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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洁除菌设备，尤其涉及一

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能清洁的干净，清洁的速度快，

清洁后还能对地面进行除湿的效果，还能对地面

进行消毒杀菌的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为了解

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卫浴地

面清洁除菌设备，包括有底板、n形架、驱动机构、

清扫机构、擦洗机构等；底板的顶部设有n形架，

底板底部的两侧设有左右对称的支撑杆，支撑杆

的底部设有轮子，n形架的顶部设有驱动机构，地

板的上方设有清扫机构。本发明达到了能清洁的

干净，清洁的速度快，清洁后还能对地面进行除

湿的效果，还能对地面进行消毒杀菌的效果，本

装置通过驱动机构带动清扫机构对地面进行清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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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底板（1）、n形架（2）、驱动机构（3）、

清扫机构（4）、擦洗机构（7）、支撑杆（5）和轮子（6），底板（1）的顶部设有n形架（2），底板（1）

底部的两侧设有左右对称的支撑杆（5），支撑杆（5）的底部设有轮子（6），n形架（2）的顶部设

有驱动机构（3），地板的上方设有清扫机构（4），驱动机构（3）的旋转部件与清扫机构（4）的

移动部件连接，底板（1）的底部设有擦洗机构（7）；

驱动机构（3）包括有手摇杆（31）、第一转轴（32）、第一轴承座（33）、第二轴承座（34）和

花键轴（35），n形架（2）的顶部设有第一轴承座（33），底板（1）顶部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轴承

座（34），第一轴承座（33）与第二轴承座（34）之间安装有第一转轴（32），第一转轴（32）的顶

端设有手摇杆（31），第一转轴（32）的下方设有花键轴（35）；

清扫机构（4）包括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块（402）、第一连接杆（404）、清扫板（405）、

第二齿条（406）、第二滑轨（407）、第二滑块（408）、第二连接杆（409）和第一齿条（411），n形

架（2）的内右侧面上设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轨（401）上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402），第

一滑块（402）的底端设有第一齿条（411），第一齿条（411）位于花键轴（35）的前侧，第一齿条

（411）与花键轴（35）啮合，第一齿条（411）的右端设有第一连接杆（404），n形架（2）的右侧壁

上开有第一通孔（403），第一连接杆（404）穿过第一通孔（403），第一连接杆（404）的底部设

有清扫板（405），n形架（2）的内左侧壁上设有第二滑轨（407），第二滑轨（407）上滑动式设有

第二滑块（408），第二滑块（408）的顶端设有第二齿条（406），第二齿条（406）与花键轴（35）

啮合，第二齿条（406）位于花键轴（35）的后侧，第二齿条（406）的左端设有第二连接杆

（409），n形架（2）的左侧面上开有第二通孔（410），第二连接杆（409）穿过第二通孔（410），第

二连接杆（409）的底端设有清扫板（405）；

擦洗机构（7）包括有第三轴承座（71）、第三齿条（72）、第一齿轮（73）、第二转轴（74）、第

三转轴（75）、第四轴承座（76）、第一锥齿轮（77）、第二锥齿轮（78）和滚筒（79），底板（1）底部

的左侧设有第三轴承座（71），第三轴承座（71）上设有第二转轴（74），第二转轴（74）的中部

设有第一齿轮（73），第二转轴（74）的底端设有第一锥齿轮（77），第二连接杆（409）右侧的下

方设有第三齿条（72），第三齿条（72）与第一齿轮（73）啮合，左右两侧的支撑杆（5）上均设有

第四轴承座（76），左右两个第四轴承座（76）之间安装有第三转轴（75），第三转轴（75）上设

有滚筒（79），第三转轴（75）的左端设有第二锥齿轮（78），第一锥齿轮（77）与第二锥齿轮

（78）啮合；

还包括有除菌机构（8），除菌机构（8）包括有水箱（801）、进水管（802）、第一单向阀

（803）、压缩缸（804）、活塞（805）、压板（806）、凸轮（807）、第一推杆（808）、弹簧（809）、出水

管（810）、第二单向阀（811）、导套（812）和喷头（813），n形架（2）内左右两侧壁上均设有压缩

缸（804），第一转轴（32）的上方设有凸轮（807），压缩缸（804）内设有活塞（805），活塞（805）

与压缩缸（804）配合，活塞（805）的外侧与压缩缸（804）之间连接有弹簧（809），活塞（805）的

外侧设有第一推杆（808），第一推杆（808）的另一端设有压板（806），n形架（2）顶部的左侧设

有水箱（801），左右两个压缩缸（804）外侧的下方连接有出水管（810），出水管（810）上设有

第二单向阀（811），第一连接杆（404）和第二连接杆（409）下方的外侧均设有导套（812），出

水管（810）穿过导套（812），出水管（810）的另一端设有喷头（813），左右两个压缩缸（804）外

侧的上方连接有进水管（802），进水管（802）上设有第一单向阀（803），进水管（802）的另一

端与水箱（80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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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电动推杆

（9），支撑杆（5）与轮子（6）之间连接有电动推杆（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壳体（10）

和电热丝（11），底板（1）的底部设有壳体（10），壳体（10）内设有电热丝（1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海绵垫

（12），滚筒（79）的外侧设有海绵垫（1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防滑垫

（13），手摇杆（31）的外侧设有防滑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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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洁除菌设备，尤其涉及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卫浴按字面意思就是卫生、洗浴，卫浴俗称主要用于洗澡的卫生间，是供居住者便

溺、洗浴、盥洗等日常卫生活动的空间及用品。现阶段卫浴又不仅仅是单一卫浴这么简单，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对于各种产品的要求提高，出现了彩色卫浴用品。

[0003] 消毒是指杀死病原微生物、但不一定能杀死细菌芽孢的方法。通常用化学的方法

来达到消毒的作用。用于消毒的化学药物叫做消毒剂。灭菌是指把物体上所有的微生物(包

括细菌芽孢在内)全部杀死的方法，通常用物理方法来达到灭菌的目的。

[0004] 现在的很多家庭都会注意家庭的卫生，尤其时卫浴第地面卫生，因此市面上出现

了很多的清洁器，但清洁的效果动不太理想，一些清洁器清洁的不干净，清洁的速度慢，清

洁后非常潮湿，干燥速度慢，还不能对地面进行消毒杀菌的缺点，因此亟需研发一种能清洁

的干净，清洁的速度快，清洁后还能对地面进行除湿的效果，还能对地面进行消毒杀菌的卫

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

发明内容

[0005]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为了克服一些清洁器清洁的不干净，清洁的速度慢，清洁后非常潮湿，干燥

速度慢，还不能对地面进行消毒杀菌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清洁

的干净，清洁的速度快，清洁后还能对地面进行除湿的效果，还能对地面进行消毒杀菌的卫

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

[0007] (2)技术方案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包括有

底板、n形架、驱动机构、清扫机构、擦洗机构、支撑杆和轮子，底板的顶部设有n形架，底板底

部的两侧设有左右对称的支撑杆，支撑杆的底部设有轮子，n形架的顶部设有驱动机构，地

板的上方设有清扫机构，驱动机构的旋转部件与清扫机构的移动部件连接，底板的底部设

有擦洗机构。

[0009] 优选地，驱动机构包括有手摇杆、第一转轴、第一轴承座、第二轴承座和花键轴，n

形架的顶部设有第一轴承座，底板顶部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轴承座，第一轴承座与第二轴

承座之间安装有第一转轴，第一转轴的顶端设有手摇杆，第一转轴的下方设有花键轴。

[0010] 优选地，清扫机构包括有第一滑轨、第一滑块、第一连接杆、清扫板、第二齿条、第

二滑轨、第二滑块、第二连接杆和第一齿条，n形架的内右侧面上设有第一滑轨，第一滑轨上

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第一滑块的底端设有第一齿条，第一齿条位于花键轴的前侧，第一齿

条与花键轴啮合，第一齿条的右端设有第一连接杆，n形架的右侧壁上开有第一通孔，第一

连接杆穿过第一通孔，第一连接杆的底部设有清扫板，n形架的内左侧壁上设有第二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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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滑轨上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第二滑块的顶端设有第二齿条，第二齿条与花键轴啮合，

第二齿条位于花键轴的后侧，第二齿条的左端设有第二连接杆，n形架的左侧面上开有第二

通孔，第二连接杆穿过第二通孔，第二连接杆的底端设有清扫板。

[0011] 优选地，擦洗机构包括有第三轴承座、第三齿条、第一齿轮、第二转轴、第三转轴、

第四轴承座、第一锥齿轮、第二锥齿轮和滚筒，底板底部的左侧设有第三轴承座，第三轴承

座上设有第二转轴，第二转轴的中部设有第一齿轮，第二转轴的底端设有第一锥齿轮，第二

连接杆右侧的下方设有第三齿条，第三齿条与第一齿轮啮合，左右两侧的支撑杆上均设有

第四轴承座，左右两个第四轴承座之间安装有第三转轴，第三转轴上设有滚筒，第三转轴的

左端设有第二锥齿轮，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啮合。

[0012] 优选地，还包括有除菌机构，除菌机构包括有水箱、进水管、第一单向阀、压缩缸、

活塞、压板、凸轮、第一推杆、弹簧、出水管、第二单向阀、导套和喷头，n形架内左右两侧壁上

均设有压缩缸，第一转轴的上方设有凸轮，压缩缸内设有活塞，活塞与压缩缸配合，活塞的

外侧与压缩缸之间连接有弹簧，活塞的外侧设有第一推杆，第一推杆的另一端设有压板，n

形架顶部的左侧设有水箱，左右两个压缩缸外侧的下方连接有出水管，出水管上设有第二

单向阀，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下方的外侧均设有导套，出水管穿过导套，出水管的另一

端设有喷头，左右两个压缩缸外侧的上方连接有进水管，进水管上设有第一单向阀，进水管

的另一端与水箱连接。

[0013] 优选地，还包括有电动推杆，支撑杆与轮子之间连接有电动推杆。

[0014] 优选地，还包括有壳体和电热丝，底板的底部设有壳体，壳体内设有电热丝。

[0015] 优选地，还包括有海绵垫，滚筒的外侧设有海绵垫。

[0016] 优选地，还包括有防滑垫，手摇杆的外侧设有防滑垫。

[0017] 工作原理：当人们需要使用本装置进行卫浴的地面清扫和除菌时，启动驱动机构

带动清扫机构对地面进行清扫，随之带动擦洗机构对地面进行擦洗，由此地面就清洗的更

干净，而且干燥的也更快。

[0018] 因为驱动机构包括有手摇杆、第一转轴、第一轴承座、第二轴承座和花键轴，n形架

的顶部设有第一轴承座，底板顶部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轴承座，第一轴承座与第二轴承座

之间安装有第一转轴，第一转轴的顶端设有手摇杆，第一转轴的下方设有花键轴。所以当人

们需要对面进行清扫时，转动手摇杆，手摇杆转动带动第一转轴转动，进而带动花键轴转

动，由此带动清扫机构对地面进行清扫。

[0019] 因为清扫机构包括有第一滑轨、第一滑块、第一连接杆、清扫板、第二齿条、第二滑

轨、第二滑块、第二连接杆和第一齿条，n形架的内右侧面上设有第一滑轨，第一滑轨上滑动

式设有第一滑块，第一滑块的底端设有第一齿条，第一齿条位于花键轴的前侧，第一齿条与

花键轴啮合，第一齿条的右端设有第一连接杆，n形架的右侧壁上开有第一通孔，第一连接

杆穿过第一通孔，第一连接杆的底部设有清扫板，n形架的内左侧壁上设有第二滑轨，第二

滑轨上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第二滑块的顶端设有第二齿条，第二齿条与花键轴啮合，第二

齿条位于花键轴的后侧，第二齿条的左端设有第二连接杆，n形架的左侧面上开有第二通

孔，第二连接杆穿过第二通孔，第二连接杆的底端设有清扫板。所以当花键轴转动时，带动

第一齿条和第二齿条左右移动，进而带动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左右移动，由此带动清

扫板对地面进行左右来回的清扫，这样清扫的就更加干净，提高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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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因为擦洗机构包括有第三轴承座、第三齿条、第一齿轮、第二转轴、第三转轴、第四

轴承座、第一锥齿轮、第二锥齿轮和滚筒，底板底部的左侧设有第三轴承座，第三轴承座上

设有第二转轴，第二转轴的中部设有第一齿轮，第二转轴的底端设有第一锥齿轮，第二连接

杆右侧的下方设有第三齿条，第三齿条与第一齿轮啮合，左右两侧的支撑杆上均设有第四

轴承座，左右两个第四轴承座之间安装有第三转轴，第三转轴上设有滚筒，第三转轴的左端

设有第二锥齿轮，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啮合。所以当第二连接杆左右移动时，带动第三

齿条左右移动，进而带动第一齿轮和第一锥齿轮转动，随之带动第三转轴转动，由此带动滚

筒转动，滚筒就就会地面进行清洗。

[0021] 因为还包括有除菌机构，除菌机构包括有水箱、进水管、第一单向阀、压缩缸、活

塞、压板、凸轮、第一推杆、弹簧、出水管、第二单向阀、导套和喷头，n形架内左右两侧壁上均

设有压缩缸，第一转轴的上方设有凸轮，压缩缸内设有活塞，活塞与压缩缸配合，活塞的外

侧与压缩缸之间连接有弹簧，活塞的外侧设有第一推杆，第一推杆的另一端设有压板，n形

架顶部的左侧设有水箱，左右两个压缩缸外侧的下方连接有出水管，出水管上设有第二单

向阀，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下方的外侧均设有导套，出水管穿过导套，出水管的另一端

设有喷头，左右两个压缩缸外侧的上方连接有进水管，进水管上设有第一单向阀，进水管的

另一端与水箱连接。所以第一转轴转动时带动凸轮转动，当凸轮的最远端与左侧的推板接

触时，推动左侧的第一推杆和活塞向左侧移动，进而推动压缩缸内的消毒液通过第二单向

阀从喷头流出，喷洒到地面，对地面进行消毒，当凸轮的最远端与右侧的推板接触时，推动

右侧的第一推杆和活塞向右侧移动，进而推动压缩缸内的消毒液通过第二单向阀从喷头流

出，喷洒到地面，对地面进行消毒，当凸轮的最远端不与一侧的推板接触时，弹簧就会回弹，

拉动活塞往回移动，进而水箱内的消毒液就会通过第一单向阀流入到压缩缸内，准备下一

次的喷洒。

[0022] 因为还包括有电动推杆，支撑杆与轮子之间连接有电动推杆。所以电动推杆可以

调节轮子的高低，这样就方便移动本装置。

[0023] 因为还包括有壳体和电热丝，底板的底部设有壳体，壳体内设有电热丝。壳体和电

热丝可以快速烘干滚筒。

[0024] 因为还包括有海绵垫，滚筒的外侧设有海绵垫。海绵垫可以吸收地面的水，让地面

干燥的更加快速。

[0025] 因为还包括有防滑垫，手摇杆的外侧设有防滑垫。防滑垫可以防止人们转动手摇

杆时滑手。

[0026] (3)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达到了能清洁的干净，清洁的速度快，清洁后还能对地面进行除湿的效果，

还能对地面进行消毒杀菌的效果，本装置通过驱动机构带动清扫机构对地面进行清扫，同

时带动擦洗机构对地面进行擦洗，还有除菌机构对地面进行消毒，由此清洁的就更加干净，

清洁消毒的效果也更加有效。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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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3为本发明的第三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中的标记为：1-底板，2-n形架，3-驱动机构，31-手摇杆，32-第一转轴，33-第

一轴承座，34-第二轴承座，35-花键轴，4-清扫机构，401-第一滑轨，402-第一滑块，403-第

一通孔，404-第一连接杆，405-清扫板，406-第二齿条，407-第二滑轨，408-第二滑块，409-

第二连接杆，410-第二通孔，411-第一齿条，5-支撑杆，6-轮子，7-擦洗机构，71-第三轴承

座，72-第三齿条，73-第一齿轮，74-第二转轴，75-第三转轴，76-第四轴承座，77-第一锥齿

轮，78-第二锥齿轮，79-滚筒，8-除菌机构，801-水箱，802-进水管，803-第一单向阀，804-压

缩缸，805-活塞，806-压板，807-凸轮，808-第一推杆，809-弹簧，810-出水管，811-第二单向

阀，812-导套，813-喷头，9-电动推杆，10-壳体，11-电热丝，12-海绵垫，13-防滑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如图1-3所示，包括有底板1、n形架2、驱动机构3、清

扫机构4、擦洗机构7、支撑杆5和轮子6，底板1的顶部设有n形架2，底板1底部的两侧设有左

右对称的支撑杆5，支撑杆5的底部设有轮子6，n形架2的顶部设有驱动机构3，地板的上方设

有清扫机构4，驱动机构3的旋转部件与清扫机构4的移动部件连接，底板1的底部设有擦洗

机构7。

[0035] 实施例2

[0036] 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如图1-3所示，包括有底板1、n形架2、驱动机构3、清

扫机构4、擦洗机构7、支撑杆5和轮子6，底板1的顶部设有n形架2，底板1底部的两侧设有左

右对称的支撑杆5，支撑杆5的底部设有轮子6，n形架2的顶部设有驱动机构3，地板的上方设

有清扫机构4，驱动机构3的旋转部件与清扫机构4的移动部件连接，底板1的底部设有擦洗

机构7。

[0037] 驱动机构3包括有手摇杆31、第一转轴32、第一轴承座33、第二轴承座34和花键轴

35，n形架2的顶部设有第一轴承座33，底板1顶部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轴承座34，第一轴承

座33与第二轴承座34之间安装有第一转轴32，第一转轴32的顶端设有手摇杆31，第一转轴

32的下方设有花键轴35。

[0038] 实施例3

[0039] 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如图1-3所示，包括有底板1、n形架2、驱动机构3、清

扫机构4、擦洗机构7、支撑杆5和轮子6，底板1的顶部设有n形架2，底板1底部的两侧设有左

右对称的支撑杆5，支撑杆5的底部设有轮子6，n形架2的顶部设有驱动机构3，地板的上方设

有清扫机构4，驱动机构3的旋转部件与清扫机构4的移动部件连接，底板1的底部设有擦洗

机构7。

[0040] 驱动机构3包括有手摇杆31、第一转轴32、第一轴承座33、第二轴承座34和花键轴

35，n形架2的顶部设有第一轴承座33，底板1顶部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轴承座34，第一轴承

座33与第二轴承座34之间安装有第一转轴32，第一转轴32的顶端设有手摇杆31，第一转轴

32的下方设有花键轴35。

[0041] 清扫机构4包括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块402、第一连接杆404、清扫板405、第二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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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406、第二滑轨407、第二滑块408、第二连接杆409和第一齿条411，n形架2的内右侧面上设

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轨401上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402，第一滑块402的底端设有第一齿

条411，第一齿条411位于花键轴35的前侧，第一齿条411与花键轴35啮合，第一齿条411的右

端设有第一连接杆404，n形架2的右侧壁上开有第一通孔403，第一连接杆404穿过第一通孔

403，第一连接杆404的底部设有清扫板405，n形架2的内左侧壁上设有第二滑轨407，第二滑

轨407上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408，第二滑块408的顶端设有第二齿条406，第二齿条406与花

键轴35啮合，第二齿条406位于花键轴35的后侧，第二齿条406的左端设有第二连接杆409，n

形架2的左侧面上开有第二通孔410，第二连接杆409穿过第二通孔410，第二连接杆409的底

端设有清扫板405。

[0042] 实施例4

[0043] 一种卫浴地面清洁除菌设备，如图1-3所示，包括有底板1、n形架2、驱动机构3、清

扫机构4、擦洗机构7、支撑杆5和轮子6，底板1的顶部设有n形架2，底板1底部的两侧设有左

右对称的支撑杆5，支撑杆5的底部设有轮子6，n形架2的顶部设有驱动机构3，地板的上方设

有清扫机构4，驱动机构3的旋转部件与清扫机构4的移动部件连接，底板1的底部设有擦洗

机构7。

[0044] 驱动机构3包括有手摇杆31、第一转轴32、第一轴承座33、第二轴承座34和花键轴

35，n形架2的顶部设有第一轴承座33，底板1顶部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轴承座34，第一轴承

座33与第二轴承座34之间安装有第一转轴32，第一转轴32的顶端设有手摇杆31，第一转轴

32的下方设有花键轴35。

[0045] 清扫机构4包括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块402、第一连接杆404、清扫板405、第二齿

条406、第二滑轨407、第二滑块408、第二连接杆409和第一齿条411，n形架2的内右侧面上设

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轨401上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402，第一滑块402的底端设有第一齿

条411，第一齿条411位于花键轴35的前侧，第一齿条411与花键轴35啮合，第一齿条411的右

端设有第一连接杆404，n形架2的右侧壁上开有第一通孔403，第一连接杆404穿过第一通孔

403，第一连接杆404的底部设有清扫板405，n形架2的内左侧壁上设有第二滑轨407，第二滑

轨407上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408，第二滑块408的顶端设有第二齿条406，第二齿条406与花

键轴35啮合，第二齿条406位于花键轴35的后侧，第二齿条406的左端设有第二连接杆409，n

形架2的左侧面上开有第二通孔410，第二连接杆409穿过第二通孔410，第二连接杆409的底

端设有清扫板405。

[0046] 擦洗机构7包括有第三轴承座71、第三齿条72、第一齿轮73、第二转轴74、第三转轴

75、第四轴承座76、第一锥齿轮77、第二锥齿轮78和滚筒79，底板1底部的左侧设有第三轴承

座71，第三轴承座71上设有第二转轴74，第二转轴74的中部设有第一齿轮73，第二转轴74的

底端设有第一锥齿轮77，第二连接杆409右侧的下方设有第三齿条72，第三齿条72与第一齿

轮73啮合，左右两侧的支撑杆5上均设有第四轴承座76，左右两个第四轴承座76之间安装有

第三转轴75，第三转轴75上设有滚筒79，第三转轴75的左端设有第二锥齿轮78，第一锥齿轮

77与第二锥齿轮78啮合。

[0047] 还包括有除菌机构8，除菌机构8包括有水箱801、进水管802、第一单向阀803、压缩

缸804、活塞805、压板806、凸轮807、第一推杆808、弹簧809、出水管810、第二单向阀811、导

套812和喷头813，n形架2内左右两侧壁上均设有压缩缸804，第一转轴32的上方设有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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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压缩缸804内设有活塞805，活塞805与压缩缸804配合，活塞805的外侧与压缩缸804之

间连接有弹簧809，活塞805的外侧设有第一推杆808，第一推杆808的另一端设有压板806，n

形架2顶部的左侧设有水箱801，左右两个压缩缸804外侧的下方连接有出水管810，出水管

810上设有第二单向阀811，第一连接杆404和第二连接杆409下方的外侧均设有导套812，出

水管810穿过导套812，出水管810的另一端设有喷头813，左右两个压缩缸804外侧的上方连

接有进水管802，进水管802上设有第一单向阀803，进水管802的另一端与水箱801连接。

[0048] 还包括有电动推杆9，支撑杆5与轮子6之间连接有电动推杆9。

[0049] 还包括有壳体10和电热丝11，底板1的底部设有壳体10，壳体10内设有电热丝11。

[0050] 还包括有海绵垫12，滚筒79的外侧设有海绵垫12。

[0051] 还包括有防滑垫13，手摇杆31的外侧设有防滑垫13。

[0052] 工作原理：当人们需要使用本装置进行卫浴的地面清扫和除菌时，启动驱动机构3

带动清扫机构4对地面进行清扫，随之带动擦洗机构7对地面进行擦洗，由此地面就清洗的

更干净，而且干燥的也更快。

[0053] 因为驱动机构3包括有手摇杆31、第一转轴32、第一轴承座33、第二轴承座34和花

键轴35，n形架2的顶部设有第一轴承座33，底板1顶部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轴承座34，第一

轴承座33与第二轴承座34之间安装有第一转轴32，第一转轴32的顶端设有手摇杆31，第一

转轴32的下方设有花键轴35。所以当人们需要对面进行清扫时，转动手摇杆31，手摇杆31转

动带动第一转轴32转动，进而带动花键轴35转动，由此带动清扫机构4对地面进行清扫。

[0054] 因为清扫机构4包括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块402、第一连接杆404、清扫板405、第

二齿条406、第二滑轨407、第二滑块408、第二连接杆409和第一齿条411，n形架2的内右侧面

上设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轨401上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402，第一滑块402的底端设有第

一齿条411，第一齿条411位于花键轴35的前侧，第一齿条411与花键轴35啮合，第一齿条411

的右端设有第一连接杆404，n形架2的右侧壁上开有第一通孔403，第一连接杆404穿过第一

通孔403，第一连接杆404的底部设有清扫板405，n形架2的内左侧壁上设有第二滑轨407，第

二滑轨407上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408，第二滑块408的顶端设有第二齿条406，第二齿条406

与花键轴35啮合，第二齿条406位于花键轴35的后侧，第二齿条406的左端设有第二连接杆

409，n形架2的左侧面上开有第二通孔410，第二连接杆409穿过第二通孔410，第二连接杆

409的底端设有清扫板405。所以当花键轴35转动时，带动第一齿条411和第二齿条406左右

移动，进而带动第一连接杆404和第二连接杆409左右移动，由此带动清扫板405对地面进行

左右来回的清扫，这样清扫的就更加干净，提高了效率。

[0055] 因为擦洗机构7包括有第三轴承座71、第三齿条72、第一齿轮73、第二转轴74、第三

转轴75、第四轴承座76、第一锥齿轮77、第二锥齿轮78和滚筒79，底板1底部的左侧设有第三

轴承座71，第三轴承座71上设有第二转轴74，第二转轴74的中部设有第一齿轮73，第二转轴

74的底端设有第一锥齿轮77，第二连接杆409右侧的下方设有第三齿条72，第三齿条72与第

一齿轮73啮合，左右两侧的支撑杆5上均设有第四轴承座76，左右两个第四轴承座76之间安

装有第三转轴75，第三转轴75上设有滚筒79，第三转轴75的左端设有第二锥齿轮78，第一锥

齿轮77与第二锥齿轮78啮合。所以当第二连接杆409左右移动时，带动第三齿条72左右移

动，进而带动第一齿轮73和第一锥齿轮77转动，随之带动第三转轴75转动，由此带动滚筒79

转动，滚筒79就就会地面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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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因为还包括有除菌机构8，除菌机构8包括有水箱801、进水管802、第一单向阀803、

压缩缸804、活塞805、压板806、凸轮807、第一推杆808、弹簧809、出水管810、第二单向阀

811、导套812和喷头813，n形架2内左右两侧壁上均设有压缩缸804，第一转轴32的上方设有

凸轮807，压缩缸804内设有活塞805，活塞805与压缩缸804配合，活塞805的外侧与压缩缸

804之间连接有弹簧809，活塞805的外侧设有第一推杆808，第一推杆808的另一端设有压板

806，n形架2顶部的左侧设有水箱801，左右两个压缩缸804外侧的下方连接有出水管810，出

水管810上设有第二单向阀811，第一连接杆404和第二连接杆409下方的外侧均设有导套

812，出水管810穿过导套812，出水管810的另一端设有喷头813，左右两个压缩缸804外侧的

上方连接有进水管802，进水管802上设有第一单向阀803，进水管802的另一端与水箱801连

接。所以第一转轴32转动时带动凸轮807转动，当凸轮807的最远端与左侧的推板接触时，推

动左侧的第一推杆808和活塞805向左侧移动，进而推动压缩缸804内的消毒液通过第二单

向阀811从喷头813流出，喷洒到地面，对地面进行消毒，当凸轮807的最远端与右侧的推板

接触时，推动右侧的第一推杆808和活塞805向右侧移动，进而推动压缩缸804内的消毒液通

过第二单向阀811从喷头813流出，喷洒到地面，对地面进行消毒，当凸轮807的最远端不与

一侧的推板接触时，弹簧809就会回弹，拉动活塞805往回移动，进而水箱801内的消毒液就

会通过第一单向阀803流入到压缩缸804内，准备下一次的喷洒。

[0057] 因为还包括有电动推杆9，支撑杆5与轮子6之间连接有电动推杆9。所以电动推杆9

可以调节轮子6的高低，这样就方便移动本装置。

[0058] 因为还包括有壳体10和电热丝11，底板1的底部设有壳体10，壳体10内设有电热丝

11。壳体10和电热丝11可以快速烘干滚筒79。

[0059] 因为还包括有海绵垫12，滚筒79的外侧设有海绵垫12。海绵垫12可以吸收地面的

水，让地面干燥的更加快速。

[0060] 因为还包括有防滑垫13，手摇杆31的外侧设有防滑垫13。防滑垫13可以防止人们

转动手摇杆31时滑手。

[0061]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改进及替代，这些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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