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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擦鞋机，涉及擦

鞋机领域，包括箱体，箱体上设有供双脚踏入的

擦鞋入口，擦鞋入口内设有擦鞋机构，擦鞋机构

包括位于最上层的鞋面擦拭层、位于中间层的鞋

边擦拭层以及位于最下层的鞋底、鞋端擦拭层，

擦鞋机构还包括用于踩踏的支撑板以及控制支

撑板在上述擦拭层之间转移的升降机构。本实用

新型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擦鞋机擦鞋功能单一、擦

鞋效果差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智能擦鞋机可

以对鞋端、鞋尖、鞋面独立高效的擦拭，擦鞋效率

高，适用鞋型多，同时具备湿刷与吹干功能，使用

便捷，干净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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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擦鞋机，包括箱体，所述箱体上设有供脚踏入的擦鞋入口，所述擦鞋入口内设有

擦鞋机构，其特征为：所述擦鞋机构包括位于最上层的鞋面擦拭层、位于中间层的鞋边擦拭

层以及位于最下层的鞋底、鞋端擦拭层，所述擦鞋机构还包括用于踩踏的支撑板以及控制

所述支撑板在上述擦拭层之间转移的升降机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擦鞋机，其特征为：所述鞋面擦拭层包括对应擦拭鞋面的第

一辊刷，所述第一辊刷上方覆盖有防护盖。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擦鞋机，其特征为：所述鞋面擦拭层对应的所述箱体上设有

轴向风机，所述箱体上还安装有正对所述轴向风机的排风口。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擦鞋机，其特征为：所述鞋边擦拭层包括上清理层与下清理

层，所述上清理层与所述下清理层均包括主动轴与从动轴，所述主动轴与所述从动轴通过

齿形轮与齿形带传动连接，所述齿形带的中间区域可供所述支撑板以及鞋体通过；所述上

清理层的齿形带的两平行内侧设有干毛刷层，所述下清理层的齿形带的两平行内侧设有湿

布刷层。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擦鞋机，其特征为：所述主动轴由步进电机驱动做周期往复

转动，往复转动一个周期角度为25°～57°。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擦鞋机，其特征为：所述鞋底、鞋端擦拭层包括鞋底擦拭组

件，所述鞋底擦拭组件包括水平滑动安装的支架，所述支架上安装有由电机同步驱动转动

的第二辊刷与第三辊刷，所述第二辊刷与所述第三辊刷分别位于所述支撑板的两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擦鞋机，其特征为：所述鞋底、鞋端擦拭层还包括位于所述

鞋底擦拭结构上方的鞋端擦拭组件，所述鞋端擦拭组件设有两个，分别用于擦拭鞋尖与鞋

跟，所述鞋端擦拭机构包括摆动架，所述摆动架的顶部转动安装在所述箱体上，所述摆动架

的底部安装有第四辊刷，所述摆动架背面安装有弹性支撑所述摆动架的压缩弹簧。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擦鞋机，其特征为：所述支撑板为工形板结构，所述工形板

结构的两平行支撑分别对应支撑鞋底两侧位置。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擦鞋机，其特征为：所述箱体底部安装有推拉式集灰盒，所

述集灰盒包括前后对接的两盒体，两所述盒体之间设有避让所述升降机构的间隙。

10.如权利要求1至9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智能擦鞋机，其特征为：所述智能擦鞋机还包

括控制屏，所述控制屏通过伸缩架安装在所述箱体上，所述控制屏上设有鞋型选择区域与

干湿刷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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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擦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擦鞋机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效智能的擦鞋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今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为保证保持屋内的干净整洁，回家第

一步就是换鞋，而为避免亲朋好友登门拜访脱鞋时袜子穿孔及脚臭带来的各种尴尬、难堪

和消除换用拖鞋带来的脚气传播等隐患，目前都是用鞋套来解决。针对一次性鞋套造成污

染和成本较高和目前常用的擦鞋机只能擦洗皮鞋表面(帆布类鞋不能擦洗)，对于鞋底和边

帮的灰尘、泥土(尤其雨雪天气)无法擦除等一系列问题，急需要一款既能擦洗表面保持鞋

子靓丽又能擦洗鞋底及鞋边来保持鞋子干净和家中卫生，现有的擦鞋机只能擦拭鞋面部

分，部分具备擦拭鞋底的功能，像鞋边、鞋尖、鞋跟处都难以实现很好的擦拭效果，同时对于

不同的鞋子无法做到局部擦拭的能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以上缺陷，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对不同类型的鞋子进

行全面高效擦拭的智能擦鞋机，该智能擦鞋机各擦拭单元可以对鞋子的易脏区域进行快速

擦拭，擦拭单元独立运作，可选择性使用，擦拭效果好，使用方便。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5] 智能擦鞋机，包括箱体，箱体上设有供双脚踏入的擦鞋入口，擦鞋入口内设有擦鞋

机构，擦鞋机构包括位于最上层的鞋面擦拭层、位于中间层的鞋边擦拭层以及位于最下层

的鞋底、鞋端擦拭层，擦鞋机构还包括用于踩踏的支撑板以及控制支撑板在上述擦拭层之

间转移的升降机构。

[0006] 其中，鞋面擦拭层包括对应擦拭鞋面的第一辊刷，第一辊刷上方覆盖有防护盖。

[0007] 其中，鞋面擦拭层对应的箱体上设有轴向风机，箱体上还安装有正对轴向风机的

排风口。

[0008] 其中，鞋边擦拭层包括上清理层与下清理层，上清理层与下清理层均包括主动轴

与从动轴，主动轴与从动轴通过齿形轮与齿形带传动连接，齿形带的中间区域可供支撑板

以及鞋体通过；上清理层的齿形带的两平行内侧设有干毛刷层，下清理层的齿形带的两平

行内侧设有湿布刷层。

[0009] 其中，主动轴由步进电机驱动做周期往复转动，往复转动一个周期角度为  25°～

57°。

[0010] 其中，鞋底、鞋端擦拭层包括鞋底擦拭组件，鞋底擦拭组件包括水平滑动安装的支

架，支架上安装有由电机同步驱动转动的第二辊刷与第三辊刷，第二辊刷与第三辊刷分别

位于支撑板的两侧。

[0011] 其中，鞋底、鞋端擦拭层还包括位于鞋底擦拭结构上方的鞋端擦拭组件，鞋端擦拭

组件设有两个，分别用于擦拭鞋尖与鞋跟，鞋端擦拭组件包括摆动架，摆动架的顶部转动安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209915913 U

3



装在箱体上，摆动架的底部安装有第四辊刷，摆动架背面安装有弹性支撑摆动架的压缩弹

簧。

[0012] 其中，支撑板为工形板结构，工形板结构的两平行支撑分别对应支撑鞋底两侧位

置。

[0013] 其中，箱体底部安装有推拉式集灰盒，集灰盒包括前后对接的两盒体，两盒体之间

设有避让升降机构的间隙。

[0014] 其中，智能擦鞋机还包括控制屏，控制屏通过伸缩架安装在箱体上，控制屏上设有

鞋型选择区域与干湿刷选择区域。

[0015] 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由于智能擦鞋机的擦鞋机构包括位于最上层的鞋面擦拭层、位于中间层的鞋边擦

拭层以及位于最下层的鞋底、鞋端擦拭层，还有用于踩踏的支撑板以及控制支撑板在上述

擦拭层之间转移的升降机构，依靠升降机构的升降功能控制鞋体可以进入到上述擦拭层

中，上述擦拭层相互独立运作，单独负责鞋子的特定区域的擦拭，使得擦拭效果显著，可根

据鞋子的类型对上述擦拭层进行使用方式的选择，不仅提升了擦拭的效率，还会对鞋子构

成保护。

[0017] 由于面擦拭层对应的箱体上设有轴向风机，箱体上还安装有正对轴向风机的排风

口，通过轴向风机可以实现鞋子的快速风干，保证鞋子的清洁，避免鞋子的湿面二次沾染污

垢。

[0018] 由于鞋边擦拭层包括上清理层与下清理层，上清理层的齿形带的两平行内侧设有

干毛刷层，下清理层的齿形带的两平行内侧设有湿布刷层，湿布刷层可以浸润鞋边，进一步

提升了擦拭的效果，干毛刷层与湿布刷层组合使用，使得鞋边的清理更加的高效快捷。

[0019] 由于鞋端擦拭组件设有两个，分别用于擦拭鞋尖与鞋跟，鞋端擦拭组件包括摆动

架，摆动架的顶部转动安装在箱体上，摆动架的底部安装有第四辊刷，摆动架背面安装有弹

性支撑摆动架的压缩弹簧。随着鞋体的下移，第四辊刷会紧紧压靠在鞋尖或者鞋跟上，这样

既实现了不同长度的鞋子可以有效的适用，也可以使得弧形的鞋尖都可以与第四辊刷进行

完全接触，提升了对鞋端的擦拭效果。

[0020] 由于支撑板为工形板结构，工形板结构的两平行支撑分别对应支撑鞋底两侧位

置，保证提供足够支撑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小支撑板占据的鞋底面，提升了对鞋底的擦拭

效果。

[002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擦鞋机擦鞋功能单一、擦鞋效果差的技

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智能擦鞋机可以对鞋端、鞋尖、鞋面独立高效的擦拭，擦鞋效率高，适用

鞋型多，同时具备湿刷与吹干功能，使用便捷，干净环保。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智能擦鞋机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智能擦鞋机使用状态下的示意图；

[0024] 图3是图1中上、下清理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图1中支撑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图1中鞋底擦拭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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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6是图1中鞋端擦拭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是图1中推拉式集灰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是本实用新型智能擦鞋机外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箱体，2-擦鞋入口，3-擦鞋机构，31-鞋面擦拭层，311-第一辊刷，312-轴向

风机，313-排风口，321-上清理层，322-下清理层，323-主动轴，324- 从动轴，325、326、327、

328-齿形轮，329-上清理层的齿形带，330-干毛刷层，  331-下清理层的齿形带，332-湿布刷

层，33-鞋底、鞋端擦拭层，34、35-鞋底擦拭组件，341-摆动架，342-第四辊刷，343-压缩弹

簧，36鞋底擦拭组件，361-  支架，362-第二辊刷，363-第三辊刷，364-电动推杆，37-支撑板，

371-平行支撑，4-防护罩，5-推拉集灰盒，51-把手，6-控制屏，61-伸缩架，62-扶手，7、  8、9-

鞋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32] 本说明书中涉及到的方位均以本实用新型智能擦鞋机正常工作时的方位为准，不

限定其存储及运输时的方位，仅代表相对的位置关系，不代表绝对的位置关系。

[0033] 如图1和图7共同所示，一种智能擦鞋机，包括箱体1，箱体1内部安装有整个擦鞋机

构3，擦鞋机构3对称设有两个，分别对应人的左右脚，脚通过箱体  1顶部的擦鞋入口2进入

到擦鞋机构3内，进行擦鞋；箱体1的上方设有控制屏  6，使用者可以对擦鞋进行人工操作，

控制屏6连接的伸缩架61可以调整控制屏6的高度，以满足不同身高的使用者的需要。

[0034] 如图1和图2共同所示，擦鞋机构3包括自上往下依次为鞋面擦拭层31、鞋边擦拭层

32以及鞋底、鞋端擦拭层33，其中鞋底、鞋端擦拭层33包括位于上方位置的鞋端擦拭组件

(34、35)与位于下方位置的鞋底擦拭组件36，擦鞋机构3的中间是由升降机构38驱动而可以

上下移动的支撑板37，用户踏入到擦鞋入口2内后，鞋体(7、8、9)会踩在支撑板37上，支撑板

37支撑在鞋体(7、  8、9)底部中间位置，擦鞋机的控制系统会控制升降机构38升降使得鞋体

(7、  8、9)可以到达擦鞋机构3竖向内的任意位置，这样鞋体(7、8、9)便可以在上述的三个擦

拭层之间自由的转换，本实施方式中的升降机构38采用的是大功率电动式推杆，支撑板37

固定在上述电动式推杆的升降轴的顶端，其他方式如电液推杆也可以很好的实现升降功

能。

[0035] 如图1和图2共同所示，鞋面擦拭层31用于擦拭斜面，包括第一辊刷311，第一辊刷

311优选安装数量为两个，两个第一辊刷311平行设置并且由电机同步驱动，鞋体(7、8、9)处

于擦拭层时，第一辊刷311位于鞋面的上方，升降机构38继续上升一定距离，第一辊刷311与

鞋面接触，控制系统会控制第一辊刷311转动，从而实现对鞋面的清理，

[0036] 如图1所示，第一辊刷311上方覆盖有防护盖4，防护罩可以阻挡第一辊刷  311上的

污垢，在第一辊刷311转动时飞到箱体1外面来。

[0037] 如图1所示，鞋面擦拭层31处，箱体1上安装有轴向风机312，轴向风机  312安装在

正对鞋尖方向，箱体1上正对鞋跟处有排风口313，这样轴向风机312  与排风口313也是正对

的，这样保证风流动的顺畅，可以加速风干效果。

[0038] 如图1和图3共同所示，鞋边擦拭层32包括竖向间隔排列的主动轴323与从动轴

324，鞋边擦拭层32的上部为上清理层321，上清理层的齿形带329与主动轴323、从动轴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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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齿形轮(325、326、327、328)传动连接，下清理层322位于上清理层321下方，下清理层的

齿形带330与主动轴323、从动轴  324通过齿形轮(325、326、327、328)传动连接，上述的齿形

轮(325、326、  327、328)共有四个，且均为同样规格的齿形轮(325、326、327、328)，本实施方

式中四个齿形轮(325、326、327、328)的部分轮面均做了避让切割，减少了齿形轮(325、326、

327、328)所占据的空间。

[0039] 如图3所示，上清理层的齿形带329与下清理层的齿形带330的中间区域均可供支

撑板37以及鞋体(7、8、9)通过，上、下清理层的齿形带(329、331)  均为与齿形轮(325、326、

327、328)配合后呈腰型孔型，其两端部分内侧有内齿与齿形轮(325、326、327、328)进行传

动配合，上清理层的齿形带329 的中间处的两平行内侧设有干毛刷层330，用于干式清理鞋

边，下清理层的齿形带330的中间处两平行内侧设有湿布刷层332，湿布刷层332通过细水管

连接水囊，保持湿布刷层332的含水量，下清理层322主要用于浸润鞋边以及低速擦拭，下清

理层322主要用在鞋边污垢顽固性强，干毛刷层330难以清理,通过水浸润，使得污垢更容易

被擦拭下来。主动轴323由步进电机驱动做周期往复转动，往复转动一个周期角度为25°～

57°，以57°为例，电机控制主动轴323  正转57°，然后反转57°，依次重复，实现干毛刷或者湿

布刷可以来回擦拭，优选角度为57°，此时上清理层的齿形带329与下清理层的齿形带330均

可以实现最大的来回运动的行程。

[0040] 如图1和图2共同所示，鞋底、鞋端擦拭层33包括鞋底擦拭组件36与鞋端擦拭组件

(34、35)，鞋端擦拭组件(34、35)位于鞋底擦拭组件36上方，两部分组件同时进行擦鞋动作。

[0041] 如图5所示，鞋底擦拭组件36包括水平滑动安装的支架361，箱体1内固定有一个轨

道架，用于支撑支架361，支架361通过电动推杆364推拉使其可以往复运动，由电机同步驱

动转动的第二辊刷362与第三辊刷363负责清理鞋底，第二辊刷362与第三辊刷363分别位于

支撑板37的两侧，这样第二辊刷362负责清理鞋尖到支撑板37的中间支撑的鞋底部分，第三

辊刷363负责清理鞋跟到支撑板37的中间支撑的鞋底部分。

[0042] 如图6所示，鞋端擦拭组件(34、35)设有两个，分别用于擦拭鞋尖与鞋跟，鞋端擦拭

组件(34、35)包括摆动架341，摆动架341的顶部转动安装在箱体1上，摆动架341的底部安装

有第四辊刷342，摆动架341背面安装有弹性支撑摆动架341的压缩弹簧343，压缩弹簧343的

另一端固定在箱体1内侧固定的斜板上，使得初始状态下的摆动架341向着中间处倾斜，这

样随着鞋体(7、8、  9)的下移，第四辊刷342会紧紧压靠在鞋尖或者鞋跟上，这样既实现了不

同长度的鞋子可以有效的适用，也可以使得弧形的鞋尖都可以与第四辊刷342进行完全接

触。

[0043] 如图4所示，支撑板37为工形板结构，工形板结构的两平行支撑371分别对应支撑

鞋底两侧位置，从而保证提供足够支撑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小支撑板37占据的鞋底面，提

升了擦拭效果。

[0044] 如图7所示，箱体1底部安装有推拉式集灰盒5，推拉式集灰盒5的外端处设有把手

51，推拉式集灰盒5用于收集上方的擦鞋机构3擦鞋时清理而落下的污垢以及擦鞋机构3清

灰(空运行)时落下的污垢，推拉式集灰盒5包括前后对接的两盒体，两盒体之间设有避让升

降机构38的间隙

[0045] 如图8所示，控制屏6两侧安装供使用者扶握的扶手62，控制屏6上设有鞋型选择区

域以及干湿刷选择区域，可以根据鞋子的类型是否选择擦拭鞋面以及是否进行湿刷。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209915913 U

6



[0046]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从上述构思出

发，不经过创造性的劳动，所做出的种种变换，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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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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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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