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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门窗技术领域，尤其为一种

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包括墙体，墙体的外墙

面和内墙面之间通过窗洞安装有推拉窗窗框，推

拉窗窗框的内侧安装有第一窗扇和第二窗扇，推

拉窗窗框位于室外的一侧侧面安装有清洗装置

安装槽，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内腔中安装有第一电

机，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与传动螺杆连接，传动螺

杆与滑块螺旋传动连接，滑块的顶部与滑轨滑动

连接，滑块的底部安装有导轨，导轨上安装有移

动驱动装置，移动驱动装置的底部安装有折叠擦

拭装置，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底部安装有电动卷帘

保护装置，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前侧安装有清洗喷

洒装置，清洗喷洒装置通过输水管道与供水装置

连接，本装置可自动对推拉窗位于室外的一侧进

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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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其特征在于：包括墙体，所述墙体的外墙面和内墙面之

间贯穿有窗洞，所述窗洞的内侧固定安装有推拉窗窗框，所述推拉窗窗框的内侧滑动安装

有第一窗扇和第二窗扇，所述推拉窗窗框位于室外的一侧侧面固定安装有清洗装置安装

槽，所述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内腔中安装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与传动螺杆固

定连接，所述传动螺杆贯穿滑块并与其螺旋传动连接，所述滑块的顶部与滑轨滑动连接，所

述滑块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导轨，所述导轨上安装有移动驱动装置，所述移动驱动装置的底

部安装有折叠擦拭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电动卷帘保护装置，所述

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前侧固定安装有清洗喷洒装置，所述清洗喷洒装置的左侧连接有输水管

道，所述输水管道的另一端与供水装置连接，所述窗洞位于室内的部分其内侧固定安装有

控制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前侧固定安装有雨水感应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驱动装置

包括移动安装架，所述移动安装架的前侧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轴贯

穿移动安装架后与主动移动轮固定连接，所述移动安装架的内侧还安装有五个辅助移动

轮，所述移动安装架的前后侧壁之间转动安装有固定滚轴，所述辅助移动轮和固定滚轴均

与导轨之间滚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叠擦拭装置

包括擦拭装置固定座，所述擦拭装置固定座的前侧固定安装有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的

输出轴贯穿擦拭装置固定座后与安装条固定连接，所述安装条的后侧固定安装有擦拭条安

装板，所述擦拭条安装板的后侧固定安装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的后侧固定安装有擦拭条

基板，所述擦拭条安装板和擦拭条基板之间固定安装有弹簧，所述弹簧套在伸缩杆的外侧，

所述擦拭条基板的后侧通过螺丝安装有PVC刮条和橡胶擦拭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卷帘保护

装置包括卷帘收纳仓，所述卷帘收纳仓的内腔中固定安装有第四电机，所述第四电机的输

出轴与第一齿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啮合，所述第二齿轮套接在卷轴的外

侧，所述卷轴的左右两端分别与卷帘收纳仓的左右内侧壁转动连接，所述卷轴上卷设有卷

帘板，所述卷帘板的末端有导条，所述导条与卷帘导轨滑动连接，所述卷帘导轨固定安转在

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底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喷洒装置

包括左侧安装座和右侧安装座，所述左侧安装座的内腔中通过轴承卡接有转动接头，所述

转动接头的左端与输水管道转动连接，所述转动接头的右端连接有喷水管道，所述喷水管

道的右端与右侧安装座内腔中的轴承卡接，所述右侧安装座的右侧安装有第五电机，所述

第五电机的输出轴与喷水管道的右端固定连接，所述喷水管道的右端为封闭端，所述喷水

管道的底部连接有若干喷水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水装置包括

供水装置外壳，所述供水装置外壳的顶部后侧为一体成型的螺接固定臂，所述螺接固定臂

与窗洞的内底壁螺接，所述供水装置外壳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提把，所述供水装置外壳的内

腔中固定安装有水泵，所述水泵的出水口与输水管道固定连接，所述水泵的入水口与供水

管道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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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传动螺杆、所述滑轨和所述滑块的数量均为两个，分别位于所述导轨左右两端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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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门窗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

背景技术

[0002] 推拉窗根据推拉方向不同分为水平推拉窗和垂直推拉窗两种。水平推拉窗需要在

窗扇上下设轨槽，垂直推拉窗要有滑轮及平衡措施，推拉窗有不占据室内空间的优点，外观

美丽、价格经济、密封性较好。采用高档滑轨，轻轻一推，开启灵活。配上大块的玻璃，既增加

室内的采光，又改善建筑物的整体形貌，窗扇的受力状态好、不易损坏，但通气面积受一定

限制。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对于高层的推拉窗，其位于室外的一侧的清理十分不便，需要专业的清洁人员采

用吊篮等装置移动到窗户外侧对窗户进行清理，十分危险，因此需要一种可以自动。本实用

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可自动对推拉窗位于室外的一侧进行清洗。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包括墙体，所述墙体

的外墙面和内墙面之间贯穿有窗洞，所述窗洞的内侧固定安装有推拉窗窗框，所述推拉窗

窗框的内侧滑动安装有第一窗扇和第二窗扇，所述推拉窗窗框位于室外的一侧侧面固定安

装有清洗装置安装槽，所述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内腔中安装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

出轴与传动螺杆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螺杆贯穿滑块并与其螺旋传动连接，所述滑块的顶部

与滑轨滑动连接，所述滑块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导轨，所述导轨上安装有移动驱动装置，所述

移动驱动装置的底部安装有折叠擦拭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电动卷

帘保护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前侧固定安装有清洗喷洒装置，所述清洗喷洒装置的

左侧连接有输水管道，所述输水管道的另一端与供水装置连接，所述窗洞位于室内的部分

其内侧固定安装有控制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前侧固定安装有雨水感应器。

[0005] 所述移动驱动装置包括移动安装架，所述移动安装架的前侧固定安装有第二电

机，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轴贯穿移动安装架后与主动移动轮固定连接，所述移动安装架的

内侧还安装有五个辅助移动轮，所述移动安装架的前后侧壁之间转动安装有固定滚轴，所

述辅助移动轮和固定滚轴均与导轨之间滚动连接；第二电机带动主动移动轮转动，在辅助

移动轮和固定滚轴的配合下，带动移动安装架连同折叠擦拭装置沿导轨向右移动。

[0006] 所述折叠擦拭装置包括擦拭装置固定座，所述擦拭装置固定座的前侧固定安装有

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的输出轴贯穿擦拭装置固定座后与安装条固定连接，所述安装条

的后侧固定安装有擦拭条安装板，所述擦拭条安装板的后侧固定安装有伸缩杆，所述伸缩

杆的后侧固定安装有擦拭条基板，所述擦拭条安装板和擦拭条基板之间固定安装有弹簧，

所述弹簧套在伸缩杆的外侧，所述擦拭条基板的后侧通过螺丝安装有PVC刮条和橡胶擦拭

条；折叠擦拭装置不使用时折叠收纳在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内部，在使用时，通过第三电机带

动安装条连同擦拭条安装板、擦拭条基板、PVC刮条和橡胶擦拭条转动至工作位置，PVC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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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向玻璃喷水前先行刮除窗户上附着的较大颗粒物和部分灰尘，橡胶擦拭条用于对玻

璃进行擦拭，擦拭过程中，通过弹簧和伸缩杆的弹力，使擦拭条基板上的PVC刮条和橡胶擦

拭条可一直与玻璃紧密接触，当需要更换PVC刮条和橡胶擦拭条时，拧下安装PVC刮条和橡

胶擦拭条的螺丝即可将其拆卸更换。

[0007] 所述电动卷帘保护装置包括卷帘收纳仓，所述卷帘收纳仓的内腔中固定安装有第

四电机，所述第四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一齿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啮合，所述

第二齿轮套接在卷轴的外侧，所述卷轴的左右两端分别与卷帘收纳仓的左右内侧壁转动连

接，所述卷轴上卷设有卷帘板，所述卷帘板的末端有导条，所述导条与卷帘导轨滑动连接，

所述卷帘导轨固定安转在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底部；通过控制装置控制电动卷帘保护装置中

的第四电机运转，通过第四电机带动第一齿轮转动，第一齿轮的转动带动第二齿轮连通卷

轴转动，带动卷帘板在导条和卷帘导轨的配合下进行收起动作，使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底部

敞开，控制第四电机反向运转，即可带动卷帘板进行展开动作，使卷帘板将清洗装置安装槽

的底部开口进行封闭，对清洗装置安装槽中的各部件进行保护，防止虫、鸟进入。

[0008] 所述清洗喷洒装置包括左侧安装座和右侧安装座，所述左侧安装座的内腔中通过

轴承卡接有转动接头，所述转动接头的左端与输水管道转动连接，所述转动接头的右端连

接有喷水管道，所述喷水管道的右端与右侧安装座内腔中的轴承卡接，所述右侧安装座的

右侧安装有第五电机，所述第五电机的输出轴与喷水管道的右端固定连接，所述喷水管道

的右端为封闭端，所述喷水管道的底部连接有若干喷水头；输水管道中的水输入喷水管道

中，利用喷水头向第一窗扇和第二窗扇的玻璃进行喷水清洁，在喷水过程中，第五电机带动

喷水管道来回转动，带动喷水头进行摆动，使喷水头可以均匀的将水喷洒在第一窗扇和第

二窗扇的玻璃上。

[0009] 所述供水装置包括供水装置外壳，所述供水装置外壳的顶部后侧为一体成型的螺

接固定臂，所述螺接固定臂与窗洞的内底壁螺接，所述供水装置外壳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提

把，所述供水装置外壳的内腔中固定安装有水泵，所述水泵的出水口与输水管道固定连接，

所述水泵的入水口与供水管道固定连接；供水管道与室内的水管进行连接，通过提把可以

在拆卸供水装置时方便对供水装置的移动，水泵用于将供水管道中的水泵入输水管道中。

[0010] 所述第一电机、所述传动螺杆、所述滑轨和所述滑块的数量均为两个，分别位于所

述导轨左右两端的上方；通过两组第一电机、传动螺杆、滑轨和滑块的设置，提升了导轨安

装的稳定性。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2] 本装置设置有移动驱动装置、折叠擦拭装置和清洗喷洒装置，可使用控制装置控

制本装置自动对推拉窗位于室外的一侧进行清洗；

[0013] 本装置设有折叠擦拭装置，在不使用时，折叠擦拭装置可收纳进清洗装置安装槽

中进行收纳，擦拭过程中，PVC刮条用于在向玻璃喷水前先行刮除窗户上附着的较大颗粒物

和部分灰尘，橡胶擦拭条用于对玻璃进行擦拭，提升对玻璃的清洗效果，避免直接喷水擦拭

造成无法擦净玻璃，通过弹簧和伸缩杆的弹力，使擦拭条基板上的PVC刮条和橡胶擦拭条可

一直与玻璃紧密接触；

[0014] 本装置设有清洗喷洒装置，水泵将输水管道中的水输入喷水管道中，利用喷水头

向第一窗扇和第二窗扇的玻璃进行喷水清洁，在喷水过程中，第五电机带动喷水管道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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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带动喷水头进行摆动，使喷水头可以均匀的将水喷洒在第一窗扇和第二窗扇的玻璃

上，提升清洗效果。

[0015] 本装置设有电动卷帘保护装置，在本装置不工作时，可通过第四电机带动卷帘板

展开将清洗装置安装槽的底部开口进行封闭，对清洗装置安装槽中的各部件进行保护，防

止虫、鸟进入；

[0016] 本装置设有雨水感应器，当雨水感应器感应到下雨时，控制装置自动控制电动卷

帘保护装置解除对清洗装置安装槽底部的封闭，并控制第一电机、移动驱动装置和折叠擦

拭装置自动工作，利用雨水和PVC刮条、橡胶擦拭条配合对第一窗扇和第二窗扇的玻璃进行

清洁，可充分利用雨水资源，减少家庭用水的耗费；

[0017] 当需要更换PVC刮条和橡胶擦拭条时，拧下安装PVC刮条和橡胶擦拭条的螺丝即可

将其拆卸更换，更换方式方便快捷，用户可自行更换。

[0018] 该装置中未涉及部分均与现有技术相同或可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右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的电动卷帘保护装置右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的电动卷帘保护装置正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安装条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A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B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00、墙体；110、窗洞；200、推拉窗窗框；210、第一窗扇；220、第二窗扇；300、

清洗装置安装槽；311、第一电机；312、传动螺杆；313、滑块；314、滑轨；320、导轨；330、移动

驱动装置；331、移动安装架；332、第二电机；333、主动移动轮；334、辅助移动轮；335、固定滚

轴；340、折叠擦拭装置；341、擦拭装置固定座；342、第三电机；343、安装条；344、擦拭条安装

板；345、伸缩杆；346、擦拭条基板；347、弹簧；348、PVC刮条；349、橡胶擦拭条；350、电动卷帘

保护装置；351、卷帘收纳仓；352、第四电机；353、第一齿轮；354、第二齿轮；355、卷轴；356、

卷帘板；357、导条；358、卷帘导轨；360、清洗喷洒装置；361、左侧安装座；362、右侧安装座；

363、转动接头；364、喷水管道；365、第五电机；366、喷水头；370、输水管道；380、供水装置；

381、供水装置外壳；382、螺接固定臂；383、提把；384、水泵；385、供水管道；400、控制装置；

500、雨水感应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请参阅图1‑图8，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具有自清洗功能的窗户，包

括墙体100，所述墙体的外墙面和内墙面之间贯穿有窗洞110，所述窗洞110的内侧固定安装

有推拉窗窗框200，所述推拉窗窗框200的内侧滑动安装有第一窗扇210和第二窗扇220，所

述推拉窗窗框200位于室外的一侧侧面固定安装有清洗装置安装槽300，所述清洗装置安装

槽300的内腔中安装有第一电机311，所述第一电机311的输出轴与传动螺杆312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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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传动螺杆312贯穿滑块313并与其螺旋传动连接，所述滑块313的顶部与滑轨314滑动连

接，所述滑块313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导轨320，所述导轨320上安装有移动驱动装置330，所述

移动驱动装置330的底部安装有折叠擦拭装置340，所述清洗装置安装槽300的底部固定安

装有电动卷帘保护装置350，所述清洗装置安装槽300的前侧固定安装有清洗喷洒装置360，

所述清洗喷洒装置360的左侧连接有输水管道370，所述输水管道370的另一端与供水装置

380连接，所述窗洞110位于室内的部分其内侧固定安装有控制装置400，所述清洗装置安装

槽300的前侧固定安装有雨水感应器500。

[0029] 本实施方案中：

[0030] 所述移动驱动装置330包括移动安装架331，所述移动安装架331的前侧固定安装

有第二电机332，所述第二电机332的输出轴贯穿移动安装架331后与主动移动轮333固定连

接，所述移动安装架331的内侧还安装有五个辅助移动轮334，所述移动安装架331的前后侧

壁之间转动安装有固定滚轴335，所述辅助移动轮334和固定滚轴335均与导轨320之间滚动

连接；第二电机332带动主动移动轮333转动，在辅助移动轮334和固定滚轴335的配合下，带

动移动安装架331连同折叠擦拭装置340沿导轨320向右移动。

[0031] 所述折叠擦拭装置340包括擦拭装置固定座341，所述擦拭装置固定座341的前侧

固定安装有第三电机342，所述第三电机342的输出轴贯穿擦拭装置固定座341后与安装条

343固定连接，所述安装条343的后侧固定安装有擦拭条安装板344，所述擦拭条安装板344

的后侧固定安装有伸缩杆345，所述伸缩杆345的后侧固定安装有擦拭条基板346，所述擦拭

条安装板344和擦拭条基板346之间固定安装有弹簧347，所述弹簧347套在伸缩杆345的外

侧，所述擦拭条基板346的后侧通过螺丝安装有PVC刮条348和橡胶擦拭条349；折叠擦拭装

置不使用时折叠收纳在清洗装置安装槽300的内部，在使用时，通过第三电机342带动安装

条343连同擦拭条安装板344、擦拭条基板346、PVC刮条348和橡胶擦拭条349转动至工作位

置，PVC刮条348用于在向玻璃喷水前先行刮除窗户上附着的较大颗粒物和部分灰尘，橡胶

擦拭条349用于对玻璃进行擦拭，擦拭过程中，通过弹簧347和伸缩杆345的弹力，使擦拭条

基板346上的PVC刮条348和橡胶擦拭条349可一直与玻璃紧密接触，当需要更换PVC刮条348

和橡胶擦拭条349时，拧下安装PVC刮条348和橡胶擦拭条349的螺丝即可将其拆卸更换。

[0032] 所述电动卷帘保护装置350包括卷帘收纳仓351，所述卷帘收纳仓351的内腔中固

定安装有第四电机352，所述第四电机352的输出轴与第一齿轮353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齿轮

353与第二齿轮354啮合，所述第二齿轮354套接在卷轴355的外侧，所述卷轴355的左右两端

分别与卷帘收纳仓351的左右内侧壁转动连接，所述卷轴355上卷设有卷帘板356，所述卷帘

板356的末端有导条357，所述导条357与卷帘导轨358滑动连接，所述卷帘导轨358固定安转

在清洗装置安装槽300的底部；通过控制装置400控制电动卷帘保护装置350中的第四电机

352运转，通过第四电机352带动第一齿轮353转动，第一齿轮353的转动带动第二齿轮354连

通卷轴355转动，带动卷帘板356在导条357和卷帘导轨358的配合下进行收起动作，使清洗

装置安装槽300的底部敞开，控制第四电机352反向运转，即可带动卷帘板356进行展开动

作，使卷帘板356将清洗装置安装槽300的底部开口进行封闭，对清洗装置安装槽300中的各

部件进行保护，防止虫、鸟进入。

[0033] 所述清洗喷洒装置360包括左侧安装座361和右侧安装座362，所述左侧安装座361

的内腔中通过轴承卡接有转动接头363，所述转动接头363的左端与输水管道370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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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转动接头363的右端连接有喷水管道364，所述喷水管道364的右端与右侧安装座362内

腔中的轴承卡接，所述右侧安装座362的右侧安装有第五电机365，所述第五电机365的输出

轴与喷水管道364的右端固定连接，所述喷水管道364的右端为封闭端，所述喷水管道364的

底部连接有若干喷水头366；输水管道370中的水输入喷水管道364中，利用喷水头366向第

一窗扇210和第二窗扇220的玻璃进行喷水清洁，在喷水过程中，第五电机365带动喷水管道

364来回转动，带动喷水头366进行摆动，使喷水头366可以均匀的将水喷洒在第一窗扇210

和第二窗扇220的玻璃上。

[0034] 所述供水装置380包括供水装置外壳381，所述供水装置外壳381的顶部后侧为一

体成型的螺接固定臂382，所述螺接固定臂382与窗洞110的内底壁螺接，所述供水装置外壳

38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提把383，所述供水装置外壳381的内腔中固定安装有水泵384，所述

水泵384的出水口与输水管道370固定连接，所述水泵384的入水口与供水管道385固定连

接；供水管道385与室内的水管进行连接，通过提把383可以在拆卸供水装置380时方便对供

水装置380的移动，水泵384用于将供水管道385中的水泵入输水管道370中。

[0035] 所述第一电机311、所述传动螺杆312、所述滑轨314和所述滑块313的数量均为两

个，分别位于所述导轨320左右两端的上方；通过两组第一电机311、传动螺杆312、滑轨314

和滑块313的设置，提升了导轨320安装的稳定性。

[003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本装置通过控制装置400控制各个部件的运

行，本装置在不使用时，折叠擦拭装置340折叠收纳在清洗装置安装槽300的内部，且移动驱

动装置330移动至导轨320的最左端，通过电动卷帘保护装置350中的卷帘板356对清洗装置

安装槽300进行封闭，对清洗装置安装槽300中的各个电机进行保护，当需要对窗户外侧进

行清理时，通过控制装置400控制电动卷帘保护装置350中的第四电机352运转，通过第四电

机352带动第一齿轮353转动，第一齿轮353的转动带动第二齿轮354连通卷轴355转动，带动

卷帘板356在导条357和卷帘导轨358的配合下进行收起动作，使清洗装置安装槽300的底部

敞开，控制第三电机342运转，带动安装条343顺时针转动90度，随后控制第一电机311运转

带动传动螺杆312转动，利用传动螺杆312与滑块313之间的螺旋传动带动滑块313连同导轨

320、移动驱动装置330和折叠擦拭装置340向第一窗扇210的玻璃移动，直至擦拭条基板346

上的PVC刮条348和橡胶擦拭条349与第一窗扇210的玻璃贴紧，通过第二电机332带动主动

移动轮333转动，在辅助移动轮334和固定滚轴335的配合下，带动移动安装架331连同折叠

擦拭装置340沿导轨320向右移动，利用PVC刮条348刮除窗户上附着的较大颗粒物和部分灰

尘，在刮完第一窗扇210的玻璃后，控制第一电机311带动导轨320向前移动，使PVC刮条348

和橡胶擦拭条349远离第一窗扇210的玻璃，避免第一窗扇210的框架阻挡第二电机332继续

带动移动驱动装置330连同折叠擦拭装置340向右移动，当折叠擦拭装置340移动至第二窗

扇220的玻璃前方时，第一电机311带动导轨320向后移动，使PVC刮条348和橡胶擦拭条349

贴紧第二窗扇220的玻璃，第二电机332继续带动移动驱动装置330连同折叠擦拭装置340向

右移动，对第二窗扇220的玻璃上附着的较大颗粒胡和部分灰尘进行刮除，当移动驱动装置

330带动折叠擦拭装置340移动至第二窗扇220的玻璃的最右侧时，控制装置400自动控制水

泵384运转，将供水管道385中的水泵入输水管道370中，并输入喷水管道364中，利用喷水头

366向第一窗扇210和第二窗扇220的玻璃进行喷水清洁，在喷水过程中，第五电机365带动

喷水管道364来回转动，带动喷水头366进行摆动，使喷水头366可以均匀的将水喷洒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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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扇210和第二窗扇220的玻璃上，喷水的同时，移动驱动装置330带动折叠擦拭装置340向

左移动，利用橡胶擦拭条349对第一窗扇210和第二窗扇220的玻璃进行擦拭，配合清洗喷洒

装置360，对第一窗扇210和第二窗扇220的玻璃外侧进行较为彻底的清洗，擦拭过程中，通

过弹簧347和伸缩杆345的弹力，使擦拭条基板346上的PVC刮条348和橡胶擦拭条349可一直

与玻璃紧密接触，移动驱动装置330带动折叠擦拭装置340的左右移动擦拭清洗次数可通过

控制装置400设置，清洗完毕后，移动驱动装置330移动至导轨320的最左侧，第三电机342带

动安装条343折叠收纳入清洗装置安装槽300中，电动卷帘保护装置350重新将移动驱动装

置330的底部开口封闭，同时水泵384和清洗喷洒装置360停止工作，当雨水感应器500感应

到下雨时，控制装置400自动控制电动卷帘保护装置350解除对清洗装置安装槽300底部的

封闭，并控制第一电机311、移动驱动装置330和折叠擦拭装置340自动工作，利用雨水和PVC

刮条348、橡胶擦拭条349配合对第一窗扇210和第二窗扇220的玻璃进行清洁，当需要更换

PVC刮条348和橡胶擦拭条349时，拧下安装PVC刮条348和橡胶擦拭条349的螺丝即可将其拆

卸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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