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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
涉及尘推车技术领域，
包括车体、
两组结构
推车，
相同对称设置的尘推装置和喷洒装置，
所述尘推
装置包括尘推拖把、悬臂梁和支撑块，
所述尘推
拖把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螺杆，
所述喷洒装置包括
水箱、支撑杆、连杆一、连杆二、压块、水管和喷
头，
所述水箱和支撑杆均固定连接在车体设有的
底盘上，
所述连杆一分别与支撑杆和连杆二铰接
在一起，
所述水箱上还设有隔板，
所述水管安装
在水箱右侧的上端 ，
所述喷头安装在水管的底
部，
所述水箱的顶部还设有顶盖。本实用新型通
过螺杆和螺母的设计使得推尘拖把可以快速的
安装和拆卸，
便于对拖把的维护，
通过喷洒装置
的设计使得，
使得尘推车的清洁效果更加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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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其特征在于，
包括车体(5)、两组结构相同对称设置的
尘推装置和喷洒装置，
所述尘推装置包括尘推拖把(1)、
悬臂梁(4)和支撑块(3) ，
所述尘推
拖把(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螺杆(2) ，
所述悬臂梁(4)的一端固定连接在车体(5)上，
所述支
撑块(3)的一端固定连接在悬臂梁(4)上，
所述支撑块(3)上设有通孔，
所述螺杆(2)穿过通
孔并通过螺母进行固定，
所述喷洒装置包括水箱(10)、支撑杆(8)、
连杆一(6)、
连杆二(9)、
压块(11)、
水管(12)和喷头(13) ，
所述水箱(10)和支撑杆(8)均固定连接在车体(5)设有的
底盘(7)上，
所述连杆一(6)分别与支撑杆(8)和连杆二(9)铰接在一起，
所述压块(11)固定
连接在连杆二(9)的底部，
所述水箱(10)上还设有隔板(15)，
所述水管(12)安装在水箱(10)
右侧的上端，
所述喷头(13)安装在水管(12)的底部，
所述水箱(10)的顶部还设有顶盖(16)。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块(3)与
悬臂梁(4)之间还设有加强块(14)。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头(13)为水
雾状喷头。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块(11)上还
包裹有橡胶弹性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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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尘推车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背景技术
[0002] 尘推车是一种可由单人坐驾作业，
电瓶驱动，
通过推动拖把式的集尘架对地面进
行高效清洁作业的专用清洁机械。
已广泛应用于机场候机楼、
火车站、
大型商场、
工厂车间、
物流仓库等 ,由于人工成本日趋高涨 ,电动尘推车因显著节省人工而大受市场欢迎。然而现
有的尘推车缺少相应的洒水装置，
对于难以清除的赃物，
尘推车并不能很好的清洁掉。
[0003]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620714301 .5公开了一种尘推车，
包括有车体，
车体的主驱
动轮的车架上安装有尘推机构，
所述尘推机构包括有与车架固定的安装座，
安装座上安装
有横向于车体布设的双数的刷轮，
所有的刷轮均与主驱动轮驱动连接，
且相邻的刷轮设成
反向转动。
此种尘推车仍然存在着上述的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导致
的上述多项缺陷。
[0005] 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包括车体、两组结构相同对称设置的尘推装置和喷
洒装置，
所述尘推装置包括尘推拖把、
悬臂梁和支撑块，
所述尘推拖把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螺
杆，
所述悬臂梁的一端固定连接在车体上，
所述支撑块的一端固定连接在悬臂梁上，
所述支
撑块上设有通孔，
所述螺杆穿过通孔并通过螺母进行固定，
所述喷洒装置包括水箱、支撑
杆、连杆一、连杆二、压块、水管和喷头，
所述水箱和支撑杆均固定连接在车体设有的底盘
上，
所述连杆一分别与支撑杆和连杆二铰接在一起，
所述压块固定连接在连杆二的底部，
所
述水箱上还设有隔板，
所述水管安装在水箱右侧的上端，
所述喷头安装在水管的底部，
所述
水箱的顶部还设有顶盖。
[0006] 优选的，
所述支撑块与悬臂梁之间还设有加强块。
[0007] 优选的，
所述喷头为水雾状喷头。
[0008] 优选的，
所述压块上还包裹有橡胶弹性垫。
[0009]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本实用新型通过螺杆和螺母的设计使得推尘拖把可以快
速的安装和拆卸，
便于对拖把的维护，
通过喷洒装置的设计使得不容易清楚的赃物通过喷
洒水然后再控制推尘车对喷洒水的地方进行来回拖洗去除赃物，
使得尘推车的清洁效果更
加出色。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水箱结构示意图。
[0012] 其中，
1-尘推拖把，
2-螺杆，
3-支撑块，
4-悬臂梁，
5-车体，
6-连杆一，7-底盘，
8-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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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杆，
9-连杆二，
10-水箱，
11-压块，
12-水管，
13-喷头，
14-加强块，
15-隔板，
16-顶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
创作特征、
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
下面
结合具体实施方式，
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14] 如图1至图2所示：
一种清洁环保用电动尘推车，
包括车体5、两组结构相同对称设
置的尘推装置和喷洒装置，
所述尘推装置包括尘推拖把1、
悬臂梁4和支撑块3，
所述尘推拖
把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螺杆2，
所述悬臂梁4的一端固定连接在车体5上，
所述支撑块3的一端
固定连接在悬臂梁4上，
所述支撑块3 上设有通孔，
所述螺杆2穿过通孔并通过螺母进行固
定，
所述喷洒装置包括水箱 10、
支撑杆8、
连杆一6、
连杆二9、
压块11、
水管12和喷头13，
所述
水箱10 和支撑杆8均固定连接在车体5设有的底盘7上，
所述连杆一6分别与支撑杆8 和连
杆二9铰接在一起，
所述压块11固定连接在连杆二9的底部，
所述水箱10 上还设有隔板15，
所述水管12安装在水箱10右侧的上端，
所述喷头13安装在水管12的底部，
所述水箱10的顶
部还设有顶盖16。
[0015]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支撑块3与悬臂梁4之间还设有加强块14。保障了装置的结构
强度。
[0016]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喷头13为水雾状喷头。
提高了喷头13的喷洒面积和喷洒效果。
[0017] 此外，
所述压块11上还包裹有橡胶弹性垫。进一步保障了压块11与水箱 10内壁之
间的密封性，
使水箱10的出水工作更加可靠。
[0018] 基于上述：
本装置在使用的时候通过螺母把尘推拖把1安装在支撑块3上，
将水桶
10内加入适量的水，
然后驾驶推尘车进行推尘作业，
当遇到有赃物推不干净时，
向上提起连
杆一6，
连杆一6转动使得连杆二9向下移动，
连杆二9带动压块11向下挤压，
水箱10内的水受
到压力从喷头13处喷洒出来，
然后再控制推尘车对喷洒水的地方进行来回拖洗去除赃物。
[0019] 由技术常识可知，
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其它的不脱离其精神实质或必要特征的实
施方案来实现。因此，
上述公开的实施方案，
就各方面而言，
都只是举例说明，
并不是仅有
的。所有在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或在等同于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实用新型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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