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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双面刷包括完全独立的
两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用于清理玻璃内面，
第二
部分用于清理玻璃外面；
所述第二部分上设有压
力检测装置以检测所述第二部分的工作面对玻
璃的贴合压力；
所述第二部分上设有防掉装置，
当所述第二部分的工作面对玻璃的贴合压力小
于预设值时 ，启动防掉装置，
使所述第二部分牢
牢贴合在玻璃上。
本申请所提供的双面刷由于自
带防掉装置，
因此，
不需要细绳将双面刷清洗玻
璃的两个部分牵连起来。
很好地解决了现有技术
中由于细绳长度限制造成的部分位置清洗不到
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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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双面刷，
其特征在于，
包括完全独立的两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用于清理玻璃内
面，
第二部分用于清理玻璃外面；
所述第二部分上设有压力检测装置以检测所述第二部分的工作面对玻璃的贴合压力；
所述第二部分上设有防掉装置，
当所述第二部分的工作面对玻璃的贴合压力小于预设
值时，
启动防掉装置，
使所述第二部分牢牢贴合在玻璃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面刷，
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力检测装置为压力传感器。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面刷，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部分的主体上设有防掉装
置安装部，
所述防掉装置安装于防掉装置安装部内，
常态下，
防掉装置的贴合面低于所述第
二部分的主体的工作面。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面刷，
其特征在于，
当启动防掉装置时所述防掉装置的
贴合面与玻璃贴合，
从而使所述第二部分牢牢贴合在玻璃上。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面刷，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掉装置包括一对电磁铁和位
于电磁铁之间的弹簧以及安装于位于其中一块电磁铁上的吸盘，
另一块电磁铁与防掉装置
安装部固定连接。
6 .一种清洗时防止双面刷掉落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将压力检测值与预设值比较，
当所
述第二部分的主体的工作面对玻璃的贴合压力小于预设值时，启动防掉装置，
一对电磁铁
同性相斥，
使吸盘的贴合面朝玻璃运动并与玻璃牢牢贴合，
当压力检测值再次大于或等于
预设值时，
一对电磁铁异性相吸，
使防掉装置的吸盘脱离玻璃，
此时，
双面刷可继续正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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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面刷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清洗洁具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双面刷。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传统的用于清洁玻璃的双面刷通常用一根细绳相联，
目的是为了防止清洗玻璃内
面的第一部分和清洗玻璃外面的第二部分之间的吸力不足时，
第二部分掉落的风险，
尤其
在高层时发生掉落是非常危险的。然而，
由于细绳长度有限，
这使得清洗玻璃时有些较远的
地方由于细绳长度的限制而无法清洗到位。
[0005]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清洗玻璃的双面刷掉落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一种双面
刷，
具体方案如下：
一种双面刷，
包括完全独立的两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用于清理玻璃内面，
第二部分用于
清理玻璃外面；
所述第二部分上设有压力检测装置以检测所述第二部分的工作面对玻璃的贴合压力；
所述第二部分上设有防掉装置，
当所述第二部分的工作面对玻璃的贴合压力小于预设
值时，
启动防掉装置，
使所述第二部分牢牢贴合在玻璃上。
[0007] 优选的，
所述压力检测装置为压力传感器。
[0008] 优选的，
所述第二部分的主体上设有防掉装置安装部，
所述防掉装置安装于防掉
装置安装部内，
常态下，
防掉装置的贴合面低于所述第二部分的主体的工作面。
[0009] 优选的，
当启动防掉装置时所述防掉装置的贴合面与玻璃贴合，
从而使所述第二
部分牢牢贴合在玻璃上。
[0010] 优选的，
所述防掉装置包括一对电磁铁和位于电磁铁之间的弹簧以及安装于位于
其中一块电磁铁上的吸盘，
另一块电磁铁与防掉装置安装部固定连接。
[0011] 一种清洗时防止双面刷掉落的方法，
将压力检测值与预设值比较，
当所述第二部
分的工作面对玻璃的贴合压力小于预设值时，
启动防掉装置，
一对电磁铁同性相斥，
使吸盘
的贴合面朝玻璃运动并与玻璃牢牢贴合，
当压力检测值再次大于或等于预设值时，
一对电
磁铁异性相吸，
使防掉装置的吸盘脱离玻璃，
此时，
双面刷可继续正常工作。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双面刷包括完全独立的两部分，
其中第一部
分用于清理玻璃内面，
第二部分用于清理玻璃外面；
所述第二部分上设有压力检测装置以
检测所述第二部分的工作面对玻璃的贴合压力；
所述第二部分上设有防掉装置，
当所述第
二部分的工作面对玻璃的贴合压力小于预设值时，启动防掉装置，
使所述第二部分牢牢贴
合在玻璃上。本申请所提供的双面刷由于自带防掉装置，
因此，
不需要细绳将双面刷清洗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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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的两个部分牵连起来。很好地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由于细绳长度限制造成的部分位置清洗
不到位的问题。
[0013]

附图说明
[0014] 在下文中将基于实施例并参考附图来对本发明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其中：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双面刷用于清洗玻璃外面的第二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双面刷的防掉装置示意图。
[0015] 在附图中，
相同的部件采用相同的附图标记，
附图并未按实际比例绘制。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双面刷，
包括完全独立的两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用于清理玻璃
内面，
第二部分用于清理玻璃外面；
本实施例中该第二部分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所述
第二部分上设有压力检测装置（图中未示出）以检测所述第二部分的主体的工作面1-1对玻
璃的贴合压力；
所述第二部分上设有防掉装置2，
当所述第二部分的主体的工作面1-1对玻
璃的贴合压力小于预设值时，
启动防掉装置2，
使所述第二部分牢牢贴合在玻璃上。
[0019] 所述预设值根据实验获得，
通常将双面刷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正常贴合时，
第二
部分的工作面1-1对玻璃的正压力的90%设置为预设值。
[0020]
利用压力传感器能够实时准确地检测第二部分的工作面1-1对玻璃的正压力。
[0021] 所述第二部分的主体1上设有防掉装置安装部1-2，
所述防掉装置2安装于防掉装
置安装部1-2内，
常态下，
防掉装置2的贴合面2-4-1低于所述第二部分的主体的工作面1-1，
也即是防掉装置2的贴合面2-4-1位于防掉装置安装部1-2内，
此时，
第二部分的主体的工作
面与玻璃接触时，
而防掉装置2的贴合面2-4-1无法与玻璃接触，
双面刷可进行正常清理工
作。当启动防掉装置2时所述防掉装置2的贴合面2-4-1与玻璃贴合，
将贴合面2-4-1与玻璃
间的空气挤压出去，
形成真空，
从而使所述第二部分牢牢贴合在玻璃上。
[0022] 优选的所述防掉装置2包括一对电磁铁，
即电磁铁2-1和电磁铁2-3，
以及位于电磁
铁2-1和电磁铁2-3之间的弹簧2-2，
安装于位于其中一块电磁铁2-3上的吸盘2-4，
另一块电
磁铁2-1与防掉装置安装部1-2固定连接。
[0023]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
也可以是电磁铁2-1与吸盘2-4连接，
电磁铁2-3与防掉装置安
装部1-2固定连接。
[0024]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清洗时防止双面刷掉落的方法，
将压力检测值与预设值比
较，
当所述第二部分的工作面1-1对玻璃的贴合压力小于预设值时，
启动防掉装置2，
电磁铁
2-1和电磁铁2-3同性相斥，
使吸盘2-4的贴合面2-4-1朝玻璃运动并与玻璃牢牢贴合，
当调
整第一部分的位置使得第二部分的主体的工作面1-1对玻璃的在压力，
即压力检测值再次
大于或等于预设值时，
电磁铁2-1和电磁铁2-3异性相吸，
使防掉装置2的吸盘2-4脱离玻璃，
此时，
双面刷可继续正常工作。
[0025] 虽然已经参考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
但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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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
只要不存在结构冲
突，
各个实施例中所提到的各项技术特征均可以任意方式组合起来。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文
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
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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