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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

理结构，包括主机头，主机头的一侧设有用于扫

地的扫地头，主机头的另一侧设有拖把头，主机

头上正对拖把头的位置设有垃圾收集口，垃圾收

集口通过垃圾处理管道与收纳垃圾的装置接通，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扫地头上半部分设有用于刮

拖把头上部的上刮拉垃圾叶片，其下半部分设有

用于刮拖把头下部的下刮拉垃圾叶片。通过使用

本发明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滚

动拖把在做工的同时，通过刮拉垃圾叶片做到时

时清洁，有利的保证了智能扫地机器人的工作质

量同时兼顾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人为因素，解

放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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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包括主机头，主机头的一侧设有用于扫地的扫

地头(4)，主机头的另一侧设有拖把头，主机头上正对拖把头的位置设有垃圾收集口(3)，垃

圾收集口(3)通过垃圾处理管道(9)与收纳垃圾的装置接通，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扫地头(4)

上半部分设有用于刮拖把头上部的上刮拉垃圾叶片(7)，其下半部分设有用于刮拖把头下

部的下刮拉垃圾叶片(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机头

上设有活动脚轮(6)。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活动脚

轮(6)设于垃圾处理管道(9)的两侧；活动脚轮(6)设于主机头上靠近扫地头(4)的一侧。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拖把头

包括转轴(1)和滚动拖把(2)，滚动拖把(2)通过转轴(1)与主机头连接，使得滚动拖把(2)可

在主机头上转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垃圾收

集口(3)通过垃圾处理管道(9)与垃圾处理管道口(5)接通，垃圾处理管道口(5)设于收纳垃

圾的装置内。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垃圾收

集口(3)设于主机头上且位于滚动拖把(2)中间的位置。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刮拉

垃圾叶片(7)与滚动拖把(2)的中间位置接触；下刮拉垃圾叶片(8)设有两个，两个下刮拉垃

圾叶片(8)分别与滚动拖把(2)的两侧接触；上刮拉垃圾叶片(7)与滚动拖把(2)的接触部分

以及下刮拉垃圾叶片(8)与滚动拖把(2)的接触部分覆盖整个滚动拖把(2)的轴向长度。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两个下

刮拉垃圾叶片(8)的一端设于扫地头(4)上靠近垃圾收集口(3)处，另一端设于扫地头(4)上

靠近滚动拖把(2)的端部位置。

9.如权利要求4或7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的

滚动拖把(2)上沾满垃圾时，上刮拉垃圾叶片(7)将滚动拖把(2)上的垃圾从中间向两边刮

下；通过下刮拉垃圾叶片(8)将滚动拖把(2)上的垃圾以及上刮拉垃圾叶片(7)上的垃圾全

部刮到垃圾收集口(3)处。

10.如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

刮拉垃圾叶片(7)和下刮拉垃圾叶片(8)均为可根据客户需求而拆卸的移动位置的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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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属于环保清洁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进步，很多重复性、动作单一、工作内容简单的工作都将会被机器人取

代。现代社会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多时间陪护老人和孩子，开发出很多智能扫地机

器人。人们只要按动手机APP或者扫地机器人的按钮，智能扫地机器人就会按照人们住所的

地板的垃圾进行清扫。智能扫地机器人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为现代人们忙碌的生活减

压并解放了双手，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0003] 智能扫地机器人的普通结构通常是将房屋或者地板面上的垃圾，通过吸盘或者滚

动拖把将垃圾聚拢后通过吸风管道或者扫地机器人内部的储存垃圾的容器进行收集，那

样，扫地机器人很容易在收垃圾或灰尘的地方堵塞(一般会把处理不完的垃圾堵塞到吸盘

或滚动拖把上)；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前面的房间或地板被打扫干净了，在清扫后面的房间

时，由于垃圾堵塞未及时清理，导致后续清扫的房间或地板被扫地机器人弄个“大花脸”，没

有清扫干净，需要进行拆开清理后，才能再次使用。

[0004] 目前使用的是智能扫地机器人的普通结构，如图1所示，其包括主机头，主机头的

一侧设有用于扫地的扫地头4，主机头的另一侧设有拖把头，拖把头包括转轴1和滚动拖把

2，滚动拖把2通过转轴1与主机头连接，使得滚动拖把2可在主机头上转动，主机头上正对拖

把头的位置设有垃圾收集口3，垃圾收集口3通过垃圾处理管道与垃圾处理管道口5接通，主

机头上设有活动脚轮6。

[0005] 使用上述普通结构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在工作时，垃圾被吸附在滚动拖把2上，滚动

拖把2通过转轴1进行转动，当滚动拖把2上沾满垃圾时，垃圾收集口3开始收集垃圾，机器内

部进行喷淋湿润后通过垃圾处理管道口5及其后部的垃圾处理管道9送到收纳垃圾的装置

中。从上述结构可以看到，垃圾收集口3只能收集到滚动拖把2上中间部位(即图中虚线部

分)的垃圾，滚动拖把2两端的垃圾是收集不到的，当使用该智能扫地机器人将第一间房子

清扫完毕后，需要换洗滚动拖把2，如果不换，第二间房子或地板被扫地机器人弄个“大花

脸”，没有清扫干净。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在扫地机器人收垃圾或灰尘时，如何避免垃圾堵塞

到吸盘或滚动拖把上。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

理结构，包括主机头，主机头的一侧设有用于扫地的扫地头，主机头的另一侧设有拖把头，

主机头上正对拖把头的位置设有垃圾收集口，垃圾收集口通过垃圾处理管道与收纳垃圾的

装置接通，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扫地头上半部分设有用于刮拖把头上部的上刮拉垃圾叶片，

其下半部分设有用于刮拖把头下部的下刮拉垃圾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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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地，所述的主机头上设有活动脚轮。

[0009] 优选地，所述的活动脚轮设于垃圾处理管道的两侧；活动脚轮设于主机头上靠近

扫地头的一侧。

[0010] 优选地，所述的拖把头包括转轴和滚动拖把，滚动拖把通过转轴与主机头连接，使

得滚动拖把可在主机头上转动。

[0011] 优选地，所述的垃圾收集口通过垃圾处理管道与垃圾处理管道口接通，垃圾处理

管道口设于收纳垃圾的装置内。

[0012] 优选地，所述的垃圾收集口设于主机头上且位于滚动拖把中间的位置。

[0013] 优选地，所述的上刮拉垃圾叶片与滚动拖把的中间位置接触；下刮拉垃圾叶片设

有两个，两个下刮拉垃圾叶片分别与滚动拖把的两侧接触；上刮拉垃圾叶片与滚动拖把的

接触部分以及下刮拉垃圾叶片与滚动拖把的接触部分覆盖整个滚动拖把的轴向长度。

[0014] 优选地，所述的两个下刮拉垃圾叶片的一端设于扫地头上靠近垃圾收集口处，另

一端设于扫地头上靠近滚动拖把的端部位置。

[0015] 优选地，当所述的滚动拖把上沾满垃圾时，上刮拉垃圾叶片将滚动拖把上的垃圾

从中间向两边刮下；通过下刮拉垃圾叶片将滚动拖把上的垃圾以及上刮拉垃圾叶片上的垃

圾全部刮到垃圾收集口处。

[0016] 优选地，所述的上刮拉垃圾叶片和下刮拉垃圾叶片均为可根据客户需求而拆卸的

移动位置的叶片。

[0017] 通过使用本发明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当智能扫地机器人在运行

时，由于滚动拖把做匀速圆周运动，带动上下刮拉垃圾叶片为滚动拖把做时时清洁，滚动拖

把在做工的同时，通过刮拉垃圾叶片做到时时清洁，有利的保证了智能扫地机器人的工作

质量同时兼顾工作效率(可以不用更换滚动拖把)。解决扫地机器人扫地时不能及时“擦嘴”

的坏习惯。

[0018] 上下刮拉垃圾叶片可以做移动位置的叶片，为智能扫地机器人的滚动拖把延长了

使用寿命；克服了市场上同类产品的弊端，长时间工作，滚动拖把会给客户产生地拖不干净

的现象，拖地干净必须更换滚动拖把(这样费人工)起不到智能效果。上下刮拉垃圾叶片与

滚动拖把无缝衔接、同步工作，提高了智能扫地机器人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人为因素，

解放了生产力。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的普通结构的示意图；

[0020] 图2为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的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2的背面示意图；

[0022] 图4为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中下刮拉垃圾叶片的位置示意图；

[0023] 图5为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中上刮拉垃圾叶片的位置示意图；

[0024] 图6为滚动拖把的示意图；

[0025] 图7为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中转轴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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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更明显易懂，兹以优选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如图2-图7所示，其包括主机

头，主机头的一侧设有用于扫地的扫地头4，主机头的另一侧设有拖把头，主机头上正对拖

把头的位置设有垃圾收集口3，垃圾收集口3通过垃圾处理管道9与收纳垃圾的装置接通，扫

地头4上半部分设有用于刮拖把头上部的上刮拉垃圾叶片7，其下半部分设有用于刮拖把头

下部的下刮拉垃圾叶片8。活动脚轮6设于垃圾处理管道9的两侧；活动脚轮6设于主机头上

靠近扫地头4的一侧。

[0028] 拖把头包括转轴1和滚动拖把2，滚动拖把2通过转轴1与主机头连接，使得滚动拖

把2可在主机头上转动。垃圾收集口3通过垃圾处理管道9与垃圾处理管道口5接通，垃圾处

理管道口5设于收纳垃圾的装置内。垃圾收集口3设于主机头上且位于滚动拖把2中间的位

置。上下刮拉垃圾叶片与滚动拖把2无缝衔接、同步工作。滚动拖把2的上方设有用于外壳

罩。

[0029] 上刮拉垃圾叶片7与滚动拖把2的中间位置接触；下刮拉垃圾叶片8设有两个，两个

下刮拉垃圾叶片8分别与滚动拖把2的两侧接触；上刮拉垃圾叶片7与滚动拖把2的接触部分

以及下刮拉垃圾叶片8与滚动拖把2的接触部分覆盖整个滚动拖把2的轴向长度。两个下刮

拉垃圾叶片8的一端设于扫地头4上靠近垃圾收集口3处，另一端设于扫地头4上靠近滚动拖

把2的端部位置，使得滚动拖把2两侧的垃圾不能向两侧掉落，只能沿着下刮拉垃圾叶片8向

中间掉落至垃圾收集口3处。

[0030] 滚动拖把2在做扫地运行时，上刮拉垃圾叶片7将垃圾从中间向两边给滚动拖把2

做垃圾清理；滚动拖把2在做扫地运行时，下刮拉垃圾叶片8将垃圾从两边向中间给滚动拖

把2做垃圾清理(包括上刮拉垃圾叶片7挂到的垃圾位于滚动拖把2两端)；上下刮拉垃圾叶

片可以做移动位置的叶片，根据客户需求做到可拆卸，同时可以作为智能扫地机器人的常

规配件进行更换。

[0031] 使用本发明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垃圾处理结构工作时，具有两种情况：

[0032] 一种为当智能扫地机器人的行驶方向由扫地头4向拖把头的方向运动时，滚动拖

把2抬起不工作；另一种为当智能扫地机器人的行驶方向由拖把头向扫地头4的方向运动

时，滚动拖把2与地面接触，进行扫地工作，并且上刮拉垃圾叶片7和下刮拉垃圾叶片8对滚

动拖把2进行刮拉垃圾动作。转轴1带动滚动拖把2清扫垃圾；随着滚动拖把2通过转轴1进行

转动，垃圾被滚动拖把2吸附；当滚动拖把2上沾满垃圾时，位于扫地头4上半部分的一个上

刮拉垃圾叶片7，将滚动拖把2上位于中间位置的垃圾刮下，掉落滚动拖把2内侧的垃圾收集

口3，或粘在上刮拉垃圾叶片7上；通过下刮拉垃圾叶片8将滚动拖把2两侧的垃圾刮下，掉落

滚动拖把2内侧的垃圾收集口3或粘在下刮拉垃圾叶片8上，同时，通过垃圾收集口3将掉下

的垃圾和上刮拉垃圾叶片7、下刮拉垃圾叶片8上的垃圾均吸走。

[0033] 整个智能扫地机器人通过上刮拉垃圾叶片7和下刮拉垃圾叶片8，将滚动拖把2上

的垃圾在智能扫地的同时，将垃圾汇总到垃圾收集口3，使得滚动拖把2时时刻刻保持干净。

当人们用智能扫地机器人打扫好第一间房间后，再也不用担心其他的房间被智能扫地机器

人打扫后出现大花脸的现象。为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扫地机器人一直扫不干净地的困扰，

是一项很好的民生工程。为百姓制造出一台放心产品；不会扫不干净地的智能扫地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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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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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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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8

CN 112294194 A

8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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