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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

人，包括支撑板，支撑板上固接喷水器、集尘盒和

烘干器；支撑板下通过旋转升降台固接左横梁、

拖布板、吸尘板和右横梁，左横梁和右横梁通过

避震器固接驱动箱；驱动箱设有滑槽、电机座、电

机及电动推杆；电机轴连接主动齿轮，主动齿轮

配合齿轮圈及从动齿轮，从动齿轮通过皮带与小

滚轮的活动轴连接；拖布板设旋转刷洗头及喷

头，吸尘板设吸尘槽、旋转辊刷及高压喷雾头。本

发明的柔性结构配合旋转升降台，实现对楼梯或

不平地面的较全面清洁过程；通过离合式齿轮传

动，实现平地作业和攀爬作业的调换；将喷水器、

烘干器及吸尘器集成于一体，实现拖洗-烘干-清

扫吸尘的清洁作业流程，使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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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包括支撑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1）具体是

由左支撑板（101）和右支撑板（102）通过铰链连接扣（103）铰接而成的合页板形状，所述左

支撑板（101）的上表面固接有烘干器（4），所述右支撑板（102）的上表面固接有集尘盒（3）和

喷水器（2）；

所述支撑板（1）的下表面自左向右依次设置有一组烘干管道（401）和四组旋转升降台

（5），所述烘干管道（401）具体是由一组回字形管道套接在左支撑板（101）上并经焊接固定，

所述烘干管道（401）的顶部通过气管与烘干器（4）相连通，所述烘干管道（401）的底部开设

有百叶状风口，所述烘干管道（401）的出风口朝向地面；

自左向右的四组所述旋转升降台（5）底部分别依次固接有左横梁（6）、拖布板（7）、吸尘

板（8）和右横梁（9），最左侧所述旋转升降台（5）的底部固定安装在左横梁（6）的中心位置，

所述左横梁（6）的两端分别通过避震器（10）固接有驱动箱（11）；

所述驱动箱（11）内的底壁设有滑槽（111），所述滑槽（111）内滑动连接有电机座（112），

所述电机座（112）的上表面固接有电机（113），所述电机（113）的一侧设有电机轴（114），所

述电机（113）远离电机轴（114）的一侧固接有电动推杆（115），所述电动推杆（115）的基座固

定在驱动箱（11）的内侧壁上，所述电机轴（114）伸出驱动箱（11）外且连接有滚轮组件（12）；

所述滚轮组件（12）包括类三角齿轮壳（121）及设置在类三角齿轮壳（121）上的小滚轮

（122），所述电机轴（114）活动穿插在所述类三角齿轮壳（121）的中心位置，所述电机轴

（114）伸入类三角齿轮壳（121）内的部分通过平键固定套接有主动齿轮（123），所述类三角

齿轮壳（121）靠近驱动箱（11）一侧的内壁上固定设有与主动齿轮（123）配合的齿轮圈

（124），所述类三角齿轮壳（121）远离驱动箱（11）一侧的内壁上通过销轴套接有与主动齿轮

（123）配合的从动齿轮（125），所述从动齿轮（125）的一侧设有微皮带圈一（126），所述小滚

轮（122）通过活动轴（127）穿接在类三角齿轮壳（121）上，所述活动轴（127）也套接有微皮带

圈二（128），所述微皮带圈一（126）和微皮带圈二（128）通过皮带连接，所述电机轴（114）伸

出类三角齿轮壳（121）外的末端设有封端螺母，所述从动齿轮（125）和齿轮圈（124）的齿间

距均为单齿宽的3-5倍，主动齿轮（123）传动后产生减速作用，便于主动齿轮（123）自齿轮圈

（124）上顺利摆脱出来，并接着与从动齿轮（125）顺利啮合，反之亦然；

所述右横梁（9）的两端也分别设有一组避震器（10）、驱动箱（11）和滚轮组件（12）；

所述拖布板（7）上表面的中心位置与其对应的旋转升降台（5）底端固接，所述拖布板

（7）的下表面设有多组旋转刷洗头（701）和多组喷头（702），所述喷头（702）通过水管与喷水

器（2）连通，所述喷头（702）管口朝向对应的旋转刷洗头（701），所述旋转刷洗头（701）具体

为圆柱块状，所述旋转刷洗头（701）上表面圆心通过销轴固接在拖布板（7）下，所述旋转刷

洗头（701）外套有清洁布套；

所述吸尘板（8）上表面一条边的中心位置与其对应的旋转升降台（5）底端固接，所述吸

尘板（8）下表面的中部开设有矩形的吸尘槽（801），所述吸尘槽（801）的顶面通过管道与吸

尘器（13）相连通，所述吸尘器（13）另一端的排气口通过管道与集尘盒（3）相连通，与吸尘板

（8）固接的所述旋转升降台（5）顶部的固定座通过螺栓与吸尘器（13）的外壳固接，所述吸尘

槽（801）内通过销轴架设有旋转辊刷（802），所述旋转辊刷（802）的底部有部分弧面伸出所

述吸尘板（8）下表面的下方位置，所述吸尘板（8）下表面还设有多组喷水凹槽，所述喷水凹

槽内嵌入有高压喷雾头（（803），所述高压喷雾头（803）通过水管与喷水器（2）相连通。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568320 A

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升降台

（5）具体是SWL型电动丝杆升降机，其顶部的固定座通过螺丝安装在支撑板（1）的下表面，其

底部通过法兰安装在左横梁（6）、拖布板（7）、吸尘板（8）或右横梁（9）的中心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类三角齿轮

壳（121）的两侧面和驱动箱（11）的一侧面均设有与电机轴（114）活动套接的光滑轴孔，所述

光滑轴孔的内壁涂抹有润滑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水器（2）

具体是由一个水箱和多组格兰富微型水泵组成，所述烘干器（4）具体是由一个空气加热器

及多组热风泵组成，所述吸尘器（13）具体是Dibea04008  pro旋风吸力机。

5.一种清洁机器人的控制系统，采用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

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1）的上表面还固定设有控制盒（14），所述控制盒（14）设

有控制芯片、传感器、遥控信号接发装置及可充电源，所述控制芯片设有分别与旋转升降台

（5）、电机（113）、电动推杆（115）、喷水器（2）、烘干器（4）、吸尘器（13）、传感器及可充电源电

性连接的脚线；

所述可充电源具体是BQ24773充电芯片并配置电源管理模块，所述传感器具体是

OPT3101霍尔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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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面清洁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机器人领域逐渐成为现代

机器人研究领域的热点。其中，服务类机器人开辟了机器人应用新领域。服务机器人的出现

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二是人类想摆脱枯燥的劳动力，如清洁、家务、照顾

病人等；三是人口的老龄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也为服务类机器人提供了广泛的市场应用

前景。

[0003] 目前市场上的地面清洁机器人多以移动式为主，体型虽说轻便，但实用性能不高，

而且不能越障爬楼，因此研发一种集自动爬楼、吸尘、拖地、烘干为一体的智能地板清洁机

器人，对提高地板清洁效率，节约清洁成本，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

洁机器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包括支撑板，支撑板具体是由左支撑板和右支撑板通

过铰链连接扣铰接而成的合页板形状，铰链连接扣具体是75°特殊铰链，左支撑板的上表面

固接有烘干器，右支撑板的上表面固接有集尘盒和喷水器；

支撑板的下表面自左向右依次设置有一组烘干管道和四组旋转升降台，烘干管道具体

是由一组回字形管道套接在左支撑板上并经焊接固定，烘干管道的顶部通过气管与烘干器

相连通，烘干管道的底部开设有百叶状风口，烘干管道的出风口朝向地面；

自左向右的四组旋转升降台底部分别依次固接有左横梁、拖布板、吸尘板和右横梁，最

左侧旋转升降台的底部固定安装在左横梁的中心位置，左横梁的两端分别通过避震器固接

有驱动箱；

驱动箱内的底壁设有滑槽，滑槽内滑动连接有电机座，电机座的上表面固接有电机，电

机的一侧设有电机轴，电机远离电机轴的一侧固接有电动推杆，电动推杆的基座固定在驱

动箱的内侧壁上，电机轴伸出驱动箱外且连接有滚轮组件；

滚轮组件包括类三角齿轮壳及设置在类三角齿轮壳上的小滚轮，电机轴活动穿插在类

三角齿轮壳的中心位置，电机轴伸入类三角齿轮壳内的部分通过平键固定套接有主动齿

轮，类三角齿轮壳靠近驱动箱一侧的内壁上固定设有与主动齿轮配合的齿轮圈，类三角齿

轮壳远离驱动箱一侧的内壁上通过销轴套接有与主动齿轮配合的从动齿轮，从动齿轮的一

侧设有微皮带圈一，小滚轮通过活动轴穿接在类三角齿轮壳上，活动轴也套接有微皮带圈

二，微皮带圈一和微皮带圈二通过皮带连接，电机轴伸出类三角齿轮壳外的末端设有封端

螺母，从动齿轮和齿轮圈的齿间距均为单齿宽的3-5倍，主动齿轮传动后产生减速作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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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主动齿轮自齿轮圈上顺利摆脱出来，并接着与从动齿轮顺利啮合，反之亦然；小滚轮的轮

辋面位于类三角齿轮壳的边框外，使类三角齿轮壳始终不与地面或楼梯接触；

右横梁的两端也分别设有一组避震器、驱动箱和滚轮组件；

拖布板上表面的中心位置与其对应的旋转升降台底端固接，拖布板的下表面设有多组

旋转刷洗头和多组喷头，喷头通过水管与喷水器连通，喷头管口朝向对应的旋转刷洗头，旋

转刷洗头具体为圆柱块状，旋转刷洗头上表面圆心通过销轴固接在拖布板下，旋转刷洗头

外套有清洁布套；

吸尘板上表面一条边的中心位置与其对应的旋转升降台底端固接，吸尘板下表面的中

部开设有矩形的吸尘槽，吸尘槽的顶面通过管道与吸尘器相连通，吸尘器另一端的排气口

通过管道与集尘盒相连通，与吸尘板固接的旋转升降台顶部的固定座通过螺栓与吸尘器的

外壳固接，吸尘槽内通过销轴架设有旋转辊刷，旋转辊刷的底部有部分弧面伸出吸尘板下

表面的下方位置，吸尘板下表面还设有多组喷水凹槽，喷水凹槽内嵌入有高压喷雾头，高压

喷雾头通过水管与喷水器相连通。

[0006] 进一步地，旋转升降台具体是SWL型电动丝杆升降机，其顶部的固定座通过螺丝安

装在支撑板的下表面，其底部通过法兰安装在左横梁、拖布板、吸尘板或右横梁的中心位

置。

[0007] 进一步地，类三角齿轮壳的两侧面和驱动箱的一侧面均设有与电机轴活动套接的

光滑轴孔，光滑轴孔的内壁涂抹有润滑油。便于电机轴沿轴向平移，从而使主动齿轮自齿轮

圈上顺利摆脱出来，并接着与从动齿轮顺利啮合，反之亦然。

[0008] 进一步地，喷水器具体是由一个水箱和多组格兰富微型水泵组成，烘干器具体是

由一个空气加热器及多组热风泵组成，吸尘器具体是Dibea04008  pro旋风吸力机，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清洁机器人的控制系统，采用前述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

人，支撑板的上表面还固定设有控制盒，控制盒设有控制芯片、传感器、遥控信号接发装置

及可充电源，控制芯片设有分别与旋转升降台、电机、电动推杆、喷水器、烘干器、吸尘器、传

感器及可充电源电性连接的脚线；可充电源具体是BQ24773充电芯片并配置电源管理模块，

传感器具体是OPT3101霍尔传感器。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具有柔性，铰链连接扣具体是75°特殊铰链，便于爬楼作业时，前

轮爬楼，支撑板从中弯折，随后后轮再上楼，上楼过程中，拖洗、烘干及吸尘的各个机构均可

多楼梯的水平板和竖直板均可接触，实现对楼梯或不平地面的较全面清洁过程；

2.本发明的柔性结构配合旋转升降台，从而调整各滚轮组件、拖布板及吸尘板的高度，

如果再配上现有技术中的记忆模块，即可完成常规清洁路线的升降调整方案，从而使滚轮

组件、旋转刷洗头及旋转辊刷始终着地，适宜不平路线的清洁处理；

3、本发明通过控制电机及电动推杆，实现主动齿轮的离合作用，调整滚轮组件的运动

方式，使其适应于平地作业和攀爬作业；

4、本发明将喷水器、烘干器及吸尘器集成于一体，实现拖洗-烘干-清扫吸尘的清洁作

业流程，可适用于不同整洁度的、不同湿度的地面，使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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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的外观立体图；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的侧视图；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的后视图；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的仰视图；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的齿轮传动结构图；

图6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的滚轮组件的内部结构图；

图中：支撑板1、左支撑板101、右支撑板102、铰链连接扣103、喷水器2、集尘盒3、烘干器

4、烘干管道401、旋转升降台5、左横梁6、拖布板7、旋转刷洗头701、喷头702、吸尘板8、吸尘

槽801、旋转辊刷802、高压喷雾头803、右横梁9、避震器10、驱动箱11、滑槽111、电机座112、

电机113、电机轴114、电动推杆115、滚轮组件12、类三角齿轮壳121、小滚轮122、主动齿轮

123、齿轮圈124、从动齿轮125、微皮带圈一126、活动轴127、微皮带圈二128、吸尘器13、控制

盒14。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2] 参照图1-6，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人，包括支撑板1，支撑板1具体是由左支

撑板101和右支撑板102通过铰链连接扣103铰接而成的合页板形状，铰链连接扣103具体是

75°特殊铰链，左支撑板101的上表面固接有烘干器4，右支撑板102的上表面固接有集尘盒3

和喷水器2；支撑板1的下表面自左向右依次设置有四组旋转升降台5，自左向右的四组旋转

升降台5底部分别依次固接有左横梁6、拖布板7、吸尘板8和右横梁9，最左侧旋转升降台5的

底部固定安装在左横梁6的中心位置，左横梁6的两端分别通过避震器10固接有驱动箱11；

驱动箱11内的底壁设有滑槽111，滑槽111内滑动连接有电机座112，电机座112的上表面固

接有电机113，电机113的一侧设有电机轴114，电机113远离电机轴114的一侧固接有电动推

杆115，电动推杆115的基座固定在驱动箱11的内侧壁上，电机轴114伸出驱动箱11外且连接

有滚轮组件12；滚轮组件12包括类三角齿轮壳121及设置在类三角齿轮壳121上的小滚轮

122，电机轴114活动穿插在类三角齿轮壳121的中心位置，电机轴114伸入类三角齿轮壳121

内的部分通过平键固定套接有主动齿轮123，类三角齿轮壳121靠近驱动箱11一侧的内壁上

固定设有与主动齿轮123配合的齿轮圈124，类三角齿轮壳121远离驱动箱11一侧的内壁上

通过销轴套接有与主动齿轮123配合的从动齿轮125，从动齿轮125的一侧设有微皮带圈一

126，小滚轮122通过活动轴127穿接在类三角齿轮壳121上，活动轴127也套接有微皮带圈二

128，微皮带圈一126和微皮带圈二128通过皮带连接，电机轴114伸出类三角齿轮壳121外的

末端设有封端螺母，从动齿轮125和齿轮圈124的齿间距均为单齿宽的3-5倍，主动齿轮123

传动后产生减速作用，便于主动齿轮123自齿轮圈124上顺利摆脱出来，并接着与从动齿轮

125顺利啮合，反之亦然；小滚轮122的轮辋面位于类三角齿轮壳121的边框外，使类三角齿

轮壳121始终不与地面或楼梯接触；右横梁9的两端也分别设有一组避震器10、驱动箱11和

滚轮组件12；拖布板7上表面的中心位置与其对应的旋转升降台5底端固接，拖布板7的下表

面设有多组旋转刷洗头701和多组喷头702，喷头702通过水管与喷水器2连通，喷头702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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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对应的旋转刷洗头701，旋转刷洗头701具体为圆柱块状，旋转刷洗头701上表面圆心通

过销轴固接在拖布板7下，旋转刷洗头701外套有清洁布套；吸尘板8上表面一条边的中心位

置与其对应的旋转升降台5底端固接，吸尘板8下表面的中部开设有矩形的吸尘槽801，吸尘

槽801的顶面通过管道与吸尘器13相连通，吸尘器13另一端的排气口通过管道与集尘盒3相

连通，与吸尘板8固接的旋转升降台5顶部的固定座通过螺栓与吸尘器13的外壳固接，吸尘

槽801内通过销轴架设有旋转辊刷802，旋转辊刷802的底部有部分弧面伸出吸尘板8下表面

的下方位置，吸尘板8下表面还设有多组喷水凹槽，喷水凹槽内嵌入有高压喷雾头803，高压

喷雾头803通过水管与喷水器2相连通。

[0013] 参照图1-4，旋转升降台5具体是SWL型电动丝杆升降机，其顶部的固定座通过螺丝

安装在支撑板1的下表面，其底部通过法兰安装在左横梁6、拖布板7、吸尘板8或右横梁9的

中心位置。

[0014] 参照图5-6，类三角齿轮壳121的两侧面和驱动箱11的一侧面均设有与电机轴114

活动套接的光滑轴孔，光滑轴孔的内壁涂抹有润滑油。便于电机轴114沿轴向平移，从而使

主动齿轮123自齿轮圈124上顺利摆脱出来，并接着与从动齿轮125顺利啮合，反之亦然。

[0015] 参照图2，喷水器2具体是由一个水箱和多组格兰富微型水泵组成，烘干器4具体是

由一个空气加热器及多组热风泵组成，吸尘器13具体是Dibea04008  pro旋风吸力机，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清洁机器人的控制系统，采用前述的一种可爬楼的地板清洁机器

人，支撑板1的上表面还固定设有控制盒14，控制盒14设有控制芯片、传感器、遥控信号接发

装置及可充电源，控制芯片设有分别与旋转升降台5、电机113、电动推杆115、喷水器2、烘干

器4、吸尘器13、传感器及可充电源电性连接的脚线；

可充电源具体是BQ24773充电芯片并配置电源管理模块，传感器具体是OPT3101霍尔传

感器；

本发明的控制系统采用现有常用扫地机器人的模块组合，对于控制系统的模块部分不

予保护，故不特别说明电性连接部分，只增加旋转升降台5、电机113、电动推杆115、喷水器

2、烘干器4及吸尘器13的控制过程，仅供本领域其他技术人员参考，即：

1、通过电信号控制旋转升降台5，从而调整各滚轮组件12、拖布板7及吸尘板8的高度；

2、通过电信号控制电机113及电动推杆115，调整滚轮组件12的运动方式，通过电动推

杆115推动电机轴114横移，使主动齿轮123与从动齿轮125或齿轮圈124分别啮合——当需

要平地作业时，使主动齿轮123与从动齿轮125啮合，此时齿轮圈124和类三角齿轮壳121不

懂，由两个小滚轮122接地并滚动；当需要爬楼作业时，通过电动推杆115推动电机轴114横

移，使主动齿轮123与齿轮圈124啮合，此时类三角齿轮壳121旋转，带动小滚轮122交替与楼

梯接触并翻滚，实现攀爬作业；

3、通过电信号控制喷水器2、烘干器4及吸尘器13，根据地面整洁度、湿度，可调整上述

三个电器的功率大小，从整体的清洁流程看，第一步，喷水器2配合拖布板7上的旋转刷洗头

701和喷头702，打湿清洁布套，并随着行走，旋转刷洗头701可对地面，产生转动摩擦，起拖

洗的作用；第二步，烘干器4配合烘干管道401，对地面进行烘干处理；第三步，吸尘器13配合

吸尘板8上的吸尘槽801和旋转辊刷802，旋转辊刷802有粘尘清扫作用，便于将粘取的灰尘

回收到吸尘槽801内，提高吸尘效果，另外吸尘板8上的高压喷雾头803用于打湿灰尘，防止

灰尘清扫过程中过度扬尘，避免地面交叉污染，；以上三步操作，可单独运作，各个操作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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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也可有所调整，也可同时使用，需要依照地面环境来设置各机构的运行。

[001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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