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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管道

清扫装置，包括机架、清障装置、行走装置和吸尘

装置。清障装置通过螺栓连接在机架一端，用于

中央空调管道内的清扫工作；行走装置通过螺栓

连接在机架内部，其可在中央空调管道内进行伸

缩调节，以适应不同尺寸和型号的管道，并可在

中央空调管道内部支撑四壁进行行走；吸尘装置

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分别位于整个装置的前

后俩端，用于中央空调管道内部的吸尘除杂。本

发明可实现中央空调管道内部的清扫工作，其工

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且成本低，极大程度的减少

了人的劳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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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管道清扫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清障装置(2)、行

走装置(3)和吸尘装置(4)，所述的清障装置(2)安装在机架(1)一端；所述的行走装置(3)位

于机架(1)内部；所述的吸尘装置(4)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其中一个吸尘装置(4)安装在清

障装置(2)上，另一个吸尘装置(4)安装在机架(1)的末端；

所述的机架(1)包括壳体(11)，所述的壳体(11)有四个面，且截面轮廓线为正方形，其

包括导向槽(111)；所述的导向槽(111)有八个，且结构相同，壳体(11)的每个面上均开有两

个导向槽(111)；

所述的吸尘装置(4)包括吸尘架(41)、吸尘管、吸尘箱(43)，所述的吸尘架(41)通过螺

栓连接在吸尘箱(43)上，其包括吸尘眼(411)，所述的吸尘眼(411)为均匀开在吸尘架(41)

表面上的圆孔；所述的吸尘管位于吸尘架(41)的内部，且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41)上，其

包括吸尘管一(421)、吸尘管二(422)和吸尘管三(423)，所述的吸尘管一(421)位于吸尘架

(41)内部，且垂直于吸尘箱(43)，并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41)上，所述的吸尘管二(422)

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关于吸尘管一(421)左右对称，均位于吸尘架(41)内，并通过螺栓连

接在吸尘架(41)上，所述的吸尘管三(423)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关于吸尘管一(421)前后

对称，均位于吸尘架(41)内，并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41)上；所述的吸尘箱(43)一端通过

螺栓连接在吸尘架(41)上，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装置(2)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管道清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

障装置(2)包括清障盖(21)、清障底板(22)、清障机构(23)和收绳架(24)，所述的清障盖

(21)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22)上；所述的清障机构(23)有四个，且结构相同，并均匀分

布在清障底板(22)的四个方向上，其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22)上，并包括连接头

(231)、拉伸器(232)、毛刷固定架(233)、毛刷(234)、固定架连接头(235)和手刷夹(236)，所

述的毛刷(234)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通过螺栓连接在毛刷固定架(233)上，所述的毛刷固

定架(233)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另一面通过铰链连接在连接头(231)上，所述的连接头

(231)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其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毛刷固定架(233)上，另一端通过铰链连

接在手刷夹(236)上，所述的固定架连接头(235)两端分别通过铰链连接在毛刷固定架

(233)上，所述的拉伸器(232)位于手刷夹(236)内，一端连接在固定架连接头(235)上，另一

端连接在收绳架(24)上，其包括钢丝(2321)和弹簧(2322)，所述的钢丝(2321)一端连接在

固定架连接头(235)上，另一端连接在收绳架(24)上，所述的弹簧(2322)与钢丝(2321)形成

同心配合；所述的手刷夹(236)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22)上；所述的收绳架(24)一端连

接在钢丝(2321)上，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22)上，其包括固绳架(241)和电机一

(242)，所述的固绳架(241)一端连接在钢丝(2321)上，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电机一(242)

的输出轴上，所述的电机一(242)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22)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管道清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行

走装置(3)包括移动机构(31)、动力机构(32)、固定板(33)、滚珠丝杆(34)、丝母(35)、齿轮

一(36)、齿轮二(37)、撑杆(38)，所述的移动机构(31)有四个，且结构相同，并均匀分布在行

走装置(3)的四个方向上，其与撑杆(38)形成槽销副配合，移动机构(31)包括齿轮带(311)、

电机二(312)、齿轮三(313)、齿轮四(314)、移动架(315)和齿轮五(316)，所述的齿轮带

(311)分别与齿轮五(316)形成啮合关系，并安装在移动架(315)上，所述的电机二(312)通

过螺栓连接在移动架(315)上，其输出轴与齿轮四(314)形成过盈配合，所述的齿轮三(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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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分别与齿轮四(314)形成啮合关系，其与齿轮五(316)形成过盈配

合，所述的移动架(315)与行走装置(3)的撑杆(38)形成槽销副配合，所述的齿轮五(316)有

两个，且结构相同，并与齿轮带(311)形成啮合关系，其与齿轮三(313)形成过盈配合；所述

的动力机构(32)通过螺栓连接在固定板(33)上，其包括电机三(321)、电机四(322)和固定

杆(323)，所述的电机三(321)通过螺栓连接在左固定板(33)上，电机三(321)的输出轴与齿

轮二(37)形成过盈配合，所述的电机四(322)通过螺栓连接在右固定板(33)上，电机四

(322)的输出轴与齿轮二(37)形成过盈配合，所述的固定杆(323)有四个，且结构相同，并分

别安装在固定板(33)上；所述的固定板(33)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位于机架(1)内部，其通

过螺栓与机架(1)连接；所述的滚珠丝杆(34)上开有左螺旋(341)和右螺旋(342)，其有八

个，且结构相同，每个方向上有两个，并与固定架(33)上的轴承座内的轴承内圈形成过盈配

合，其前后方向上的滚珠丝杆(34)的右端分别与齿轮一(36)形成过盈配合，上下方向上的

滚珠丝杆(34)的左端分别与齿轮一(36)形成过盈配合；所述的撑杆(38)有八个，且结构相

同，每个方向上有两个，其一端与移动机构(31)的移动架(315)形成槽销副配合，另一端通

过铰链连接在丝母(35)上，其包括撑杆一(381)和撑杆二(382)，所述的撑杆一(381)通过铰

链连接在撑杆二(38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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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管道清扫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机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管道清扫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央空调的不断普及，其铺设的中央空调管道也随处可见，但是日积月累之

后，管道内部的清扫工作成为了人们急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市场上的中央空调管道清扫装

置单一化，且自动化程度低，并且具有效率低，不能够针对中央空调管道的内部环境进行有

效的清扫等缺点，因此市场上急需一种管道清扫装置。而本发明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管

道清扫装置能够弥补市场上同类产品工作效率低、自动化程度低和单一化等缺点，同时具

有操作简单方便，成本低，能够在不同放置方式的管道内高效完成清扫工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现有管道清扫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

管道清扫装置，来提高中央空调管道的清扫效率。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管道清扫装置包括机架、清障装置、行走装置和吸尘装置，

所述的清障装置安装在机架一端，其用于管道内的清扫工作；所述的行走装置位于机架内

部，并用来控制整个装置的收放和前进后退；所述的吸尘装置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其中一

个吸尘装置安装在清障装置上，另一个吸尘装置安装在机架的末端，吸尘装置用于对管道

内的杂质进行吸附和收集；

[0006] 所述的机架包括壳体，所述的壳体有四个面，且截面轮廓线为正方形，其包括导向

槽，壳体主要用来保护其内部的清障装置；所述的导向槽有八个，且结构相同，壳体的每个

面上均开有两个导向槽，为清障装置的收放提供运动空间；

[0007] 所述的吸尘装置包括吸尘架、吸尘管、吸尘箱，所述的吸尘架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

箱上，其包括吸尘眼，吸尘架用于对其内部的结构进行保护；所述的吸尘眼为均匀开在吸尘

架表面上的圆孔，吸尘眼为管道内杂质进入吸尘器装置的入口；所述的吸尘管位于吸尘架

的内部，且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上，其包括吸尘管一、吸尘管二和吸尘管三；所述的吸尘

管一位于吸尘架内部且垂直于吸尘箱，并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上；所述的吸尘管二有两

个，且结构相同，并关于吸尘管一左右对称，均位于吸尘架内，并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上；

所述的吸尘管三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关于吸尘管一前后对称，均位于吸尘架内，并通过

螺栓连接在吸尘架上，吸尘管是杂质从管道内进入吸尘箱的通道；所述的吸尘箱一端通过

螺栓连接在吸尘架上，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装置上，其用于存放吸尘装置吸附的杂

质。

[0008] 所述的清障装置包括清障盖、清障底板、清障机构和收绳架，所述的清障盖通过螺

栓连接在清障底板上，用于保护其内部的清障机构；所述的清障机构有四个，且结构相同，

并均匀分布在清障底板的四个方向上，其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上，其包括连接头、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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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毛刷固定架、毛刷、固定架连接头和手刷夹，清障机构用于对管道内壁的清扫，所述的毛

刷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通过螺栓连接在毛刷固定架上，其主要用于对管道内壁的清扫，

所述的毛刷固定架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另一面通过铰链连接在连接头上，用于固定毛刷，

防止毛刷脱落，所述的连接头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其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毛刷固定架上，

另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手刷夹上，用于毛刷固定架和手刷夹的连接，所述的固定架连接头

两端分别通过铰链连接在毛刷固定架上，用于连接两个毛刷固定架，所述的拉伸器位于手

刷夹内，一端连接在固定架连接头上，另一端连接在收绳架上，其包括钢丝和弹簧，所述的

钢丝一端连接在固定架连接头上，另一端连接在收绳架上，所述的弹簧与钢丝形成同心配

合，拉伸器是能够使毛刷固定架和毛刷收放的拉伸机构；所述的手刷夹通过螺栓连接在清

障底板上，其用于收存毛刷和毛刷固定架，并起到固定作用；所述的收绳架一端连接在钢丝

上，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上，其包括固绳架和电机一，所述的固绳架一端连接在

钢丝上，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电机一的输出轴上，所述的电机一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

板上，其为拉伸器的功能提供动力。

[0009] 所述的行走装置包括移动机构、动力机构、固定板、滚珠丝杆、丝母、齿轮一、齿轮

二、撑杆，所述的移动机构有四个，且结构相同，并均匀分布在行走装置的四个方向上，其与

撑杆形成槽销副配合，移动机构包括齿轮带、电机二、齿轮三、齿轮四、移动架和齿轮五，移

动机构是整个装置在管道内壁行走的末端执行器，所述的齿轮带分别与齿轮五形成啮合关

系，并安装在移动架上，所述的电机二通过螺栓连接在移动架上，其输出轴与齿轮四形成过

盈配合，为移动机构的运行提供动力，所述的齿轮三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分别与齿轮四

形成啮合关系，其与齿轮五形成过盈配合，所述的移动架与行走装置的撑杆形成槽销副配

合，为移动机构提供支架和保护，所述的齿轮五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与齿轮带形成啮合

关系，其与齿轮三形成过盈配合；所述的动力机构通过螺栓连接在固定板上，其包括电机

三、电机四和固定杆，所述的电机三通过螺栓连接在左固定板上，电机三的输出轴与齿轮形

成过盈配合，所述的电机四通过螺栓连接在右固定板上，电机四的输出轴与齿轮形成过盈

配合，电机三和电机四为行走装置的收放提供动力，所述的固定杆有四个，且结构相同，并

分别安装在固定板上，其主要用于固定电机三和电机四；所述的固定板有两个，且结构相

同，并位于机架内部，其通过螺栓与机架连接，其用于固定滚珠丝杆，电机三和电机四；所述

的滚珠丝杆上开有左螺旋和右螺旋，其有八个，且结构相同，每个方向上有两个，并与固定

架上的轴承座内的轴承内圈形成过盈配合，其前后方向上的滚珠丝杆的右端分别与齿轮形

成过盈配合，上下方向上的滚珠丝杆的左端分别与齿轮形成过盈配合，其用于为各个方向

上的移动机构的收放提供动力传递；所述的撑杆有八个，且结构相同，每个方向上有两个，

其一端与移动机构的移动架形成槽销副配合，另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丝母上，其包括撑杆

一和撑杆二，所述的撑杆一通过铰链连接在撑杆二上，其主要用于支撑和收叠移动机构。

[0010] 使用前，需先根据中央空调管道的实际尺寸情况，来调换适合管道尺寸的毛刷，电

机一处于工作状态，清障装置的清障机构处于收缩状态，行走装置也处于收缩状态；使用

时，将整个装置放入中央空调管道内，此时吸尘装置处于工作状态，电机三和电机四开始工

作，并正向转动，电机三和电机四带动齿轮二转动，在齿轮二的带动下齿轮一也随之转动，

进而滚珠丝杆随着齿轮一开始转动，与滚珠丝杆相互配合的丝母将在滚珠丝杆的转动下，

开始往滚珠丝杆的中间运动，安装在丝母上的撑杆将随着丝母运动逐渐被撑开，而撑杆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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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移动机构将逐渐接近中央空调管道内壁，当移动机构的齿轮带紧贴中央空调管道内壁

时，电机三和电机四将停止工作；而这时电机一停止工作，钢丝将在弹簧弹簧力的作用下，

从收绳架的固绳架上松开，随着弹簧力的继续作用，将使毛刷逐渐张开，最终毛刷将完全张

开，并贴近中央空调管道内壁；此时电机二开始工作，并将带动齿轮四转动，在齿轮四的带

动下，齿轮三也将随之转动，进而带动齿轮五转动，在齿轮五的带动下，齿轮带将随之转动，

这时行走装置将紧贴并沿着管道内壁向前行走；由于吸尘装置处于工作状态，清障装置是

张开的，所以整个装置在行走的过程中，位于清障装置前面的吸尘装置先将管道内的杂质

进行吸附，杂质将经过吸尘眼和吸尘管进入吸尘箱，随后清障装置的毛刷将对管道内壁进

行清扫，其清扫下来的杂质将被位于整个装置末端的吸尘装置进行吸附，并收集到吸尘箱

内；整个装置行走到中央空调管道的拐弯处时，电机一开始工作，电机一将带动固绳架转

动，此时钢丝将被收紧在固绳架上，而弹簧将被逐渐压缩,贴在管道内壁的毛刷也将被收

拢，且收在手刷夹内，当毛刷被完全收拢时，清障装置也被完全被收缩，整个装置便可以轻

松的在管道的拐弯处行走；当整个装置走出拐弯处时，电机一开始停止工作，钢丝将在弹簧

弹簧力的作用下，从收绳架的固绳架上松开，随着弹簧力的继续作用，将使毛刷逐渐张开，

最终毛刷将完全张开，并贴近中央空调管道内壁，此时清障装置将继续在管道内正常工作；

当整个中央空调管道被清扫完后，电机二停止工作，齿轮带将不再转动，此时整个装置将不

再行走，并且电机一开始工作，电机一将带动固绳架转动，此时钢丝将被收紧在固绳架上，

而弹簧将被逐渐压缩,贴在管道内壁的毛刷也将被收拢，且收在手刷夹内，当清障装置被完

全被收缩时，电机三和电机四开始工作，并反向转动，电机三和电机四带动齿轮二转动，在

齿轮二的带动下齿轮一也随之转动，进而滚珠丝杆随着齿轮一开始转动，与滚珠丝杆相互

配合的丝母将在滚珠丝杆的转动下，开始往滚珠丝杆的两端运动，直到丝母移动到滚珠丝

杆两端，且移动机构被收缩到贴近整个装置时，电机三和电机四将停止工作；至此整个装置

将回到初始状态，其在管道内遇到的情况已介绍完毕。

[0011] 本发明的优点是：本发明工作效率高，且可针对中央空调管道内的情况进行收放，

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成本低，减轻了人的劳动压力等。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为本发明的吸尘装置的局部剖面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的清障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的行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的移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使本发明所实现的中央空调管道清扫工作的过程和预期目的更易于理解，下

面结合具体实施和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18] 如图1所示，一种可收放式中央空调管道清扫装置，它包括机架1、清障装置2、行走

装置3和吸尘装置4，所述的清障装置2安装在机架1一端，其用于管道内的清扫工作；所述的

行走装置3位于机架1内部，并用来控制整个装置的收放和前进后退；所述的吸尘装置4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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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且结构相同，其中一个吸尘装置4安装在清障装置2上，另一个吸尘装置4安装在机架1的

末端，吸尘装置4用于对管道内的杂质进行吸附和收集；

[0019] 如图1所示，所述的机架1包括壳体11，所述的壳体11有四个面，且截面轮廓线为正

方形，其包括导向槽111，壳体主要用来保护其内部的清障装置2；所述的导向槽111有八个，

且结构相同，壳体11的每个面上均开有两个导向槽111，为清障装置2的收放提供运动空间；

[0020]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吸尘装置4包括吸尘架41、吸尘管、吸尘箱43，所述的吸尘

架41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箱43上，其包括吸尘眼411，吸尘架41用于对其内部的结构进行保

护；所述的吸尘眼411为均匀开在吸尘架41表面上的圆孔，吸尘眼411为管道内杂质进入吸

尘器装置4的入口；所述的吸尘管位于吸尘架41的内部，且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41上，其

包括吸尘管一421、吸尘管二422和吸尘管三423；所述的吸尘管一421位于吸尘架41内部且

垂直于吸尘箱43，并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41上；所述的吸尘管二422有两个，且结构相同，

并关于吸尘管一421左右对称，均位于吸尘架41内，并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41上；所述的

吸尘管三423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关于吸尘管一421前后对称，均位于吸尘架41内，并通

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41上，吸尘管是杂质从管道内进入吸尘箱43的通道；所述的吸尘箱43

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吸尘架41上，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装置2上，其用于存放吸尘装

置4吸附的杂质。

[0021] 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的清障装置2包括清障盖21、清障底板22、清障机构23和收

绳架24，所述的清障盖21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22上，用于保护其内部的清障机构23；所

述的清障机构23有四个，且结构相同，并均匀分布在清障底板22的四个方向上，其通过螺栓

连接在清障底板22上，其包括连接头231、拉伸器232、毛刷固定架233、毛刷234、固定架连接

头235和手刷夹236，清障机构23用于对管道内壁的清扫，所述的毛刷234有两个，且结构相

同，并通过螺栓连接在毛刷固定架233上，其主要用于对管道内壁的清扫，所述的毛刷固定

架233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另一面通过铰链连接在连接头231上，用于固定毛刷234，防止毛

刷234脱落，所述的连接头231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其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毛刷固定架233

上，另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手刷夹236上，用于毛刷固定架233和手刷夹236的连接，所述的

固定架连接头235两端分别通过铰链连接在毛刷固定架233上，用于连接两个毛刷固定架

233，所述的拉伸器232位于手刷夹236内，一端连接在固定架连接头235上，另一端连接在收

绳架24上，其包括钢丝2321和弹簧2322，所述的钢丝2321一端连接在固定架连接头235上，

另一端连接在收绳架24上，所述的弹簧2322与钢丝2321形成同心配合，拉伸器232是能够使

毛刷固定架233和毛刷234收放的拉伸机构；所述的手刷夹236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22

上，其用于收存毛刷234和毛刷固定架233，并起到固定作用；所述的收绳架24一端连接在钢

丝2321上，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22上，其包括固绳架241和电机一242，所述的固

绳架241一端连接在钢丝2321上，另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电机一242的输出轴上，所述的电

机一242通过螺栓连接在清障底板22上，其为拉伸器232的功能提供动力。

[0022] 如图1、图4和图5所示，所述的行走装置3包括移动机构31、动力机构32、固定板33、

滚珠丝杆34、丝母35、齿轮一36、齿轮二37、撑杆38，所述的移动机构31有四个，且结构相同，

并均匀分布在行走装置3的四个方向上，其与撑杆38形成槽销副配合，移动机构31包括齿轮

带311、电机二312、齿轮三313、齿轮四314、移动架315和齿轮五316，移动机构31是整个装置

在管道内壁行走的末端执行器，所述的齿轮带311分别与齿轮五316形成啮合关系，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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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架315上，所述的电机二312通过螺栓连接在移动架315上，其输出轴与齿轮四314形

成过盈配合，为移动机构31的运行提供动力，所述的齿轮三313有两个，且结构相同，并分别

与齿轮四314形成啮合关系，其与齿轮五316形成过盈配合，所述的移动架315与行走装置3

的撑杆38形成槽销副配合，为移动机构31提供支架和保护，所述的齿轮五316有两个，且结

构相同，并与齿轮带311形成啮合关系，其与齿轮三313形成过盈配合；所述的动力机构32通

过螺栓连接在固定板33上，其包括电机三321、电机四322和固定杆323，所述的电机三321通

过螺栓连接在左固定板33上，电机三321的输出轴与齿轮二37形成过盈配合，所述的电机四

322通过螺栓连接在右固定板33上，电机四322的输出轴与齿轮二37形成过盈配合，电机三

321和电机四322为行走装置3的收放提供动力，所述的固定杆323有四个，且结构相同，并分

别安装在固定板33上，其主要用于固定电机三321和电机四322；所述的固定板33有两个，且

结构相同，并位于机架1内部，其通过螺栓与机架1连接，其用于固定滚珠丝杆34，电机三321

和电机四322；所述的滚珠丝杆34上开有左螺旋341和右螺旋342，其有八个，且结构相同，每

个方向上有两个，并与固定架33上的轴承座内的轴承内圈形成过盈配合，其前后方向上的

滚珠丝杆34的右端分别与齿轮一36形成过盈配合，上下方向上的滚珠丝杆34的左端分别与

齿轮一36形成过盈配合，其用于为各个方向上的移动机构31的收放提供动力传递；所述的

撑杆38有八个，且结构相同，每个方向上有两个，其一端与移动机构31的移动架315形成槽

销副配合，另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丝母35上，其包括撑杆一381和撑杆二382，所述的撑杆一

381通过铰链连接在撑杆二382上，其主要用于支撑和收叠移动机构21。

[0023] 使用前，需先根据中央空调管道的实际尺寸情况，来调换适合管道尺寸的毛刷

234，此时电机一242处于工作状态，清障装置2的清障机构23处于收缩状态，行走装置3也处

于收缩状态；使用时，将整个装置放入中央空调管道内，此时吸尘装置4处于工作状态，电机

三321和电机四322开始工作，并正向转动，电机三321和电机四322带动齿轮二37转动，在齿

轮二37的带动下齿轮一36也随之转动，进而滚珠丝杆34随着齿轮一36开始转动，与滚珠丝

杆34相互配合的丝母35将在滚珠丝杆34的转动下，开始往滚珠丝杆34的中间运动，安装在

丝母35上的撑杆38将随着丝母35的运动逐渐被撑开，而撑杆38末端的移动机构31将逐渐接

近中央空调管道内壁，当移动机构31的齿轮带311紧贴中央空调管道内壁时，电机三321和

电机四322将停止工作；而这时电机一242停止工作，钢丝2321将在弹簧2322弹簧力的作用

下，从收绳架24的固绳架241上松开，随着弹簧力的继续作用，将使毛刷234逐渐张开，最终

毛刷234将完全张开，并贴近中央空调管道内壁；此时电机二312开始工作，并将带动齿轮四

314转动，在齿轮四314的带动下，齿轮三313也将随之转动，进而带动齿轮五316转动，在齿

轮五316的带动下，齿轮带311将随之转动，这时行走装置3将紧贴并沿着管道内壁向前行

走；由于吸尘装置处于工作状态，清障装置2是张开的，所以整个装置在行走的过程中，位于

清障装置2前面的吸尘装置4先将管道内的杂质进行吸附，杂质将经过吸尘眼411和吸尘管

进入吸尘箱43，随后清障装置2的毛刷234将对管道内壁进行清扫，其清扫下来的杂质将被

位于整个装置末端的吸尘装置4进行吸附，并收集到吸尘箱43内；整个装置行走到中央空调

管道的拐弯处时，电机一242开始工作，电机一242将带动固绳架241转动，此时钢丝2321将

被收紧在固绳架241上，而弹簧2322将被逐渐压缩,贴在管道内壁的毛刷234也将被收拢，且

收在手刷夹236内，当毛刷234被完全收拢时，清障装置2也被完全被收缩，整个装置便可以

轻松的在管道的拐弯处行走；当整个装置走出拐弯处时，电机一242开始停止工作，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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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将在弹簧2322弹簧力的作用下，从收绳架24的固绳架241上松开，随着弹簧力的继续作

用，将使毛刷234逐渐张开，最终毛刷234将完全张开，并贴近中央空调管道内壁，此时清障

装置2将继续在管道内正常工作；当整个中央空调管道被清扫完后，电机二312停止工作，齿

轮带311将不再转动，此时整个装置将不再行走，并且电机一242开始工作，电机一242将带

动固绳架241转动，此时钢丝2321将被收紧在固绳架241上，而弹簧2322将被逐渐压缩,贴在

管道内壁的毛刷234也将被收拢，且收在手刷夹236内，当清障装置2被完全被收缩时，电机

三321和电机四322开始工作，并反向转动，电机三321和电机四322带动齿轮二37转动，在齿

轮二37的带动下齿轮一36也随之转动，进而滚珠丝杆34随着齿轮一36开始转动，与滚珠丝

杆34相互配合的丝母35将在滚珠丝杆34的转动下，开始往滚珠丝杆34的两端运动，直到丝

母35移动到滚珠丝杆34两端，且移动机构31被收缩到贴近整个装置时，电机三321和电机四

322将停止工作；至此整个装置将回到初始状态，其在管道内遇到的情况已介绍完毕。

[0024] 以上说明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工作过程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

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只是说明本原理，对本专利进行改

进还细微变动者，均属于侵权。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有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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