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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饮水桶清洗设备领域的一种

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包括固定架和固定

台，固定台的下表面连接有支撑架，固定台的上

表面设有弧形槽，弧形槽的槽底上设有排水孔，

固定台上表面的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两个升降

杆，升降杆的顶端固定连接有同一块盖板，盖板

的下表面设有弧形槽，弧形槽的槽底均设有擦拭

层，固定台的侧壁上固定连接有横向的伸缩杆，

且伸缩杆位于弧形槽其中一端的正下方，伸缩杆

远离固定台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竖杆，竖杆的顶端

固定连接有电机，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抽

充气机，抽充气机的排气管连通有气囊棒，气囊

棒的朝向与电机的输出轴的朝向相同。本方案解

决了人工清洗水桶时速度慢，效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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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机构和清洗机构，固定机构包

括固定架和内部预留有第一空腔的固定台，所述固定台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架，固定

台的上表面设有多个第一弧形槽，第一弧形槽的槽底上设有排水孔，固定台上表面的两侧

分别固定连接有两个升降杆，升降杆的顶端固定连接有同一块盖板，盖板的下表面设有第

二弧形槽，且第二弧形槽与第一弧形槽的槽底相互正对，第一弧形槽和第二弧形槽的槽底

均设有擦拭层，所述固定台的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多个横向的伸缩杆，且伸缩杆分别位于第

一弧形槽其中一端的下方，所述伸缩杆远离固定台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竖杆，竖杆的顶端固

定连接有电机，且电机的输出轴朝向固定台的第一弧形槽轴向的正上方，电机的输出轴上

固定连接有抽充气机，抽充气机连通有排气管，排气管远离抽充气机的一端连通有气囊棒，

气囊棒远离排气管的一端朝向与电机的输出轴的朝向相同；

所述清洗机构包括进水管、多个集水槽和多块竖板，竖板内设有第二空腔，每一块所述

竖板固定连接在固定台上表面，竖板位于两个第一弧形槽之间，且两个第一弧形槽之间只

设置一块竖板，竖板与第一弧形槽的轴向平行，竖板的两侧壁上均设有喷水孔，喷水孔与竖

板的第二空腔连通，喷水孔的周围设有毛刷；多个所述集水槽分别位于第一弧形槽的正下

方且与排水孔连通，集水槽的底部均连通有排水管，排水管远离集水槽的一端穿过固定台

位于固定台的底端；所述进水管位于固定台内，进水管的进水口位于固定台的其中一个竖

直壁上，进水管连通有多个支管，支管的出水口分别与竖板的第二空腔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擦拭层采用

海绵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刷与竖板

可拆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囊棒的外

壁上设有防滑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杆与所

述伸缩杆上均涂有防锈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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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饮水桶清洗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来水或地下水经过现代工业技术(反渗透、超滤、电渗析、

蒸馏、树脂软化等)处理后，灌装生产成桶装水，因其有专人配送且方便、卫生，广泛进入人

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家庭、办公室或公共场所中。

[0003] 桶装水的水桶在灌装前必须经过清洗，水桶的清洗包括桶身外部和桶身内部的清

洗。当先清洗完桶身内部再清洗桶身外部时，在清洗桶身外部的过程中极易导致清洗水桶

的污水进入到桶中，使桶身内部受到污染，而先清洗桶身外部再清洗桶身内部时，清洗桶身

内部时的水会沾到桶身外部形成水滴，若清洗完成后不将桶身外部的水滴擦干，空气中的

灰尘难免会依附在水滴上，当水滴蒸发过后，灰尘又会凝结成块依附在桶身外部，影响桶身

外部的清洁效果。同时现在的水桶的清洗主要是靠人工清洗，而人工清洗主要是靠工人将

水桶放入到水中使用抹布对水桶进行擦拭，该种水桶的清洗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清

洗速度慢，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以解决人工清洗水桶时速度慢，

效率低的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

置，包括固定机构和清洗机构，固定机构包括固定架和内部预留有第一空腔的固定台，所述

固定台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架，固定台的上表面设有多个第一弧形槽，第一弧形槽的

槽底上设有排水孔，固定台上表面的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两个升降杆，升降杆的顶端固定

连接有同一块盖板，盖板的下表面设有第二弧形槽，且第二弧形槽与第一弧形槽的槽底相

互正对，第一弧形槽和第二弧形槽的槽底均设有擦拭层，所述固定台的侧壁上固定连接有

多个横向的伸缩杆，且伸缩杆分别位于第一弧形槽其中一端的下方，所述伸缩杆远离固定

台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竖杆，竖杆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电机，且电机的输出轴朝向固定台的第

一弧形槽轴向的正上方，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抽充气机，抽充气机连通有排气管，排

气管远离抽充气机的一端连通有气囊棒，气囊棒远离排气管的一端朝向与电机的输出轴的

朝向相同；

[0006] 所述清洗机构包括进水管、多个集水槽和多块竖板，竖板内设有第二空腔，每一块

所述竖板固定连接在固定台上表面，竖板位于两个第一弧形槽之间，且两个第一弧形槽之

间只设置一块竖板，竖板与第一弧形槽的轴向平行，竖板的两侧壁上均设有喷水孔，喷水孔

与竖板的第二空腔连通，喷水孔的周围设有毛刷；多个所述集水槽分别位于第一弧形槽的

正下方且与排水孔连通，集水槽的底部均连通有排水管，排水管远离集水槽的一端穿过固

定台位于固定台的底端；所述进水管位于固定台内，进水管的进水口位于固定台的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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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竖直壁上，进水管连通有多个支管，支管的出水口分别与竖板的第二空腔连通。

[0007] 本发明工作原理：使用时，将水桶放置到第一弧形槽中，使水桶的进水孔朝向气囊

棒，启动升降杆，通过升降杆带动盖板下移使第二弧形槽上的擦拭层分别与水桶接触，停止

升降杆移动，启动伸缩杆，伸缩杆收缩时拉动竖杆向固定台移动，竖杆移动时带动电机，电

机通过输出轴带动抽充气机移动，抽充气机移动时带动与之连接的气囊棒插进进水孔中，

启动抽充气机向气囊棒中充气，气囊棒充气膨胀将进水孔堵住并填充满，向进水管通水的

同时启动电机，进水管中的水通过支管流进竖板的第二空腔中，从喷水孔中喷出将毛刷喷

湿，同时电机运行时通过输出轴带动抽充气机转动，抽充气机转动时带动与之连接的气囊

棒转动，由于气囊棒将进水孔填充满，在气囊棒转动时通过气囊棒与进水孔的内壁之间的

摩擦力带动水桶转动，在水桶的转动过程中，喷湿的毛刷将水桶的外部刷湿，然后第一弧形

槽和第二弧形槽中的擦拭层通过水桶的转动将水桶的外部擦拭干净，同时在盖板压住水桶

时，第一弧形槽20中的擦拭层受到水桶的挤压，擦拭层中的水被挤出擦拭层，挤出的水汇聚

到第一弧形槽的底部，从排水孔中流到第一弧形槽下方的集水槽中，然后从排水管中排出，

当清洗完成后关闭电机，通过抽充气机将气囊棒中的气体抽出，使气囊棒的体积减小，启动

伸缩杆使伸缩杆伸长，通过伸缩杆与气囊棒的联动作用带动气囊棒移出进水孔，启动升降

杆使盖板抬升，将水桶取下。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本方案通过将水桶放置在第一弧形槽中，利用盖板上的

第二弧形槽对水桶进行固定，再通过伸缩杆与气囊棒的联动作用自动插入到水桶的进水孔

中，通过气囊棒将进水孔填充满，利用气囊棒与进水孔内壁之间的摩擦力带动水桶的转动，

转动时毛刷将水刷到水桶上，再通过擦拭层对水桶的外壁进行擦拭，对桶装水的外壁进行

清洗，达到了对水桶的自动清洗擦拭的有益效果，提高了清洗的速度和效率；2、因为气囊棒

将进水孔填充满，在清洗的过程中清洗使用的水不会通过进水孔流进到水桶中，不会导致

已经清洗完成的水桶内部受到污染。

[0009] 进一步，所述擦拭层采用海绵制成。其目的是，海绵的吸水性强和形变性好，便于

在清洗水桶的过程中使擦拭层充分与水桶的外壁接触，使擦拭层与水桶外壁之间不留缝

隙，且海绵的质地较软，不易将水桶的外壁刮伤。

[0010] 进一步，所述毛刷与竖板可拆卸连接。其目的是，毛刷通过长时间的使用过后会有

磨损，进而会影响到清洗效果，所以将毛刷设置为可拆卸连接，便于磨损后的更换。

[0011] 进一步，所述气囊棒的外壁上设有防滑纹。其目的是，增加气囊棒外壁与进水孔内

壁之间的摩擦力，防止其出现空转的情况。

[0012] 进一步，所述升降杆与所述伸缩杆上均涂有防锈涂层。其目的是，在水桶的清洗过

程中难免会有水飞溅到升降杆和伸缩杆上，时间过长后难免会导致升降杆和伸缩杆生锈，

影响伸缩效果。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的剖视图；

[0015] 图3为图1的左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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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7]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盖板1、擦拭层2、升降杆3、电机4、竖杆5、伸缩杆6、

固定台7、支撑架8、毛刷9、竖板10、集水槽11、排水孔12、进水管13、排水管14、喷水孔15、输

出轴16、抽充气机17、排气管18、气囊棒19、第一弧形槽20、第二弧形槽21、支管22。

[0018] 实施例基本如附图1、附图2和附图3所示：

[0019] 一种桶装水水桶外部清洗装置，包括固定机构和清洗机构，固定机构包括固定架

和内部预留有第一空腔的固定台7，固定台7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架8，固定台7的上表

面设有多个第一弧形槽20，第一弧形槽20的槽底槽底设有排水孔12，固定台7两侧边缘分别

固定连接有两个升降杆3，升降杆3上涂有防锈涂层，升降杆3的顶端固定连接有同一块盖板

1，盖板1的下表面设有第二弧形槽21，且第二弧形槽21与第一弧形槽20的槽底相互正对，第

一弧形槽20和第二弧形槽21的槽底均设有海绵制成的擦拭层2，固定台7的侧壁上固定连接

有多个横向的伸缩杆6，伸缩杆6上也涂有防锈涂层，且伸缩杆6分别位于第一弧形槽20其中

一端的下方，伸缩杆6远离固定台7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竖杆5，竖杆5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电机

4，且电机4的输出轴16朝向固定台7的第一弧形槽20轴向的正上方，电机4的输出轴16上固

定连接有抽充气机17，抽充气机17连通有排气管18，排气管18远离抽充气机17的一端连通

有气囊棒19，气囊棒19远离排气管18的一端朝向与电机4的输出轴16的朝向相同，气囊棒19

的外壁上设有防滑纹；

[0020] 清洗机构包括进水管13、多个集水槽11和多块竖板10，竖板10内设有第二空腔，每

一块竖板10固定连接在固定台7上表面，竖板10位于两个第一弧形槽20之间，且竖板10与第

一弧形槽20的轴向平行，竖板10的两侧壁上均设有喷水孔15，喷水孔15与竖板10的第二空

腔连通，喷水孔15的周围设有毛刷9，毛刷9与竖板10可拆卸连接；多个集水槽11分别位于第

一弧形槽20的正下方且与排水孔12连通，集水槽11的底部均连通有排水管14，排水管14远

离集水槽11的一端穿过固定台7位于固定台7的底端；进水管13位于固定台7内，进水管13的

进水口位于固定台7的其中一个竖直壁上，进水管13连通有多个支管22，支管22的出水口分

别与竖板10的第二空腔连通。

[0021]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22] 使用时，将水桶放置到第一弧形槽20中，使水桶的进水孔朝向气囊棒19，启动升降

杆3，通过升降杆3带动盖板1下移使第二弧形槽21上的擦拭层2与水桶接触，停止升降杆3移

动，启动伸缩杆6，伸缩杆6收缩时拉动竖杆5向固定台7移动，竖杆5移动时带动电机4移动，

电机4移动时通过输出轴16带动抽充气机17移动，抽充气机17移动时带动与之连接的气囊

棒19插进进水孔中，启动抽充气机17向气囊棒19中充气，气囊棒19充气膨胀将进水孔堵住

并填充满，向进水管13通水的同时启动电机4，进水管13中的水通过支管22流进竖板10的第

二空腔中，从喷水孔15中喷出将毛刷9喷湿，同时电机4运行时通过输出轴16带动抽充气机

17转动，抽充气机17转动时带动与之连接的气囊棒19转动，由于气囊棒19将进水孔填充满，

在气囊棒19转动时通过气囊棒19与进水孔的内壁之间的摩擦力带动水桶转动，在水桶的转

动过程中，喷湿的毛刷9将水桶的外部刷湿，然后第一弧形槽20和第二弧形槽21中的擦拭层

2通过水桶的转动将水桶的外部擦拭干净，同时在盖板1压住水桶时，第一弧形槽20中的擦

拭层2受到水桶的挤压，由于擦拭层2采用海绵制成，擦拭层2中的水被挤出擦拭层2，挤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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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汇聚到第一弧形槽20的底部，从排水孔12中流到第一弧形槽20下方的集水槽11中，然后

从排水管14中排出，当清洗完成后关闭电机4，通过抽充气机17将气囊棒19中的气体抽出，

使气囊棒19的体积减小，启动伸缩杆6使伸缩杆6伸长，通过伸缩杆6与气囊棒19的联动作用

带动气囊棒19移出进水孔，启动升降杆3使盖板1抬升，将水桶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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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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