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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及

自动扫地机，该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包括成型在

扫地机水箱底部的第一导向安装部、固定在抹布

一端部的第二导向安装部、固定在扫地机水箱底

部的第一连接部以及固定在抹布上的第二连接

部。本发明能够通过第二导向安装部和第一导向

安装部配合连接，以限定抹布在扫地机水箱上的

安装方向，并通过第二连接部可拆卸地固定在第

一连接部上，以实现将抹布可拆卸地安装在地机

水箱的底部。储水腔体中的清水能够通过渗水孔

直接润湿抹布，提高了扫地机水箱的出水效率，

且提高了储水腔体中清水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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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成型在扫地机水箱（1）底部的第一导

向安装部、固定在抹布（2）一端部的第二导向安装部、固定在扫地机水箱（1）底部的第一连

接部以及固定在抹布（2）上的第二连接部；

其中，所述第二导向安装部能够和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配合连接，以限定所述抹布（2）

在所述扫地机水箱（1）上的安装方向；所述第二连接部能够可拆卸地固定在所述第一连接

部上，以实现将所述抹布（2）可拆卸地安装在所述地机水箱（1）的底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包括插

接槽（10），其成型在所述扫地机水箱（1）的底部一端；所述第二导向安装部包括和所述插接

槽（10）相配合的插接杆（21），所述插接杆（21）能够插入并固定在所述插接槽（10）中，以限

制所述抹布（2）相对于所述扫地机水箱（1）的垂直于安装方向的移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包括安

装杆，其成型在所述扫地机水箱（1）的底部一端；所述第二导向安装部包括和所述安装杆相

配合的安装槽，所述安装杆能够插入并固定在所述安装槽中，以限制所述抹布（2）相对于所

述扫地机水箱（1）的垂直于安装方向的移动。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插接杆（21）通过折边

（22）固定连接在所述扫地机水箱（1）上，所述插接槽（10）上开设有用于避让所述折边（22）

的插口；

所述插接槽（10）具有一个供所述插接杆（21）插入的开放式端口（10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部包括至少一

个第一粘贴件（31），所述扫地机水箱（1）的底部开设有用于嵌装所述第一粘贴件（31）的弧

形嵌槽（1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接部包括至少一

个第二粘贴件，其固定地设置在所述抹布（2）的顶面上，所述第二粘贴件能够和所述第一粘

贴件（31）对应地粘贴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扫地机水箱（1）的底部

开设有若干用于直接润湿所述抹布（2）的渗水孔（11）。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扫地机水箱（1）内成型

有一密封的储水腔体（131）和一密闭的通电腔体（132），所述储水腔体（131）中固定有过滤

件（61）和出水件，所述通电腔体（132）中固定有水泵（60）；

其中，所述水泵（60）通过进水软管（621）和所述过滤件（61）连通相接，并通过出水软管

（622）和所述出水件连通相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件包括

一出水直管（72），其侧部成型有若干出水支管（721）；

一分流阀，其一流通端口和所述出水软管（622）连通相接；以及

若干通接软管（71），其一端部和若干所述出水支管（721）对应地连通相接，其另一端部

和所述分流阀的其他流通端口对应地连通相接；

其中，所述出水直管（72）底部开设有若干和所述渗水孔（11）对应连通的下水通道

（722）。

10.一种自动扫地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抹布（2），所述抹布（2）通过权利要求1至9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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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所述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可拆卸地安装在扫地机水箱（1）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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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及自动扫地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扫地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及自动扫

地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自动清洁机器人已在不少家庭中得到了应用，例如，自

动扫地机可通过直接刮扫、真空吸尘等操作，自动执行地面清洁任务。对于带有拖地功能的

自动扫地机，其底部设置有和扫地机外轮廓相同的水箱，并且水箱底部设置有抹布，在需要

拖地时，水箱中的清水渗出并浸润抹布，使得抹布可以在自动扫地机的行进过程中进行拖

地。但是，由于抹布是固定安装且重复利用的，在自动扫地机执行多次清洁任务之后，抹布

长期得不到清洗就会变脏，在自动扫地机之后的清洗操作中对地面造成二次污染，影响清

洁效果；而且，现有的扫地机抹布仅使用魔术贴贴于扫地机或水箱的底部，如此设置在更换

抹布时，使用者需要将抹布与扫地机或水箱底部对平齐，操作难度较大，导致增加了抹布的

清洗、更换难度。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及自动

扫地机。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包括：成型在扫地机水箱底部的第一导向安装部、固定在抹

布一端部的第二导向安装部、固定在扫地机水箱底部的第一连接部以及固定在抹布上的第

二连接部；

其中，所述第二导向安装部能够和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配合连接，以限定所述抹布在

所述扫地机水箱上的安装方向；所述第二连接部能够可拆卸地固定在所述第一连接部上，

以实现将所述抹布可拆卸地安装在所述地机水箱的底部。

[0005] 优选的，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包括插接槽，其成型在所述扫地机水箱的底部一端；

所述第二导向安装部包括和所述插接槽相配合的插接杆，所述插接杆能够插入并固定在所

述插接槽中，以限制所述抹布相对于所述扫地机水箱的垂直于安装方向的移动。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包括安装杆，其成型在所述扫地机水箱的底部一端；

所述第二导向安装部包括和所述安装杆相配合的安装槽，所述安装杆能够插入并固定在所

述安装槽中，以限制所述抹布相对于所述扫地机水箱的垂直于安装方向的移动。

[0007] 优选的，所述插接杆通过折边固定连接在所述扫地机水箱上，所述插接槽上开设

有用于避让所述折边的插口；

所述插接槽具有一个供所述插接杆插入的开放式端口。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一连接部包括至少一个第一粘贴件，所述扫地机水箱的底部开设

有用于嵌装所述第一粘贴件的弧形嵌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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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第二连接部包括至少一个第二粘贴件，其固定地设置在所述抹布的

顶面上，所述第二粘贴件能够和所述第一粘贴件对应地粘贴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扫地机水箱的底部开设有若干用于直接润湿所述抹布的渗水孔。

[0011] 优选的，所述扫地机水箱内成型有一密封的储水腔体和一密闭的通电腔体，所述

储水腔体中固定有过滤件和出水件，所述通电腔体中固定有水泵；

其中，所述水泵通过进水软管和所述过滤件连通相接，并通过出水软管和所述出水件

连通相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出水件包括一出水直管，其侧部成型有若干出水支管；一分流阀，其

一流通端口和所述出水软管连通相接；以及若干通接软管，其一端部和若干所述出水支管

对应地连通相接，其另一端部和所述分流阀的其他流通端口对应地连通相接；

其中，所述出水直管底部开设有若干和所述渗水孔对应连通的下水通道。

[0013] 一种自动扫地机，其包括抹布，所述抹布通过前述本发明实施例的任一项水箱抹

布的安装结构可拆卸地安装在扫地机水箱的底部。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及自

动扫地机，其能够通过第二导向安装部和第一导向安装部配合连接，以限定抹布在扫地机

水箱上的安装方向，并通过第二连接部可拆卸地固定在第一连接部上，以实现将抹布可拆

卸地安装在地机水箱的底部。由于抹布能够方便地从扫地机水箱上拆下更换，从而避免了

抹布变脏后对地面造成二次污染，保证了自动扫地机的清洁效果；另外，储水腔体中的清水

能够通过渗水孔直接润湿抹布，提高了扫地机水箱的出水效率，且提高了储水腔体中清水

的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中抹布和扫地机水箱在安装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抹布和扫地机水箱在拆解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图3—图4为本发明中扫地机水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扫地机水箱；2、抹布；10、插接槽；21、插接杆；22、折边；100、开放式端口；

31、第一粘贴件；12、弧形嵌槽；11、渗水孔；131、储水腔体；132、通电腔体；61、过滤件；60、水

泵；621、进水软管；622、出水软管；72、出水直管；721、出水支管；71、通接软管；722、下水通

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18] 如图1—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及自动扫地机，该水箱

抹布的安装结构包括成型在扫地机水箱1底部的第一导向安装部、固定在抹布2一端部的第

二导向安装部、固定在扫地机水箱1底部的第一连接部以及固定在抹布2上的第二连接部；

其中，所述第二导向安装部能够和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配合连接，以限定所述抹布2在

所述扫地机水箱1上的安装方向；所述第二连接部能够可拆卸地固定在所述第一连接部上，

以实现将所述抹布2可拆卸地安装在所述地机水箱1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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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作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包括插接槽10，其成型在所述扫地机

水箱1的底部一端；所述第二导向安装部包括和所述插接槽10相配合的插接杆21，所述插接

杆21能够插入并固定在所述插接槽10中，以限制所述抹布2相对于所述扫地机水箱1的垂直

于安装方向的移动。

[0020] 在实际应用中，插接杆21可以为具有一定刚度的塑料杆钢制杆等；插接杆21的横

截面形状和插接槽10的横截面形状相匹配。例如，插接槽10的横截面形状为C型或与C型相

似的形状，插接杆21的横截面形状可以为圆形或非圆形的其他形状，其能够使插接槽10容

纳并限定插接杆21即可。

[0021] 作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包括安装杆，其成型在所述扫地机水

箱1的底部一端；所述第二导向安装部包括和所述安装杆相配合的安装槽，所述安装杆能够

插入并固定在所述安装槽中，以限制所述抹布2相对于所述扫地机水箱1的垂直于安装方向

的移动。

[0022] 作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插接杆21通过折边22固定连接在所述扫地机水箱1上，

所述插接槽10上开设有用于避让所述折边22的插口；

所述插接槽10具有一个供所述插接杆21插入的开放式端口100。

[0023] 作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第一连接部包括至少一个第一粘贴件31，所述扫地机

水箱1的底部开设有用于嵌装所述第一粘贴件31的弧形嵌槽12。

[0024] 作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第二连接部包括至少一个第二粘贴件，其固定地设置

在所述抹布2的顶面上，所述第二粘贴件能够和所述第一粘贴件31对应地粘贴连接。例如，

第一粘贴件31具体可以为魔术贴的勾面，第二粘贴件为魔术贴的毛面。

[0025] 作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扫地机水箱1的底部开设有若干用于直接润湿所述抹

布2的渗水孔11。

[0026] 作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扫地机水箱1内成型有一密封的储水腔体131和一密闭

的通电腔体132，所述储水腔体131中固定有过滤件61和出水件，所述通电腔体132中固定有

水泵60；

其中，所述水泵60通过进水软管621和所述过滤件61连通相接，并通过出水软管622和

所述出水件连通相接。

[0027] 作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出水件包括

一出水直管72，其侧部成型有若干出水支管721；

一分流阀，其一流通端口和所述出水软管622连通相接；以及

若干通接软管71，其一端部和若干所述出水支管721对应地连通相接，其另一端部和所

述分流阀的其他流通端口对应地连通相接；

其中，所述出水直管72底部开设有若干和所述渗水孔11对应连通的下水通道722。

[0028] 在此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自动扫地机，其包括抹布2，所述抹布2能

够通过前述本发明实施例的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可拆卸地安装在扫地机水箱1的底部。

[0029] 该水箱抹布的安装结构及自动扫地机的工作原理：扫地机水箱1可拆卸地安装在

自动扫地机的底部，第二导向安装部能够和所述第一导向安装部配合连接，以限定所述抹

布2在所述扫地机水箱1上的安装方向；将第二连接部可拆卸地固定在第一连接部上，以实

现将所述抹布2可拆卸地安装在所述地机水箱1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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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运

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实

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于

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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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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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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