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335748.5

(22)申请日 2021.09.26

(73)专利权人 广东忠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526000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星湖大

道(4)26号泰湖花园三期第65、66、67

幢202商场

(72)发明人 熊伟　王嘉　陈金光　沈逢源　

陈柱光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正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572

代理人 成姗

(51)Int.Cl.

E01H 1/00(2006.01)

E01H 1/0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

装置，包括车体、轻型垃圾清扫机构、重型垃圾清

理机构；轻型垃圾清扫机构包括清扫刷、吸尘罩、

负压机、吸尘管道、第一收集箱、及第一电机；重

型垃圾清理机构包括导引板、传输组件、第二收

集箱、及第二电机。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

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可以清扫砂石、

金属等重型垃圾，而且在清扫的过程中，先清扫

重型垃圾再清扫轻型垃圾，避免轻型垃圾被压在

重型垃圾下而造成轻型垃圾清扫不彻底。此外，

轻型垃圾和重型垃圾被分别收集于不同的容器

中，方便后续对收集到的垃圾进行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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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车体（1）、轻型垃圾清扫机构（2）、重型垃圾清理机构（3）；

所述车体（1）包括车箱（11）；

所述轻型垃圾清扫机构（2）包括清扫刷（21）、吸尘罩（22）、负压机（23）、吸尘管道（24）、

第一收集箱（25）、及第一电机（26）；

所述重型垃圾清理机构（3）包括导引板（31）、传输组件（32）、第二收集箱（33）、及第二

电机（34）；

所述车箱（11）的底部设有垃圾吸入口（111），所述清扫刷（21）设于所述垃圾吸入口

（111）的一侧，所述吸尘罩（22）设于所述清扫刷（21）的上方，所述吸尘管道（24）的一端与所

述吸尘罩（22）连通，所述吸尘管道（24）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收集箱（25）连通，所述负压机

（23）设于所述吸尘管道（24）上，所述第一收集箱（25）固定于所述车箱（11）内的第一处，所

述第一电机（26）的输出端与所述清扫刷（21）的转轴连接；

所述导引板（31）倾斜设置，所述导引板（31）的底端设于所述垃圾吸入口（111）的另一

侧，所述传输组件（32）平行设于所述导引板（31）的一侧，所述传输组件（32）的出料端延伸

至所述第二收集箱（33）的开口处，所述第二收集箱（33）固定于所述车箱（11）内的第二处，

所述第二电机（34）的输出端与所述传输组件（32）的输入端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输组件（32）包括传动轴（321）、至少两个传动轮（322）、套设于所述传动轮（322）

上的传动带（323）、及固定于所述传动带（323）上的清扫板（324）；

所述传动轮（322）安装于所述传动轴（321）上，所述第二电机（34）的输出端与所述传动

轴（321）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动带（323）倾斜的角度在60度至70度之间。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引板（31）包括倾斜段（311）、及折弯段（312）；

所述倾斜段（311）的一端与所述折弯段（312）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折弯段（312）卡于

所述第二收集箱（33）开口边缘。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轻型垃圾清扫机构（2）还包括过滤网（27）；

所述过滤网（27）固定于所述第一收集箱（25）内部的上端，所述吸尘管道（24）的另一端

延伸至所述过滤网（27）的下方。

6.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第一喷嘴（4）；

所述第一喷嘴（4）固定于所述第一收集箱（25）的上方。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第二喷嘴（5）；

所述第二喷嘴（5）固定于所述车箱（11）底部的第一处，所述第二喷嘴（5）位于所述垃圾

吸入口（111）的后方。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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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拖把（6）；

所述拖把（6）固定于所述车箱（11）底部的第二处，所述拖把（6）位于所述第二喷嘴（5）

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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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卫清洁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

地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道路清洁过程中常见的大多使用垃圾清扫车。道路清扫车集路面清扫、垃圾回收

和运输为一体的新型高效清扫设备。然而，常见的道路清扫车对于砂石、金属等重型垃圾清

扫不彻底，而且清扫的过程中将所有垃圾统一装进一个垃圾回收箱，不利于对垃圾进行后

续的处理。

[0003]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来改善和解决上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

装置，可以清扫砂石、金属等重型垃圾，而且在清扫的过程中，先清扫重型垃圾再清扫轻型

垃圾，避免轻型垃圾被压在重型垃圾下而造成轻型垃圾清扫不彻底。此外，轻型垃圾和重型

垃圾被分别收集于不同的容器中，方便后续对收集到的垃圾进行进一步处理。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用于道路清扫

的扫地装置，包括车体、轻型垃圾清扫机构、重型垃圾清理机构；

[0006] 所述车体包括车箱；

[0007] 所述轻型垃圾清扫机构包括清扫刷、吸尘罩、负压机、吸尘管道、第一收集箱、及第

一电机；

[0008] 所述重型垃圾清理机构包括导引板、传输组件、第二收集箱、及第二电机；

[0009] 所述车箱的底部设有垃圾吸入口，所述清扫刷设于所述垃圾吸入口的一侧，所述

吸尘罩设于所述清扫刷的上方，所述吸尘管道的一端与所述吸尘罩连通，所述吸尘管道的

另一端与所述第一收集箱连通，所述负压机设于所述吸尘管道上，所述第一收集箱固定于

所述车箱内的第一处，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与所述清扫刷的转轴连接；

[0010] 所述导引板倾斜设置，所述导引板的底端设于所述垃圾吸入口的另一侧，所述传

输组件平行设于所述导引板的一侧，所述传输组件的出料端延伸至所述第二收集箱的开口

处，所述第二收集箱固定于所述车箱内的第二处，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与所述传输组件

的输入端连接。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传输组件包括传动轴、至少两个传动轮、套设于所述传

动轮上的传动带、及固定于所述传动带上的清扫板；

[0012] 所述传动轮安装于所述传动轴上，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与所述传动轴连接。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传动带倾斜的角度在60度至70度之间。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导引板包括倾斜段、及折弯段；

[0015] 所述倾斜段的一端与所述折弯段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折弯段卡于所述第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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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开口边缘。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轻型垃圾清扫机构还包括过滤网；

[0017] 所述过滤网固定于所述第一收集箱内部的上端，所述吸尘管道的另一端延伸至所

述过滤网的下方。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第一喷嘴；

[0019] 所述第一喷嘴固定于所述第一收集箱的上方。

[002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第二喷嘴；

[0021] 所述第二喷嘴固定于所述车箱底部的第一处，所述第二喷嘴位于所述垃圾吸入口

的后方。

[002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拖把；所述拖把固定于所述车箱底部的第二处，所述

拖把位于所述第二喷嘴的后方。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第一电机启动，带动清扫刷转动，轻质垃圾，如灰尘、毛发等，在清扫刷的旋转下，

从地面带入清扫刷上，在负压机的作用下，再通过吸尘罩，经吸尘管道进入第一收集箱。

[0025] 第二电机启动，传动轴旋转，带动传动轮旋转，进一步带动传动带朝第二收集箱的

方向传输；引导板阻挡住重型垃圾，如沙石、金属、湿树枝等，固定于传动带上的清扫板将止

挡住的重型垃圾卷入传动带和引导板之间，在传动带的传输下，将重型垃圾传输至第二收

集箱。

[002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可以清扫砂石、金属

等重型垃圾，而且在清扫的过程中，先清扫重型垃圾再清扫轻型垃圾，避免轻型垃圾被压在

重型垃圾下而造成轻型垃圾清扫不彻底。此外，轻型垃圾和重型垃圾被分别收集于不同的

容器中，方便后续对收集到的垃圾进行进一步处理。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车箱内部的俯视图；

[0029]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轻型垃圾清扫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重型垃圾清扫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车体；11‑车箱；111‑垃圾吸入口；2‑轻型垃圾清扫机构；21‑清扫刷；22‑吸

尘罩；23‑负压机；24‑吸尘管道；25‑第一收集箱；26‑第一电机；27‑过滤网；3‑重型垃圾清扫

机构；31‑引导板；311‑倾斜段；312‑折弯段；32‑传输组件；321‑传动軸；322‑传动轮；323‑传

动带；324‑清扫板；33‑第二收集箱；34‑第二电机；4‑第一喷嘴；5‑第二喷嘴；6‑拖把。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33]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涉及的“上”“下”等方位词均相对于附图视角而定，仅仅只

是为了便于描述，不能够理解为对技术方案的限制。

[0034] 参见图1至图3

[003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包括车体1、轻型垃圾清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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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型垃圾清理机构3；车体1包括车箱11；轻型垃圾清扫机构2包括清扫刷21、吸尘罩22、负

压机23、吸尘管道24、第一收集箱25、及第一电机26；重型垃圾清理机构3包括导引板31、传

输组件32、第二收集箱33、及第二电机34；车箱11的底部设有垃圾吸入口111，清扫刷21设于

垃圾吸入口111的一侧，吸尘罩22设于清扫刷21的上方，吸尘管道24的一端与吸尘罩22连

通，吸尘管道24的另一端与第一收集箱25连通，负压机23设于吸尘管道24上，第一收集箱25

固定于车箱11内的第一处，第一电机26的输出端与清扫刷21的转轴连接；导引板31倾斜设

置，导引板31的底端设于垃圾吸入口111的另一侧，传输组件32平行设于导引板31的一侧，

传输组件32的出料端延伸至第二收集箱33的开口处，第二收集箱33固定于车箱11内的第二

处，第二电机34的输出端与传输组件32的输入端连接。

[0036] 引导板31位于垃圾吸入口111靠近车体1前轮的一侧，清扫刷21位于垃圾吸入口

111靠近车体1后轮的一侧，车体1在前进的过程中，先清扫重型垃圾，再进一步清扫轻型垃

圾，避免轻型垃圾被压在重型垃圾下而造成轻型垃圾清扫不彻底。

[0037] 引导板31、传输组件32、清扫刷21的转轴均固定于车箱11内壁的两侧。吸尘管道24

采用硬质材料制造，通过使用卡箍或者其它紧固件将吸尘管道24固定于车箱11内。吸尘罩

22固定于吸尘管道24一端的底部。

[0038] 参见图4

[0039] 进一步优选地，传输组件32包括传动轴321、至少两个传动轮322、套设于传动轮

322上的传动带323、及固定于传动带323上的清扫板324；传动轮322安装于传动轴321上，第

二电机34的输出端与传动轴321连接。

[0040] 进一步优选地，传动带323倾斜的角度在60度至70度之间，使重型垃圾可以更顺利

地被卷入到清扫板上，使重型垃圾的清扫更加彻底。

[0041] 进一步优选地，导引板31包括倾斜段311、及折弯段312；倾斜段311的一端与折弯

段312的一端固定连接，折弯段312卡于第二收集箱33开口边缘，可以较好地定住引导板31。

[0042] 进一步优选地，轻型垃圾清扫机构2还包括过滤网27；过滤网27固定于第一收集箱

25内部的上端，吸尘管道24的另一端延伸至过滤网27的下方。当轻型垃圾被吸入第一收集

箱25时，会扬起灰尘，过滤网27可以过滤掉扬起的灰尘，避免扬起的灰尘跑出第一收集箱25

外部污染环境。

[0043] 进一步优选地，还包括第一喷嘴4；第一喷嘴4固定于第一收集箱25的上方。第一喷

嘴4喷出来的水落于过滤网27上，提高过滤网27吸收灰尘的效果。

[0044] 进一步优选地，还包括第二喷嘴5；第二喷嘴5固定于车箱11底部的第一处，第二喷

嘴5位于垃圾吸入口111的后方。地面的垃圾被清扫后，会扬起灰尘，第二喷嘴5可以减少灰

尘的扬起，避免灰尘扬起过多而造成环境污染。

[0045] 进一步优选地，还包括拖把6；拖把6固定于车箱11底部的第二处，拖把6位于第二

喷嘴5的后方。地面的垃圾被清扫后，可能会有湿的泥巴或其它垃圾，拖把6可以将湿泥巴或

者其它粘在地面上的扫干净，提高地面清扫的干净度。

[004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道路清扫的扫地装置的工作过程为：

[0047] 第一电机26启动，带动清扫刷21转动，轻质垃圾，如灰尘、毛发等，在清扫刷21的旋

转下，从地面带入清扫刷21上，在负压机23的作用下，再通过吸尘罩22，经吸尘管道24进入

第一收集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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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第二电机34启动，传动轴321旋转，带动传动轮322旋转，进一步带动传动带323朝

第二收集箱33的方向传输；引导板31阻挡住重型垃圾，如沙石、金属、湿树枝等，固定于传动

带323上的清扫板324将止挡住的重型垃圾卷入传动带323和引导板31之间，在传动带323的

传输下，将重型垃圾传输至第二收集箱33。

[0049]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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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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