域吹动，以保障喷涂装置的

正常工作，但是喷出细砂飘散在空中会对周面的环境造成破坏。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

其优点是对细砂进行实时收集，减少细砂对周面环境的影响。

[000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8] 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包括车体，车体内设置有除锈装置，所述除锈装置包括

固定在车体内的装有细砂的高压砂箱，高压砂箱的一侧连接有一向高压砂箱内提供高压气

体的高压管，车体的底部沿车体的宽度方向架设有一收尘壳，收尘壳挨靠在屋面上，收尘壳

的开口朝向背离车体的一侧，高压砂箱的底部连接有一出砂管，出砂管的周面上连接有若

干个喷砂嘴，喷砂嘴穿设在收尘壳的顶壁，所述收尘壳背离车体移动方向的一侧连接有一

吸尘机构；吸尘机构包括固定在车体内的收尘箱，收尘箱的一侧连接有一吸尘管，吸尘管上

连接有若干个吸尘嘴，吸尘嘴固定在收尘壳背离车体移动方向的一侧，收尘箱的一侧连接

有一气泵，气泵与收尘箱的连接处设置有滤布。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车体在屋面上移动的过程中，收尘壳挨靠在屋面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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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管向高压砂箱内提供高压气体，从而带动高压砂箱内的细砂通过喷砂嘴喷射在收尘壳所

笼罩的区域内，此时气泵工作，气泵工作，对收尘箱内进行抽气，从而使收尘箱内形成负压，

使得收尘壳内的空气进入到收尘箱内，实现收尘的作用，便于将飘散在收尘壳内的细砂扬

尘抽入进吸尘嘴内，从而减少了细砂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且滤布的设置，减少了收尘箱内

的细砂从气泵处吹出，保障收尘箱收尘的稳定性。

[001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车体与收尘壳之间设置有连接组

件，连接组件包括水平固定在车体两侧的第一连接板，与每个第一连接板竖直穿设滑移的

滑杆，滑杆的上端固接有一防脱片，每个滑杆的下端固接有一第二连接片，两个第二连接片

分别位于收尘壳的两侧，所述第一连接片与第二连接片之间设置有一压缩弹簧，压缩弹簧

套设在滑杆上。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连接组件的设置实现了收尘壳与车体的滑移连接，保障

了车体在移动的过程中，通过第一压缩弹簧的弹性作用力，弥补了收尘壳与屋面的落差，保

障了收尘壳与屋面的时刻接触，从而减少了细砂扩散的空间，而且连接组件结构简单，提高

了维护效率。

[001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收尘壳朝向车体前进方向的一侧

以及收尘壳的相对两侧各设置有一调位挡尘机构；

[0013] 所述固定在收尘壳侧壁臂的沿板，沿板上密集开设有若干个通孔，每个通孔内滑

移连接有一档位组件，档位组件包括滑移连接在通孔的档位杆，以及固定在档位杆外周面

的档环。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金属屋面上存在若干个相互平行的凸棱，即使收尘

壳与金属屋面相互贴靠，也只是将金属屋面搭放在凸棱上，从而造成收尘可的端口与金属

屋面还留有大部分的空隙，而档位组件的设置，通过档位杆与沿板的滑移，使得档位板在重

力作用下，会接触在金属屋面上，而接触在凸棱处的档位板也会带动与沿板的滑移，从而保

障收尘壳与金属屋面的贴合，使得收尘内的空间更加严密，减少了细砂的扩散。

[0015]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收尘壳内设置有对细砂进行扫刷

的扫刷组件，包括设置水平固定收尘壳内的双向电机，以及与双向电机两输出轴同轴固接

的转动轴，所述转动轴的另一端与收尘壳的内壁转动连接，转动轴的周面固接有若干个刷

毛，刷毛沿转动轴的长度方向螺旋分布，两个转动轴上的刷毛螺旋方向相反。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双向电机启动，带动两个转动轴朝与车体行进相反的方

向转动，从而通过刷毛的弯折对细砂具有向空中拨动的效果，从而带动细砂将收尘壳的空

中扬起，使得空气中的细砂更易被吸尘嘴吸入，提高了吸入效果。而双向电机设置在收尘壳

内也保障了收尘壳内部的严密，不易使细砂造成扩散，而且刷毛呈螺旋状分布，对细砂也起

到了聚拢的作用。

[0017]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刷毛包括延长部和设置在延长部

端部的弯钩部，弯钩部朝向车体前进方向。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刷毛的转动方向，使得刷毛弯钩部与金属屋面接触

后，增加了刷毛的弹性，更容易将细砂拨溅到收尘壳内部空间内。

[0019]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收尘壳内沿收尘壳的宽度方向固

接有将扫刷组件与喷砂嘴分隔的分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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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刷毛拨溅的细砂容易撞击到喷砂嘴中喷出的细砂，从而

影响到细砂的除锈效果，所以分隔板的设置，对刷毛拨溅的细砂起到了阻挡组件，保障了喷

砂嘴喷出细砂的正常工作。

[0021]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车体底面设置有两组移动机构，

移动机构包括与车体底面转动连接的主管，以及插设在主管两端内的移动组件，车体内设

置有驱动一组移动机构的驱动机构。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金属屋面凸棱之间的间距不定，两个移动组件与主

管的相互插设，从而便于调整两个移动组件之间的间距，以便更好控制车体的移动，而驱动

机构与主管的配合，实现了车体的主动移动，从而实现了防水涂层的自动喷涂。

[0023]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移动机构包括副杆以及设置在副

杆端部的车轮组件。所述主管的周面开设有两个与主管内壁相互连通的螺纹孔，螺纹孔内

螺纹连接有用于顶触在不同副杆外臂的顶触螺栓。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工作人员通过副杆与主管的插接位置，然后通过顶触螺

栓的旋拧，从而将副杆与主管的插接位置进行定位，保障车体在移动的过程中，主管与副杆

的插接位置不会发生变动，而且通过顶触螺栓的旋拧，也提高了主管与副杆之间的摩擦力，

保障了主管与副杆的同步转动。

[0025]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车轮组件包括与副杆同轴固接的

主轮，以及设置在主轮两侧与主轮滑移连接的副轮，副轮的内圈直径等于主轮的直径，副轮

的外圈直径大于副轮的内圈直径。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两个副轮与主轮滑移连接，从而可根据金属屋面凸棱两

侧的间距调整两个副轮的滑移位置，由于副轮的内外圈直径不同，使得副轮与凸棱的侧壁

贴靠更加紧密，从而增加了车轮组件与凸轮的接触面积，更易带动车体在金属屋面上的移

动。

[0027]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主轮的两侧各设置有若干个夹紧组

件，夹紧组件包括与主轮端面垂直固接的限位杆，限位杆与副轮相互穿设，限位杆的末端固

接有限位片，限位杆上套设有一第二压缩弹簧，第二压缩弹簧位于副轮与限位片之间。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限位杆的设置保障了副轮与主轮的同步转动，而第二压

缩弹簧的作用对副轮起到了挤压作用，使得副轮在运转的过程中，在第二压缩弹簧的作用

下，使副轮紧紧贴靠在凸轮的侧壁上，保障了车体移动的稳定性，也提高了车轮组件与金属

屋面的摩擦力。

[0029]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0] 一、对细砂进行了回收，减少了细砂对外部环境的污染，收尘壳的设置，限制了细

砂的飘散空间，通过吸尘机构的配合，实时的对细砂进行回收，减少了细砂对外部环境的污

染；

[0031] 二、实现了自动化，通过驱动机构对移动机构的控制，实现了车体的主动移动，减

少了人力消耗，间接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防水铺装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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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2是体现收尘壳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是图2中A处的细节放大图，并体现扫刷组件；

[0035] 图4是体现金属屋面的剖视图；

[0036] 图5是体现挡尘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是图5中B处的细节放大图，并体现挡尘机构；

[0038] 图7是体现气泵与收尘箱连接关系示意图；

[0039] 图8是体现收尘壳内部结构剖视图；

[0040] 图9是体现喷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0是体现移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11是体现车轮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12是体现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中，11、车体；111、让位槽；112、盖壳；12、凸棱；2、除锈装置；21、高压砂箱；22、高

压管；23、收尘壳；24、连接组件；241、第一连接板；242、滑杆；243、防脱片；244、第二连接板；

245、第一压缩弹簧；25、出砂管；26、喷砂嘴；3、吸尘机构；31、收尘箱；32、吸尘管；33、吸尘

嘴；34、气泵；35、吸风管；36、滤布；4、喷涂机构；41、放料箱；42、泵体；43、出料管；44、喷料

管；45、扇形喷嘴；5、移动机构；51、支座；52、主管；521、螺纹孔；53、顶触螺栓；54、移动组件；

541、副杆；55、车轮组件；551、主轮；552、第一橡胶垫；553、副轮；554、第二橡胶垫；6、挡尘机

构；61、沿板；611、通孔；62、档位杆；63、档环；7、扫刷组件；71、双向电机；72、转动轴；73、刷

毛；731、延长部；732、弯钩部；74、壳体；75、分隔板；8、驱动机构；81、主动电机；82、主动齿

轮；83、从动齿轮；9、夹紧组件；91、限位杆；92、限位片；93、第二压缩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6] 一种金属屋面防水铺装机，如图1所示，包括车体11，车体11内由车体11的前进方

向一侧设置有除锈装置2，吸尘机构3和喷涂机构4；车体11的底部设置有两个相互平行的移

动机构5。

[0047] 如图1和图2所示，除锈装置2包括竖直固定在车体11内的高压砂箱21，高压砂箱21

内部装载有用于除锈的细砂；高压砂箱21的侧壁上连接有一向高压砂箱21内提供高压气体

的高压管22；车体11的底部位于高压砂箱21的下方还设置有一收尘壳23，收尘壳23沿车体

11的宽度方向水平设置，并且收尘壳23的开口朝下；收尘壳23与车体11之间通过连接组件

24相互连接；高压砂箱21的底部连接有一出砂管25，出砂管25的末端为封口设置，出砂管25

的周面连接有若干个喷砂嘴26，喷砂嘴26沿收尘壳23的宽度方向穿设在收尘壳23的顶壁

上，而且喷砂嘴26靠近收尘壳23朝向车体11前进方向侧壁设置。

[0048] 如图2所示，连接组件24包括对称固定在车体11两侧的第一连接板241，第一连接

板241水平设置；每个第一连接板241上竖直穿设有一滑杆242，滑杆242与第一连接板241滑

移连接；每个滑杆242的上端固接有一圆形的防脱片243，滑杆242与防脱片243的固接侧壁

相互垂直，并且防脱片243的直径大于滑杆242端部的直径，从而限制了滑杆242与第一连接

板241的脱离；每个滑杆242的下端固接有一第二连接板244，第二连接板244的侧板与收尘

壳23对应侧壁固定连接；并且第一连接板241和第二连接板244之间设置有一第一压缩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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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第一压缩弹簧245套设在滑杆242上。当连接组件24位于自然状态时，第一压缩弹簧245

的两端抵触在第一连接板241和第二连接板244上，使得防脱片243挨靠在第一连接板241的

侧壁上，并使收尘壳23的下边沿低于移动机构5。

[0049] 如图4所示，金属屋面上间隔设置有若干个相互平行的凸棱12，从而增加屋面的强

度，不易造成金属屋面的弯折。为了保障车体11在金属屋面上移动的稳定性，需保持车体11

沿凸棱12的长度方向移动，来减少车体11的颠簸。当车体11放置在金属屋面时，收尘壳23会

首先与凸棱12接触，从而带动滑杆242与第一连接板241的相互滑移，并使第一压缩弹簧245

弹性压缩，使得收尘壳23的下边沿能够紧密的贴靠在凸棱12的上表面。

[0050] 但是，当收尘壳23与凸棱12上表面相互贴靠时，收尘壳23与金属屋面上表面还存

有间隔的空隙，使得细砂从喷砂嘴26喷出时，容易从空隙处飞溅，造成环境污染。所以收尘

壳23朝向车体11前进方向的外侧壁以及与车体11前进方向相邻的两侧壁都设置有一用于

填补收尘壳23与金属屋面空隙的挡尘机构6。

[0051] 如图5和图6所示，挡尘机构6包括水平固接在收尘壳23外侧壁的沿板61，沿板61位

于固定侧壁的中部，沿板61上密集开设有若干个通孔611，每个通孔611内沿通孔611的轴向

滑移连接有一档位杆62，档位杆62的长度大于收尘壳23的高度，档位杆62的外周面固接有

一档环63，档环63靠近档位杆62朝向车体11的端部设置使得档位杆62在自然状态下，档环

63限制了档位杆62与沿板61的脱离。当收尘壳23与金属屋面上的凸棱12相互贴靠时，由于

档位杆62的下端突出于收尘壳23的下边沿，使得与凸棱12抵触的档位杆62向上滑动，而其

余的档位杆62会弥补收尘壳23下边沿与金属屋面上表面的其余空隙，减少了细砂的扩散空

间。

[0052] 车体11在金属屋面上移动的过程中，收尘壳23紧靠在金属屋面的凸棱12上，而若

干个档位柱弥补了收尘壳23与金属屋面的大部分空隙，使得高压管22提供高压气体时，带

动高压砂箱21内的细砂均匀的从每个喷砂嘴26中喷出，对金属屋面的锈渍进行清除，而受

到了收尘壳23与挡尘杆的限位，使得细砂聚拢在收尘壳23内，限制了细砂的飘散空间。

[0053] 如图1和图2所示，上述吸尘机构3包括固定在车体11内的收尘箱31，收尘箱31的一

侧连接有一吸尘管32，吸尘管32的末端封口设置，吸尘管32的周面上连接有若干个吸尘嘴

33，吸尘嘴33的端口固定在收尘壳23背离车体11前进方向的外侧壁上，吸尘嘴33沿收尘壳

23的宽度方向均匀排布，并且吸尘嘴33与收尘壳23内部空间相互连通。

[0054] 如图7所示，收尘箱31的顶部还固定有一气泵34，气泵34的吸风口连接有一吸风管

35，吸风管35的另一端连接在收尘箱31的侧壁上，并且吸风管35与收尘箱31的连接处还夹

设有一滤布36，使得气泵34工作时，收尘箱31内形成负压，带动收尘壳23内的空气从吸尘嘴

33进入到收尘箱31内，使得飘散在收尘壳23内的细砂能够实时的被吸尘嘴33吸入，减少了

细砂对外部环境的污染。而在滤布36的过滤下，也减少了细砂从气泵34的出风口排出，保障

了收尘工作的稳定性。

[0055] 如图2和图3所示，收尘壳23内还设置有一扫刷组件7，扫刷组件7包括固接在收尘

壳23内的双向电机71，双向电机71的轴向与收尘壳23的宽度方向相互平行，并且双向电机

71位于收尘壳23的端口处并靠近吸尘嘴33设置；双向电机71的两个输出轴都同轴固接有一

转动轴72，转动轴72的另一端与收尘壳23的内壁转动连接，每个转动轴72的周面上固接有

若干个刷毛73，刷毛73沿转动轴72的长度方向呈螺旋分布，并且两个转动轴72上的刷毛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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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方向相反。由于收尘壳23内杂质较多，所以双向电机71的外围还设置有一将双向电机

71包裹的壳体74，从而保障双向电机71的正常工作。

[0056] 如图3所示，刷毛73包括一体成型的延长部731和设置在延长部731端部的弯钩部

732，弯钩部732的开口方向与双向电机71的转动方向同向。当双向电机71工作时，双向电机

71由图8中所示视图顺时针转动，使得刷毛73弯钩部732接触在金属屋面上，带动弯钩部732

弹性弯折，当弯钩部732脱离金属屋面时会高速将细砂拨离金属屋面并使细砂飘动在收尘

壳23内，随着空气的流动，提高了吸尘嘴33的吸尘效率。

[0057] 如图8所示，为了减少刷毛73拨动的细砂撞击在喷砂嘴26喷出的细砂路径上，收尘

壳23的顶壁上沿收尘壳23的宽度方向固接有一分隔板75，分隔板75将喷砂嘴26和扫刷组件

7分隔开，使得刷毛73拨动的细砂撞击在分隔板75的侧壁上，减少了细砂之间的相互影响。

[0058] 如图9所示，喷涂机构4包括放料箱41，放料箱41底部的一侧连接有一泵体42，泵体

42的出口连接有一出料管43，车体11的底部沿车体11的宽度方向水平架设有一喷料管44，

喷料管44沿喷料管44的长度方向练级恶友若干个扇形喷嘴45，扇形喷嘴45的开口朝向金属

屋面的一侧，并且出料管43的另一端与喷料管44相互连通。当车体11在移动的过程中，通过

车体11前侧对金属表面进行除锈和清洁的处理，保障了后续防水涂料的正常喷涂，进而提

高了喷涂效率。

[0059] 如图10所示，移动机构5沿车体11的宽度方向设置，并且车体11内还设置有一带动

一移动机构5转动的驱动机构8，移动机构5包括通过两个支座51固定在车体11底部的主管

52，并保障了车体11与主管52的相对转动；主管52的两个端口处各插设有一与主管52滑移

连接的移动组件54。移动组件54包括一形状为四棱柱的副杆541，以及固定在副杆541一端

的车轮组件55，车轮组件55用于与金属屋面的凸棱12配合，从而保障车体11沿直线运动。主

管52内壁与副杆541相互配合，使得主管52的转动能稳定的带动副杆541的转动。主管52的

外周面开设有两个与主管52内壁相互连通的螺纹孔521，螺纹孔521位于主管52的两端，每

个螺纹孔521内螺纹连接有一顶触螺栓53。为了使车轮组件55能够稳定的搭放在金属屋面

的凸棱12上，工作人员根据屋面的实际情况，调整两个车轮组件55之间的间距以保障车轮

组件55稳定的搭放位置，然后通过顶触螺栓53的旋紧，使顶触螺栓53的头部顶触在对应的

副杆541上，从而限制副杆541与主管52的滑移。

[0060] 如图10和图11所示，车轮组件55包括与副杆541端部同轴固接的主轮551，以及设

置主轮551两侧的副轮553，两个副轮553与主轮551同轴设置，副轮553靠近主轮551的端面

直径与主轮551直径相等，副轮553远离主轮551的端面直径大于主轮551的直径，并且朝向

副杆541设置的副轮553与副杆541滑移连接。主轮551的两侧各设置有四个与副轮553相互

连接的夹紧组件9，夹紧组件9包括与主轮551端面垂直固接的限位杆91，限位杆91穿透副轮

553并凸出于副轮553的另一侧，并且限位杆91的端部固接有一限位片92，限位片92的直径

大于限位杆91的直径，限位杆91上还套设有一第二压缩弹簧93，并且第二压缩弹簧93位于

副轮553和限位片92之间。

[0061] 当主轮551搭放在凸棱的上表面时，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凸棱12的宽度调整副轮553

与主轮551的相对滑动，副轮553滑动的过程中，会带动第二压缩弹簧93的弹性压缩，使得副

轮553与凸棱12的侧壁挨靠的更加紧密，而且主轮551的外周面嵌设有一环形的第一橡胶垫

552，副轮553的外周面嵌设有一环形的第二橡胶垫554，并且第二橡胶垫554的截面为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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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使得主轮551、副轮553与凸棱12相互贴靠时，第一橡胶垫552和第二橡胶垫554填补了凸

棱与车轮组件55之间的空隙，提高了车轮组件55与凸棱之间的摩擦力，使得车体11移动中

更加稳定。

[0062] 如图12所示，驱动机构8包括固定在车体11内底壁的主动电机81，与主动电机81输

出轴同轴固接的主动齿轮82，车体11底面开设有容纳主动齿轮82穿过的让位槽111，上述一

主管52的外周面同轴固接有与主动齿轮82相互啮合的从动齿轮83。通过主动电机81的带

动，给车体11提供动力，保障车体11在金属屋顶的自动运行，从而实现防水涂料喷涂的自动

化。

[0063] 为了节省车体11内部空间，车体11内盖设有一将主动电机81罩设的盖壳112，上述

放料箱41固定在盖壳112上，从而减少了多余空间的占用，提高了车体11内部空间的利用

率。

[006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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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