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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包

括：卷扬机；支撑轮，所述支撑轮的表面通过钢索

传动于所述卷扬机，并且所述支撑轮的表面通过

钢索固定连接有连接扣；卡板，所述卡板的顶部

固定于所述连接扣的底部；安装板，所述安装板

一侧的顶部固定于所述卡板的一侧；两个第一电

动伸缩杆，两个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一端均固

定于所述安装板的另一侧；两个吸盘，两个所述

吸盘的一侧分别固定于两个所述第一电动伸缩

杆的另一端；两个第二电动伸缩杆。本实用新型

提供的一种玻璃幕墙清洁装置，通过卷扬机和钢

索的设置，使得清洗装置可以通过电气装置进行

自动清洗，无需人工高空作业，减少安全隐患的

同时降低清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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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卷扬机；

支撑轮，所述支撑轮的表面通过钢索传动于所述卷扬机，并且所述支撑轮的表面通过

钢索固定连接有连接扣；

卡板，所述卡板的顶部固定于所述连接扣的底部；

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一侧的顶部固定于所述卡板的一侧；

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两个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一端均固定于所述安装板的另一

侧；

两个吸盘，两个所述吸盘的一侧分别固定于两个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另一端；

两个第二电动伸缩杆，两个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一端均固定于所述安装板的一侧；

移动装置，所述移动装置的一侧设置于两个所述电动伸缩杆的另一端；

固定板，所述固定板的一侧设置于所述移动装置的另一侧；

清洗装置，所述清洗装置的一侧固定于所述固定板的另一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装置包括U型框，所

述U型框的一侧与两个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U型框一侧的顶部固定连

接有电机，所述电动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第一皮带轮，所述第一皮带轮的表面通过皮带传

动连接有第二皮带轮，所述第二皮带轮的轴心处固定连接有螺纹杆，并且所述螺纹杆的顶

端和底端均与所述U型框的内壁转动连接，所述螺纹杆的表面螺纹连接有螺纹块，所述螺纹

块的一侧通过滑动杆与所述U型框的内壁滑动连接，所述螺纹块的另一侧与所述固定板的

一侧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水箱，所

述水箱的一侧与所述固定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所述水箱另一侧的顶部和底部均固定连接有

连接杆，两个所述连接杆背面的一侧均转动连接有清洗轮，所述水箱的一侧连通有出水管，

所述出水管的另一端连通有出液框，所述出液框的一侧连通有出水孔，所述出液框的一侧

与清洗轮活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一侧的顶部设置

有弹性装置，所述弹性装置的另一侧社会只有刮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装置包括连接框，

所述连接框的一侧与所述固定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框内壁的顶部和底部之间连接

有挤压板，所述挤压板和所述连接框内壁相对的一侧之间固定连接有挤压弹簧，所述挤压

板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挤压杆，所述挤压杆的另一端贯穿所述连接框的并延伸至所述连接

框的外部，并且所述挤压杆延伸至所述连接框外部的一端与所述刮板的一侧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杆的顶部和底部均

固定连接有卡块，两个所述卡块的一侧通过固定弹簧固定连接有挡板，两个所述挡板相对

的一侧均与所述清洗轮的表面活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一侧的底部设置

有太阳能板，所述安装板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蓄电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远离所述卡板一

侧的顶部和底部均设置有滚轮，所述安装板的表面开设有透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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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幕墙清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玻璃幕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玻璃幕墙清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玻璃幕墙，是指由支承结构体系可相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不分担主体结

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或装饰结构。墙体有单层和双层玻璃两种。玻璃幕墙是一种

美观新颖的建筑墙体装饰方法，是现代主义高层建筑时代的显著特征。

[0003] 一般的玻璃幕墙清洁都是依靠人工进行清洁，但是高清清洁作业危险性较大且成

本较高，然后自动清洁装置由于结构限制，在作业过程中容易被风吹动，导致清洁不彻底，

无法满足清洁要求。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玻璃幕墙清洁装置，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缺点，一到两句话，总

结性的。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包括：卷扬机；支撑

轮，所述支撑轮的表面通过钢索传动于所述卷扬机，并且所述支撑轮的表面通过钢索固定

连接有连接扣；卡板，所述卡板的顶部固定于所述连接扣的底部；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一侧

的顶部固定于所述卡板的一侧；两个第一电动伸缩杆，两个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一端均

固定于所述安装板的另一侧；两个吸盘，两个所述吸盘的一侧分别固定于两个所述第一电

动伸缩杆的另一端；两个第二电动伸缩杆，两个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一端均固定于所述

安装板的一侧；移动装置，所述移动装置的一侧设置于两个所述电动伸缩杆的另一端；固定

板，所述固定板的一侧设置于所述移动装置的另一侧；清洗装置，所述清洗装置的一侧固定

于所述固定板的另一侧。

[0007] 优选的，所述移动装置包括U型框，所述U型框的一侧与两个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

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U型框一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电机，所述电动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第

一皮带轮，所述第一皮带轮的表面通过皮带传动连接有第二皮带轮，所述第二皮带轮的轴

心处固定连接有螺纹杆，并且所述螺纹杆的顶端和底端均与所述U型框的内壁转动连接，所

述螺纹杆的表面螺纹连接有螺纹块，所述螺纹块的一侧通过滑动杆与所述U型框的内壁滑

动连接，所述螺纹块的另一侧与所述固定板的一侧固定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水箱，所述水箱的一侧与所述固定板的一侧固定连接，

所述水箱另一侧的顶部和底部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杆，两个所述连接杆背面的一侧均转动连

接有清洗轮，所述水箱的一侧连通有出水管，所述出水管的另一端连通有出液框，所述出液

框的一侧连通有出水孔，所述出液框的一侧与清洗轮活动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固定板一侧的顶部设置有弹性装置，所述弹性装置的另一侧社会只

有刮板。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1796252 U

3



[0010] 优选的，所述弹性装置包括连接框，所述连接框的一侧与所述固定板的一侧固定

连接，所述连接框内壁的顶部和底部之间连接有挤压板，所述挤压板和所述连接框内壁相

对的一侧之间固定连接有挤压弹簧，所述挤压板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挤压杆，所述挤压杆

的另一端贯穿所述连接框的并延伸至所述连接框的外部，并且所述挤压杆延伸至所述连接

框外部的一端与所述刮板的一侧固定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连接杆的顶部和底部均固定连接有卡块，两个所述卡块的一侧通过

固定弹簧固定连接有挡板，两个所述挡板相对的一侧均与所述清洗轮的表面活动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安装板一侧的底部设置有太阳能板，所述安装板的另一侧固定连接

有蓄电池。

[0013] 优选的，所述安装板远离所述卡板一侧的顶部和底部均设置有滚轮，所述安装板

的表面开设有透风孔。

[0014]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玻璃幕墙清洁装置，通过卷扬机和钢索的设置，使得清洗装

置可以通过电气装置进行自动清洗，无需人工高空作业，减少安全隐患的同时降低清理成

本，又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和吸盘的设置，使得清洗装置在清洗时能够固定，防止被风吹

动，使得清理路线固定，从而使得清理彻底，又通过刮板的设置，能够将清洗装置清洗后残

留的清洗液刮除，使得清洗更加彻底，通过太阳能板的设置，无需另外充电，可自给给相关

电气装置供电，方便使用且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所示的移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2所示的清洁装置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3所示的清洁装置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图2所示的A处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图2所示的弹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标号：1、卷扬机；2、支撑轮；3、连接扣；4、卡板；5、安装板；6、第二电动伸缩杆；

7、移动装置；71、U型框；72、电动；73、第一皮带轮；74、第二皮带轮；75、螺纹杆；76、螺纹块；

77、滑动杆；8、固定板；9、弹性装置；91、连接框；92、挤压板；93、挤压弹簧；94、挤压杆；10、刮

板；11、清洗装置；111、水箱；112、连接杆；113、清洗轮；114、出水管；115、出液框；116、出水

孔；12、透风孔；13、卡块；14、固定弹簧；15、挡板；16、太阳能板；17、蓄电池；18、第一电动伸

缩杆；19、吸盘；20、滚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4]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图3、图4、图5和图6，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玻璃幕墙

清洁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的移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

图2所示的清洁装置的正视结构示意图；图4为图3所示的清洁装置的侧视结构示意图；图5

为图2所示的A处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图6为图2所示的弹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玻璃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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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清洁装置包括：卷扬机1；支撑轮2，所述支撑轮2的表面通过钢索传动于所述卷扬机1，并

且所述支撑轮2的表面通过钢索固定连接有连接扣3；卡板4，所述卡板4的顶部固定于所述

连接扣3的底部；安装板5，所述安装板5一侧的顶部固定于所述卡板4的一侧；两个第一电动

伸缩杆18，两个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18的一端均固定于所述安装板5的另一侧；两个吸盘

19，两个所述吸盘19的一侧分别固定于两个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18的另一端；两个第二电

动伸缩杆6，两个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6的一端均固定于所述安装板5的一侧；移动装置7，所

述移动装置7的一侧设置于两个所述电动伸缩杆6的另一端；固定板8，所述固定板8的一侧

设置于所述移动装置7的另一侧；清洗装置11，所述清洗装置11的一侧固定于所述固定板8

的另一侧，通过卷扬机1和钢索的设置，使得清洗装置11可以通过电气设备进行自动清洗，

无需人工高空作业，减少安全隐患的同时降低清理成本，又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18和吸盘

19的设置，使得清洗装置11在清洗时能够固定，防止被风吹动，使得清理路线固定，从而使

得清理彻底。

[0025] 所述移动装置7包括U型框71，所述U型框71的一侧与两个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6的

一端固定连接，所述U型框71一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电机72，所述电动72的输出轴固定连接

有第一皮带轮73，所述第一皮带轮73的表面通过皮带传动连接有第二皮带轮74，所述第二

皮带轮74的轴心处固定连接有螺纹杆75，并且所述螺纹杆75的顶端和底端均与所述U型框

71的内壁转动连接，所述螺纹杆75的表面螺纹连接有螺纹块76，所述螺纹块76的一侧通过

滑动杆77与所述U型框71的内壁滑动连接，所述螺纹块76的另一侧与所述固定板8的一侧固

定连接，使得清洗装置11可以移动，方便清理。

[0026] 所述清洗装置11包括水箱111，所述水箱111的一侧与所述固定板8的一侧固定连

接，所述水箱111另一侧的顶部和底部均固定连接有连接杆112，两个所述连接杆112背面的

一侧均转动连接有清洗轮113，所述水箱111的一侧连通有出水管114，所述出水管114的另

一端连通有出液框115，所述出液框115的一侧连通有出水孔116，所述出液框115的一侧与

清洗轮113活动连接，清洗轮113滚动清洗的过程中，清洗液能够持续通过出水孔116注入清

洗轮113内，使得清洗轮113能够有足够的清洗液供给。

[0027] 所述固定板8一侧的顶部设置有弹性装置9，所述弹性装置9的另一侧社会只有刮

板10。

[0028] 所述弹性装置9包括连接框91，所述连接框91的一侧与所述固定板8的一侧固定连

接，所述连接框91内壁的顶部和底部之间连接有挤压板92，所述挤压板92和所述连接框91

内壁相对的一侧之间固定连接有挤压弹簧93，所述挤压板92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挤压杆

94，所述挤压杆94的另一端贯穿所述连接框91的并延伸至所述连接框91的外部，并且所述

挤压杆94延伸至所述连接框91外部的一端与所述刮板10的一侧固定连接，使得刮板10能够

与玻璃幕墙完全贴合，刮除的更加彻底。

[0029] 所述连接杆112的顶部和底部均固定连接有卡块13，两个所述卡块13的一侧通过

固定弹簧14固定连接有挡板15，两个所述挡板15相对的一侧均与所述清洗轮113的表面活

动连接，挡板15持续对清洗轮113表面粘连的杂质进行清理。

[0030] 所述安装板5一侧的底部设置有太阳能板16，所述安装板5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蓄

电池17，通过太阳能板16的设置，无需另外充电，可自给给相关电气装置供电，方便使用且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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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安装板5远离所述卡板4一侧的顶部和底部均设置有滚轮20，所述安装板5的

表面开设有透风孔12，减小风的阻力，防止装置被风吹动。

[0032]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3] 首先启动第一电动伸缩杆18带动吸盘19与玻璃幕墙接触，将本装置固定，再启动

第二电动伸缩杆6带动刮板10和清洗轮113与玻璃幕墙表面接触，然后启动电机72通过皮带

轮带动螺纹杆75转动，螺纹杆75带动螺纹块76运动，螺纹块76带动固定板8运动，固定板8带

动清洗轮113和刮板10运动，从而对玻璃幕墙进行清洗，在清洗轮113滚动清洗的过程中，清

洗液持续通过出水孔116注入清洗轮113内，挡板15持续对清洗轮113表面粘连的杂质进行

清理，这一区域清理完成后，第一电动伸缩杆18和第二电动伸缩杆6回缩，使得吸盘19与玻

璃幕墙脱离，滚轮20与玻璃幕墙接触，启动卷扬机1带动装置下降，再重复操作进行清洗。

[0034]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玻璃幕墙清洁装置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玻璃幕墙清洁装置，通过卷扬机1和钢索的设置，使得清洗装

置11可以通过电气设备进行自动清洗，无需人工高空作业，减少安全隐患的同时降低清理

成本，又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18和吸盘19的设置，使得清洗装置11在清洗时能够固定，防止

被风吹动，使得清理路线固定，从而使得清理彻底，又通过刮板10的设置，能够将清洗装置

11清洗后残留的清洗液刮除，使得清洗更加彻底，通过太阳能板16的设置，无需另外充电，

可自给给相关电气装置供电，方便使用且节能环保。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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