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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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548135.5

(22)申请日 2018.04.18

(73)专利权人 刘重阳

地址 83009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沙巴依巴克区友好北路728号D座1

单元1903号

(72)发明人 刘重阳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盛凡智荣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616

代理人 梁永昌

(51)Int.Cl.

A47L 11/24(2006.01)

A47L 11/4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

面除尘清洁装置，包括箱体，通过管道与清洁自

净装置连接，清洁自净装置包括连接在清洁自净

装置内部的高压净水喷口，清洁自净装置内部设

有第一圆辊和第二圆辊，环绕闭环胶底抹布，第

一圆辊和第二圆辊外圆周之间的最短距离小于

闭环胶底抹布的周长，第三圆辊在第二圆辊右侧

上方，与第一圆辊形成对闭环胶底抹布的挤压状

态，同时将闭环胶底抹布绷紧。清洁自净装置内

部还设有污水接槽,前端设有吸尘装置,本实用

新型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具

备清洗抹布的自净功能，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小型

全自动拖地机器没有对擦地装置的自净功能，同

时，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清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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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通

过管道(2)与清洁自净装置(3)连接，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包括连接在清洁自净装置(3)内

部的高压净水喷口(4)，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内部设有第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所述

第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通过轴与机体连接，所述第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环绕设有

闭环胶底抹布(7)，其周长大于环绕第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的固定周长，所述第二圆辊

(6)上方设有挤压辊(8)，与连杆连接，压向第一圆辊(5)一侧形成挤压状态，使闭环胶底抹

布(7)绷紧，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内部设有污水接槽(9) ,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的前端设

有吸尘装置(10)，所述吸尘装置(10上设有吸尘口(10.1)、吸尘连杆(10.2)、毛刷(10.3)和

橡胶轮(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

体(1)顶端设有控制面板(20)，所述箱体(1)内设有净水箱(12)、污水箱(13)、净水压力泵

(14)和污水抽水泵(15)，所述箱体(1)前两侧各设有驱动轮(22)，底端设有转向轮(16)，所

述箱体(1)的底端还设有充蓄电池、电动机和电脑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

体(1)的周围设有红外距离探测感应(17)，所述箱体(1)的后侧设有电源插头(1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

体(1)为圆筒状，所述箱体(1)的材质为不锈钢材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

洁自净装置(3)外侧设有壳体(19)，所述壳体(19)呈装甲车状设置，四周设有红外距离感应

(17.1)和触碰感应装置(17.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

道(2)内设有吸尘管、净水管、污水管、电源线和信号数据传导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的直径大于挤压辊(8)的直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闭

环胶底抹布(7)的内侧设有环形橡胶带，内两侧有纹路，所述环形橡胶带在沿外环形面设有

吸水棉布。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的外圆周表面设有与闭环胶底抹布相适配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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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室内地面清洁领域，具体是指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清洁工作依靠机器来完成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人工

清洁的过程费时费力，大大地降低了工作效率。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拖地机或拖地机器人品

种特别多，有人工辅助的拖地机、人工驾驶的拖地机，也有各种各样的全自动拖地机器。然

而这些装置在使用时，有的是清洁布用脏之后，得人工拆洗安装，比较费事；有的是清洁布

用脏后无法自净，继续用脏布子去清洁地面，清洁效果必然变差或清不干净。因此，一种具

备自净功能的全自动地面除尘清洁装置成为解决千家万户和机场、车站、宾馆等公共室内

地面卫生的需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技术中人工清洁费时费力以及其清洁装置

不具有自净功能，清洁效果较差等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

除尘清洁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通过管道与清洁自净装置连接，所述清洁自净装置包括

连接在清洁自净装置内部的高压净水喷口，所述清洁自净装置内部设有第一圆辊和第二圆

辊，所述第一圆辊和第二圆辊环绕设有闭环胶底抹布，所述第二圆辊上方设有挤压辊，所述

闭环胶底抹布的周长大于环绕第一圆辊和第二圆辊的固定周长，所述清洁自净装置内部设

有污水接槽,所述清洁自净装置的前端设有吸尘装置，所述吸尘装置上设有吸尘口、毛刷和

橡胶轮,本实用新型在除尘清洁之后，可以对自身进行清洗，增大了清洁的力度。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顶端设有控制面板，所述箱体内设有净水箱、污水箱、净水压

力泵和污水抽水泵，所述箱体的底端设有驱动轮和转向轮，所述箱体的底端还设有充蓄电

池、电动机和电脑板。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的四周设有红外距离感应、触碰感应装置，所述箱体的后侧设

有电源插头，红外探测感应与电脑的结合，实现了本实用新型的智能控制。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为圆筒状，所述箱体的材质为不锈钢材质，有效的防止了箱体

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发生腐蚀。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底部左右两侧有两个驱动轮，后底部有一个转向轮，转向及前

行后退受电脑控制。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清洁自净装置外侧设有壳体，所述壳体呈装甲车状设置，外形简单

大方。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清洁自净装置外侧四周设有红外距离感应和触碰感应装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清洁自净装置后方装有两个驱动转向轮，转向及前行后退受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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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管道内设有吸尘管、净水管、污水管、电源线和信号数据传导线，避

免了线路与外界接触，防止了管道内部的线路损坏，外形美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圆辊和第二圆辊的直径大于挤压辊的直径。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闭环胶底抹布套在第一圆辊和第二圆辊上，然后将挤压辊调至第

一圆辊右上侧，与第一圆辊形成对闭环胶底抹布的挤压状态，同时将闭环胶底抹布绷紧。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闭环胶底抹布的内侧设有环形橡胶带，所述环形橡胶带在沿外环

形面设有吸水棉布，棉布具有优良的吸水性，清洗效果较佳。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圆辊和第二圆辊的外圆周表面设有与闭环胶底抹布内侧相适

配的纹路，防止了运行过程中闭环胶底抹布打滑，使本实用新型的运行过程更加流畅。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圆辊不作为动力辊，随闭环胶底抹布转动；所述第二圆辊中间

放置电动机，受电脑控制，通过其左右圆辊转动，带动闭环胶底抹布转动。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吸尘装置受电动机及电脑控制可以收起放下，两侧装有两个小型

橡胶轮。可以呈三种状态，一是收起至清洁自净装置上背；二是放置在清洁自净装置前端，

呈吸尘状态；三是在清洁自净装置前端，两轮着地将整个清洁自净装置顶起，与后方两个驱

动转向轮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移动。

[0019] 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

清洁装置在使用之后可以对自身的装置进行清洗，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小型全自动拖地机器

没有对擦地装置的自净功能；同时，提高了工作过效率，极大地改善了清洁效果；方便了我

们的生活，适宜推广使用；第一圆辊和第二圆辊的外圆周表面设有与闭环胶底抹布内侧相

适配的纹路，防止了运行过程中闭环胶底抹布打滑，使本实用新型的运行过程更加流畅；另

外，本实用新型的操作方法简单，实用性强，解决了现有技术的短板；本实用新型上的红外

距离感应、触碰感应电脑程序与控制面板的结合，可以按照房间的布局和地面的情况设置

指令，智能控制除尘清洁过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中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闭环胶底抹布的外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闭环胶底抹布的内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吸尘装置收起的状态示意图；

[0024] 图5是吸尘装置放下的状态示意图；

[0025] 图6是除尘清洁自净装置左侧盖示意图；

[0026] 图7是除尘清洁自净装置右侧盖示意图。

[0027] 如图所示：1、箱体，2、管道，3、除尘清洁自净装置，4、高压净水喷口，5、第一圆辊，

6、第二圆辊，7、闭环胶底抹布，8、挤压辊，9、污水接槽，10、吸尘装置，10.1、吸尘口，10.2、吸

尘连杆，10.3、吸尘毛刷，11、除尘清洁自净装置橡胶轮，12、净水箱，13、污水箱，14、净水压

力泵，15、污水抽水泵，16、箱体转向轮，17、红外距离探测感应，17.1、红外距离感应，17.2、

触碰感应装置，18、电源插头，  19、壳体，20、控制面板,21、除尘清洁自净装置驱动转向轮，

22、箱体橡胶轮，23、挤压辊连杆，24、除尘清洁自净装置正向图，25、除尘清洁自净装置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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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26、除尘清洁自净装置左侧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9] 结合附图1，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介绍。

[0030] 本实用新型在具体实施时提供了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包括箱

体1，所述箱体1通过管道2与清洁自净装置3连接，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包括连接在清洁自净

装置3内部的高压净水喷口4，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内部设有第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所述第

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环绕设有闭环胶底抹布7，所述第二圆辊6上方设有挤压辊8，所述闭环

胶底抹布7的周长大于环绕第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 的固定周长，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内部

设有污水接槽9,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的前端设有吸尘装置10，所述吸尘装置10上设有吸尘

口10.1、吸尘连杆10.2、吸尘毛刷10.3，所述吸尘装置10上设有除尘清洁自净装置橡胶轮

11。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周围设有红外距离感应和触碰感应装置，所述箱体1顶端设有控制

面板20，所述箱体1内设有净水箱12、污水箱13、净水压力泵14和污水抽水泵15，所述箱体1

的前方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箱体驱动轮22，后方底端设有箱体转向轮16，所述箱体1的底端还

设有充蓄电池、电动机和电脑板。所述箱体1的周围设有红外距离探测感应17，红外距离感

应17.1，触碰感应装置17.2，所述箱体1的后侧设有电源插头18。所述箱体1为圆筒状，所述

箱体1的材质为不锈钢材质。所述清洁自净装置3外侧设有壳体19，所述壳体19呈装甲车状

设置。所述管道2内设有吸尘管、净水管、污水管、电源线和数据信号传导线。所述第一圆辊5

和第二圆辊6的直径大于挤压辊8的直径。所述前方两侧驱动轮和后方底部转向轮16为橡胶

轮，所述闭环胶底抹布7的内侧设有环形橡胶带，所述环形橡胶带在沿外环形面设有吸水棉

布。所述第一圆辊5和第二圆辊6的外圆周表面设有与闭环胶底抹布7内侧相适配的纹路。

[0031] 本实用新型一种具备自净功能的地面除尘清洁装置的原理和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本实用新型采用前吸后擦，即是首先通过前端吸尘装置10将地面的灰尘、毛发、纸屑清除

后，再通过闭环胶底抹布7擦除粘在地面上的污垢；吸尘装置可以通过电脑和电机转换位

置，初次在地面向前推进时，放下吸尘装置接触地面后将地面上的灰尘、毛发、纸屑清除，以

免擦地时将大量杂质毛发卷入抹布上，二次推进时吸尘装置收起，便于擦地装置擦地，使擦

地装置能够接触到所有地面，包括墙角。当装置到一些角落，由于抹布不能前后移动往返

擦，电脑开启第二圆辊6上的电机，电机使抹布转动，使死角地面能够得到清洁。环绕在第一

圆辊5和第二圆辊6的抹布与地面接触，位于后方的橡皮轮按电脑指令前推后拉往返至少两

次以上，当清洁一定面积(抹布擦脏)后，第二圆辊6转动带动闭环胶底抹布7转动，下方的换

到上方，上方的换到下方，替换位置过程中，净水压力泵14水泵受电脑控制自动开启，高压

净水喷口4向转上来擦脏的抹布喷水，将抹布清洁干净，位于抹布上方的挤压辊8与绕抹布

的第一圆辊5再通过转动挤压，将抹布上的水挤出，致抹布基本保持干净潮湿状态，挤出的

污水沿着抹布的坡度流向污水接槽9，再沿着污水管通过污水抽水泵15抽进主机污水箱13，

在清洗地面时以此反复进行。

[0032] 吸尘装置分三个调节档位，调节档位第一为收起至除尘清洁自净装置3上方；调节

档位二为放下至除尘清洁自净装置3前方，呈吸尘状态；第三为放下至除尘清洁自净装置3

前方，将除尘清洁自净装置3机身顶起2cm，使闭环胶底抹布7与地面脱离，除尘清洁自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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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橡胶轮11与除尘清洁自净装置驱动转向轮  21着地，处于开工完工往返状态。

[0033] 结合附图6，对除尘清洁自净装置左右侧进行说明，由于闭环胶底抹布套在第一圆

辊5和第二圆辊6，中间为污水接槽9及污水管，需从除尘清洁自净装置正向右侧与箱体污水

箱连通，并且第一圆辊5轴、第二圆辊6轴和污水接槽9需要固定连接，为此主要从右侧留出

位置与除尘清洁自净装置主体及外壳连接固定，除尘清洁自净装置右侧盖按机体机构形状

留有卡槽，起到加固作用。闭环胶底抹布7从除尘清洁自净装置左侧更换，更换完毕盖紧除

尘清洁自净装置左侧盖，紧扣第一圆辊5、第二圆辊6和污水接槽9，起到加固和防止漏水作

用。

[0034]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示

的也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总而言之如果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

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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