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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清洁机器人，属于清洁设

备技术领域，包括主体，主体设置有动力单元，主

体内设置有储水箱，主体一端设置有清洁单元，

主体外侧设置有循环回收装置，主体另一端设置

有循环过滤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

益效果是：本发明使用效果好，通过主体内的清

洁单元对油污型的地面进行清理清洁，同时通过

循环回收装置与循环过滤装置将用于清洁的水

以及污染物回收处理，并在处理后重新导回储水

箱内，清洁机器人通过控制单元与传感单元对清

洁的路径自行规划，并对路径上的障碍物进行规

避，对于油污型地面的清洁效率较高，清洁效果

好，并且对于水量的要求不大，适合绝大多数油

污型地面的清理工作，适用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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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洁机器人，包括主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内设置有动力单元，动力单元用

于为机器人提供动力，主体内设置有储水箱，主体一端设置有清洁单元，清洁单元用于清洁

地面的顽固污渍，主体外侧设置有循环回收装置，循环回收装置用于回收清洁单元使用的

废水，主体另一端设置有循环过滤装置，循环过滤装置用于对废水进行过滤净化处理并重

新导入储水箱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内设置有控制单元，控制

单元用于控制机器人的运行，主体外侧设置有传感单元，传感单元用于监测主体周围的数

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单元包括蓄电池，蓄电池

固定连接在主体内，主体上设置有驱动组件，驱动组件用于驱动主体进行移动和转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单元包括增压泵，增压泵

设置在储水箱内，主体一端固定连接有若干导通件，增压泵通过导管导通到导通件内，导通

件上设置有若干均匀排布的高压喷头，高压喷头与导通件相互导通，主体靠近导通件一端

一侧设置有若干刷盘，刷盘与驱动组件传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回收装置包括壳体，壳体

一端设置有驱动机构，驱动机构用于驱动壳体移动，壳体另一端设置有废水回收机构，废水

回收机构用于回收清洁单元使用的废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包括导杆，壳体一端

固定连接有若干导杆，导杆滑动连接有若干导块，导块固定连接在主体外壁上，导杆远离壳

体一端套设有弹簧，弹簧一端与导块相抵，弹簧另一端抵有限位块，壳体一端固定连接有伸

缩杆，伸缩杆另一端固定连接在主体上。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水回收机构包括弹性围裙，

壳体一端固定连接有弹性围裙，壳体远离弹性围裙一端设置有负压泵，壳体与主体通过密

封组件弹性连接，壳体内侧设置有弹性环，弹性环内设置有抽水孔，抽水孔通过导管导通到

负压泵，负压泵通过导管导通到循环过滤装置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箱，过

滤箱内设置有筛网，筛网一侧设置有油水分离室，油水分离室两侧设置有滤芯，过滤箱内设

置有污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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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洁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清洁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清洁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清洁机器人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家电，实际上清洁机器人的工作范围很广，在工业

环境内清洁机器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些公共场所也使用清洁机器人对大面积的场地进

行清理清洁，由于清洁机器人较高的智能性与高效的清洁效果，越来越普遍的出现在人民

的生活中。

[0003] 现有的清洁机器人一般都是通过扫地、擦地与吸尘三个主要功能实现对地面的清

洁，部分清洁机器人还带有消毒的功能，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清洁机器人只能对浮于

地表的垃圾灰尘进行清理，对于粘附在地面上的顽固污渍，如油污口香糖等，并不能实现有

效的清理清洁，在道路清洁中，常常会碰到被商家用厨余垃圾污染的地面，对市政市容造成

了不良的影响，地面上的油污以及一些不明的顽固污垢通过人工的方式很难清理。为此本

领域技术人员提出了一种清洁机器人，以解决上述背景中提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清洁机器人，旨在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清洁机器人，包括主体，所述主体内设置有动力单元，动力单元用于为机器人

提供动力，主体内设置有储水箱，主体一端设置有清洁单元，清洁单元用于清洁地面的顽固

污渍，主体外侧设置有循环回收装置，循环回收装置用于回收清洁单元使用的废水，主体另

一端设置有循环过滤装置，循环过滤装置用于对废水进行过滤净化处理并重新导入储水箱

内。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主体内设置有控制单元，控制单元用于控制机器

人的运行，主体外侧设置有传感单元，传感单元用于监测主体周围的数据。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动力单元包括蓄电池，蓄电池固定连接在主体

内，主体上设置有驱动组件，驱动组件用于驱动主体进行移动和转向。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清洁单元包括增压泵，增压泵设置在储水箱内，

主体一端固定连接有若干导通件，增压泵通过导管导通到导通件内，导通件上设置有若干

均匀排布的高压喷头，高压喷头与导通件相互导通，主体靠近导通件一端一侧设置有若干

刷盘，刷盘与驱动组件传动连接。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循环回收装置包括壳体，壳体一端设置有驱动

机构，驱动机构用于驱动壳体移动，壳体另一端设置有废水回收机构，废水回收机构用于回

收清洁单元使用的废水。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驱动机构包括导杆，壳体一端固定连接有若干

导杆，导杆滑动连接有若干导块，导块固定连接在主体外壁上，导杆远离壳体一端套设有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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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弹簧一端与导块相抵，弹簧另一端抵有限位块，壳体一端固定连接有伸缩杆，伸缩杆另

一端固定连接在主体上。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废水回收机构包括弹性围裙，壳体一端固定连

接有弹性围裙，壳体远离弹性围裙一端设置有负压泵，壳体与主体通过密封组件弹性连接，

壳体内侧设置有弹性环，弹性环内设置有抽水孔，抽水孔通过导管导通到负压泵，负压泵通

过导管导通到循环过滤装置内。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循环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箱，过滤箱内设置有筛

网，筛网一侧设置有油水分离室，油水分离室两侧设置有滤芯，过滤箱内设置有污物池。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使用效果好，通过主体内的清洁单

元对油污型的地面进行清理清洁，同时通过循环回收装置与循环过滤装置将用于清洁的水

以及污染物回收处理，并在处理后重新导回储水箱内，清洁机器人通过控制单元与传感单

元对清洁的路径自行规划，并对路径上的障碍物进行规避，对于油污型地面的清洁效率较

高，清洁效果好，并且对于水量的要求不大，适合绝大多数油污型地面的清理工作，适用性

较强。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一种清洁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一种清洁机器人中清洁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一种清洁机器人中循环回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一种清洁机器人中循环过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一种清洁机器人中弹性围裙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主体、2‑动力单元、21‑蓄电池、22‑驱动组件、3‑储水箱、4‑清洁单元、41‑

增压泵、42‑导管、43‑导通件、44‑高压喷头、45‑刷盘、5‑循环回收装置、51‑壳体、52‑驱动机

构、521‑导杆、522‑导块、523‑弹簧、524‑限位块、525‑伸缩杆、53‑废水回收机构、531‑弹性

围裙、532‑负压泵、533‑密封组件、534‑弹性环、535‑抽水孔、6‑循环过滤装置、61‑过滤箱、

62‑筛网、63‑油水分离室、64‑滤芯、65‑污物池、7‑控制单元、8‑传感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1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7] 可以理解，本申请所使用的术语“第一”、“第二”等可在本文中用于描述各种元件，

但除非特别说明，这些元件不受这些术语限制。这些术语仅用于将第一个元件与另一个元

件区分。

[0018] 结合图1‑5，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清洁机器人，结合图示的内容，该清

洁机器人包括：主体1，所述主体1内设置有动力单元2，动力单元2用于为机器人提供动力，

主体1内设置有储水箱3，主体1一端设置有清洁单元4，清洁单元4用于清洁地面的顽固污

渍，主体1外侧设置有循环回收装置5，循环回收装置5用于回收清洁单元4使用的废水，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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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另一端设置有循环过滤装置6，循环过滤装置6用于对废水进行过滤净化处理并重新导入

储水箱3内，通过循环回收装置5与循环过滤装置6的配合将清洁用水循环处理利用，是得清

洁用水总体用水量较小，节省了大量的水资源。

[0019] 结合图1，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主体1内设置有控制单元7，控制单元7用

于控制机器人的运行，主体1外侧设置有传感单元8，传感单元8用于监测外界数据，控制单

元7通过控制处理器控制协调动力单元2、清洁单元4、循环回收装置5、循环过滤装置6以及

传感单元8的运行，传感单元8包括接近传感器、物体识别传感器、距离传感器以及视觉传感

器等，接近传感器用于监测接近主体1的物体并据此进行反应，物体识别传感器用于识别主

体1周围的物体并据此进行反应，距离传感器用于测量主体1周围物体的距离，视觉传感器8

用于对清洗地面进行识别标记。

[0020] 结合图1，所述动力单元2包括蓄电池21，蓄电池21固定连接在主体1内，主体1上设

置有驱动组件22，驱动组件22用于驱动主体1进行移动和转向，通过蓄电池21提供机器人运

转所需的电能，通过驱动组件22带动机器人前进，驱动组件22采用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固定

连接在主体1内，驱动电机通过传动轴和齿轮组传动连接有驱动轮，驱动轮转动连接在主体

1一端，主体1固定连接有转向电机，转向电机通过传动轴与齿轮组传动连接有转向轮，转向

轮转动连接在主体1上，动力单元2还可以采用内燃机配合蓄电池进行供能，内燃机提供主

要的动力，蓄电池提供智能控制控制所需的电力。

[0021] 结合图1、图2，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清洁单元4包括增压泵41，增压泵41

设置在储水箱3内，主体1一端固定连接有导通件43，增压泵41通过导管42导通到导通件43

上，导通件43包括导座与导板，主体1一端固定连接有若干相互交错的导座，导座上设置有

若干均匀排布的高压喷头44，高压喷头44与导座相互导通，主体1靠近导通件43一端一侧设

置有若干刷盘45，刷盘45传动连接有驱动组件22，主体1一端固定连接有导板，导板上导通

有若干高压喷头，导座上的高压喷头44为垂直于导通件43安装，通过垂直的高压喷头44导

出的高压水柱将刷盘45没有刷下的污垢冲掉，另一侧导板上的高压喷头44为斜向安装，高

压喷头44由导板向导座倾斜，倾斜的高压喷头44喷出的斜向高压水柱将地面上残余的污垢

冲洗干净并将其导向一侧，清洁单元4还可以采用可以进行作用滑动的摆动式高压喷头，通

过主体1一端的传感器控制高压喷头对污垢进行定点清除，保证清理效果的同时，提高清洁

效率。

[0022] 结合图1、图3，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循环回收装置5包括壳体51，壳体51

一端设置有驱动机构52，驱动机构52用于驱动壳体51沿主体1移动，壳体51另一端设置有废

水回收机构53，废水回收机构53用于回收地面上的废水，通过驱动机构52将壳体51推动至

与地面密闭的状态，通过废水回收机构53将废水与冲洗下来的污垢一同回收起来，循环回

收装置5还可以采用若干吸水头直接安装到主体1外侧，并将吸水头导通到负压泵内，吸水

头将水吸入并将污物过滤分离。

[0023] 结合图1、图3，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驱动机构52包括导杆521，壳体51一

端固定连接有若干导杆521，导杆521滑动连接有若干导块522，导块522固定连接在主体1外

壁上，导杆521远离壳体51一端套设有弹簧523，弹簧523一端与导块522相抵，弹簧523另一

端抵有限位块524，壳体51一端固定连接有伸缩杆525，伸缩杆525另一端固定连接在主体1

上，伸缩杆525为电动伸缩杆，通过伸缩杆525驱动壳体51进行上下移动，驱动机构52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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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采用电机驱动的凸轮对壳体51的上下移动进行控制，由于弹簧523的作用，壳体51一直

保持着与地面分离的状态，当凸轮的远心点与壳体51上端相抵时，壳体51即可与地面保持

密封，当凸轮近心点与壳体51上端相抵时，壳体51与地面保持分离。

[0024] 结合图1、图3、图5，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废水回收机构53包括弹性围裙

531，壳体51一端固定连接有弹性围裙531，弹性围裙531将壳体51与地面之间的缝隙堵住，

防止水流出，弹性围裙531为中空的弹性橡胶管，壳体51远离弹性围裙531一端设置有负压

泵532，壳体51与主体1通过密封组件533弹性连接，密封组件533采用弹性橡胶材料的环状

密封垫，环状密封垫一侧与壳体51连接，环状密封另一侧与主体1连接，密封组件533还可以

采用其他弹性材料的密封垫连接壳体51与主体1；壳体51内侧设置有弹性环534，弹性环534

内设置有抽水孔535，抽水孔535通过导管42导通到负压泵532，负压泵532通过导管42导通

到循环过滤装置6内，通过负压泵532提供一定的吸力，将抵在地面上的弹性环534上抽水孔

535内的水抽出，并通过导管42导向循环过滤装置6，废水回收机构53还可以采用能与地面

进行滚动的吸水滚筒，吸水滚筒通过回转接头固定连接在主体1后侧，主体两侧以及前侧采

用挡板阻挡水流，通过吸水滚筒配合负压泵532将废水回收。

[0025] 结合图1、图4，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循环过滤装置6包括过滤箱61，过滤

箱61内设置有筛网62，筛网62一侧设置有油水分离室63，油水分离室63两侧设置有滤芯64，

过滤箱61内设置有污物池65，通过筛网62将较大的固体污染物分离到污物池65内，同时通

过滤芯64将较小的污染物过滤分离，通过油水分离室63内的油脂集阻器将油类污染物分离

出来，最终导出的水通过导管42导回储水箱3内，循环过滤装置6还可以直接采用增压泵对

导入的水进行增压处理，防止污染物过多影响过滤效率。

[002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首先，将清洁机器人放置到需要清洁的地面上，通过控制单

元7控制动力单元2的驱动组件22带动主体1在地面上移动，控制单元7对清洁路径进行智能

的规划，并对清洁的路面上的障碍物进行规避，同时控制单元7对启动清洁单元4的同时启

动循环回收装置5，驱动组件22带动刷盘45转动，刷盘45对地面上的顽固污渍进行初步清

理，启动增压泵41，增压泵41将储水箱3内的水增压后通过导管42导入一侧的导通件43中，

导通件43将高压水通过高压喷头44导出，由于经过刷盘45的初步处理，顽固污渍表面会有

道道划痕，高压水柱通过划痕作为着力点将污渍冲起，同时，增压泵41将水导入另一侧导通

件43中，导通件43处的高压喷头44对清理过的地面再次进行全面的冲洗，在清洁单元4进行

工作的同时，控制单元7启动伸缩杆525，伸缩杆525将壳体51向下压，壳体51向下移动的同

时，带动导杆521沿导块522向下移动，导杆521带动限位块524将弹簧523压缩，壳体51将密

封组件533拉伸，壳体51一端的弹性围裙531将地面与壳体51之间的空隙堵住，弹性环534也

与地面贴合，启动负压泵532，由于弹性围裙531将水阻挡在壳体51内侧，同时弹性环534的

抽水孔535与地面贴合，负压泵532能将清洁单元4冲洗地面时产生的废水与污渍通过弹性

环534的抽水孔535导入到循环过滤装置6内，废水内的污渍泥垢通过过滤网和油水分离室

一侧的滤芯64过滤出来，废水内的油液通过油水分离室的作用分离出油液，废水经过油水

分离室另一侧滤芯64的二次过滤后导入储水箱3内，继续作为清洁水地面进行清洗，清洗完

成后地面上的顽固污渍与油污能被有效的清除，清洁效果好，并且不会浪费水资源，节能环

保。

[002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3576346 A

6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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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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