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68057.1

(22)申请日 2019.07.23

(71)申请人 东华大学

地址 201620 上海市松江区松江新城人民

北路2999号

(72)发明人 吕宏展　未连康　刘嘉豪　范佳怡　

叶晨阳　鲁枝旺　申祥天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泰能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 31233

代理人 宋缨

(51)Int.Cl.

B08B 1/02(2006.01)

B08B 3/10(2006.01)

B08B 13/00(2006.01)

B04B 15/00(2006.01)

B04B 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具体涉及一种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

装置，包括内桶、外桶、底座和洗刷模块，外桶安

装在底座上，外桶内设置有内桶，内桶与外桶之

间设置有洗刷模块；内桶与洗刷模块之间设置有

用于固定脚垫的网框；外桶上端设置有操作台环

壳，操作台环壳外壁上端设置有进水管，操作台

环壳上平面设置有桶盖，操作台环壳外壁设置有

控制台；外桶与排水管连接，内桶中心下侧与第

一电机连接，并随第一电机同步转动，第一电机

固定在外桶下方，第一电机与外桶之间设置有密

封圈，内桶和外桶之间设置有轴承。本发明能够

对脚垫进行全面清洗，避免洗刷过程中水溅射影

响工作人员以及周围环境，降低洗车工人的劳动

强度，提高洗车工人的工作效率，还能在清洗完

成后对脚垫进行高效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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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包括内桶(3)、外桶(7)、底座(8)和洗刷模块(25)，其

特征在于，所述外桶(7)安装在底座(8)上，外桶(7)内设置有内桶(3)，内桶(3)与外桶(7)之

间设置有洗刷模块(25)；所述内桶(3)与洗刷模块(25)之间设置有用于固定脚垫的网框；所

述外桶(7)上端设置有操作台环壳(6)，操作台环壳(6)外壁上端设置有进水管(20)，所述操

作台环壳(6)上平面设置有桶盖(1)，操作台环壳(6)外壁设置有控制台(21)；所述外桶(7)

与排水管(19)连接，所述内桶(3)中心下侧与第一电机(10)连接，并随第一电机(10)同步转

动，第一电机(10)固定在外桶(7)下方，第一电机(10)与外桶(7)之间设置有密封圈(12)，内

桶(3)和外桶(7)之间设置有轴承(1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8)内侧设置

有底座支撑(9)，在圆周方向均匀分布。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支撑(9)为4

个，并沿底座内部的周向呈90°间隔分布。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8)与底座

支撑(9)通过紧固螺栓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管(19)尾端上

设置有阀门(22)。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机(10)通过

大法兰(11)固定在外桶(7)下方。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大法兰(11)通过紧

固螺栓固定。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圈(12)为唇形

密封圈。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桶(3)和外桶(7)

之间设置的轴承(16)为推力球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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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内饰品清洗装置，具体是涉及一种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脚垫是集吸水、吸尘、去污、隔音、保护主机毯五大主要功能为一体的一种环

保汽车内饰零部件，不仅保护车里车外的洁净，还起到美观舒适点缀的作用。但汽车脚垫长

时间的使用后，需对其进行清洗，保证汽车内部的干净。目前洗车店通常使用的方法是通过

高压水枪对脚垫进行简单的冲刷，这种方法的不足是在清洗时经常出现清洗不到位的现

象；在清洗过程中高压水枪的喷出的水到处溅射，对洗车人员以及周围环境造成影响；在清

洗后只是简单的把脚垫在墙上简单的拍打，不能完全晾干，对车内的湿度产生影响，引起车

内人员的不适。因此亟需研发一种能对脚垫清全面清洗，避免水溅射对汽车人员以及周围

环境造成影响，在清洗后高效脱水的汽车脚垫清洗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本发明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对脚垫清洗不全面，高压水枪的水溅射对汽车人员以及周围环境造成影

响，在清洗后不能高效脱水等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

包括内桶、外桶、底座和洗刷模块，外桶安装在底座上，外桶内设置有内桶，内桶与外桶之间

设置有洗刷模块；内桶与洗刷模块之间设置有用于固定脚垫的网框；外桶上端设置有操作

台环壳，操作台环壳外壁上端设置有进水管，操作台环壳上平面设置有桶盖，操作台环壳外

壁设置有控制台；外桶与排水管连接，内桶中心下侧与第一电机连接，并随第一电机同步转

动，第一电机固定在外桶下方，第一电机与外桶之间设置有密封圈，内桶和外桶之间设置有

轴承。

[0005] 进一步，底座内侧设置有底座支撑，在圆周方向均匀分布。

[0006] 进一步，底座支撑为4个，并沿底座内部的周向呈90°间隔分布。

[0007] 进一步，底座与底座支撑通过紧固螺栓连接。

[0008] 进一步，排水管尾端上设置有阀门。

[0009] 进一步，第一电机通过大法兰固定在外桶下方。

[0010] 进一步，大法兰通过紧固螺栓固定。

[0011] 进一步，密封圈为唇形密封圈。唇形密封圈的密封效果更好。

[0012] 进一步，内桶和外桶之间设置的轴承为推力球轴承。推力球轴承可以承受内桶的

重量，使内桶的转动更加的平稳。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网框能够对脚垫进行固定，防止脚垫移动影响清洗，

通过洗刷模块的作用，能够对脚垫进行全面的清洗，清洗的更加干净，同时桶盖也避免水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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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对汽车人员以及周围环境造成影响，在清洗后能够高效脱水，不仅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还能提高清洗效率，适应现代化快节奏生活。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的立体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最佳施例的左视局部剖视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最佳施例的A-A剖视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最佳施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最佳施例清洗装置俯视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最佳施例的外桶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为本发明的齿轮部分C-C阶梯剖视示意图；

[0021] 图8为本发明最佳施例的洗刷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2] 1、桶盖，2、拉紧模块，3、内桶，4、内网，401、支撑柱，402、橡胶凸起，5、外网，6、操作

台环壳，7、外桶，701、清洗板槽，702、滑槽，8、底座，9、底座支撑，10、第一电机，11、大法兰，

12、大唇形密封圈，13、第二电机，14、小法兰，15、小唇形密封圈，16、推力球轴承，17、齿轮轴

承，18、清洗组件，1801、清洗杆，1802、清洗板，1803、毛刷，19、进水管，20、排水管，21、操作

台，22、阀门，23、第一齿轮，2301、通孔，24、第二齿轮，25、洗刷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的范围。

[0024] 一种圆筒状汽车脚垫清洗装置，如图1-4所示，包括桶盖1、网框、内桶3、操作台环

壳6、外桶7、底座8、底座支撑9、第一电机10、排水管19、进水管20、操作台21、洗刷模块25。操

作台环壳6外壁顶部设置有进水管20，操作台环壳6上平面设置有桶盖1以及操作台环壳6外

壁设置有操作台21，外桶7位于操作台环壳6下方，内桶3位于外桶7内，内桶3中心下侧安装

第一电机10，并随之同步转动，内桶3外侧设置有网框，网框包括拉紧模块2、内网4和外网5，

内网4通过紧固螺栓连接固定在内桶上，外网5搭在内网4上并设置有拉紧模块2，拉紧模块2

包括拉紧手和棘轮，用于收紧外网5。内网4内侧设置有若干支撑柱401，内网4外侧设置有若

干橡胶凸起402，外桶7安装在底座8上，外桶7与排水管19内连接，排水管19尾端上设置有阀

门22，底座8内侧设置有4个圆周均匀分布的底座支撑9。第一电机10与外桶7之间设置有大

法兰11，并通过紧固螺栓将第一电机10固定在外桶7中心底部。第一电机10与外桶7之间设

置有大唇形密封圈12，防止外桶7内的水泄露对装置造成影响。内桶3和外桶7之间的中间位

置设置有推力球轴承16。如图4-6所示，洗刷模块25包括清洗动力组件和10组清洗组件18，

清洗动力组件包括第二电机13、小法兰14、小唇形密封圈15、第一齿轮23和第二齿轮24，第

二电机13通过小法兰14固定在外桶7上，第二齿轮23安装在第二电机13的转轴上并与第一

齿轮23啮合，第一齿轮23通过齿轮轴承17安装在外桶上并与第一电机10的转轴同心，可绕

第一电机10的转轴转动，第一齿轮23上开有通孔2301。清洗组件18则由清洗杆1801、清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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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和毛刷1803组成，如图7所示，清洗板1802上设置有毛刷1803，清洗板1802底部与清洗

杆1801的一端连接，清洗杆1801的另一端与第一齿轮23上的通孔2301转动连接。清洗杆

1801与清洗板1802底部连接的一端设置有滑块，滑块可以沿外桶7上的滑槽702滑动，从而

带动清洗板1802在清洗板槽701内滑动实现向心或离心运动。第一齿轮23与第二齿轮24啮

合，第二齿轮24与第二电机13连接，第二电机13转动时，通过第二齿轮24与第一齿轮23的传

动，带动清洗杆1801，从而使清洗板1802清洗板槽701内滑动，实现毛刷1803与脚垫的接触

或分离。清洗杆1801与第一齿轮23之间的销设置有橡皮套。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内桶3、内网4、外网5、操作台环壳6、外桶7、底座8和洗刷模块25同轴

配合，清洗组件18、清洗板槽701、滑槽702以及通孔2301数量上一致。

[0026] 首先，清洗人员将汽车脚垫放置在内网4和外网5之间，脚垫正面向外，转动拉紧模

块2使外网5紧张，将脚垫固定，从进水管20放入适当的水并盖上桶盖1，操作人员即可通过

操作台21启动清洗模式对脚垫进行清洗。当脚垫清洗完成后，打开阀门22，桶内的水通过排

水管20排出，当完全排出后，通过操作台启动脱水模式对脚垫进行脱水，当脱水完成后，即

再次转动拉紧模块2，进而使外网5松开，即可将脚垫取出。

[0027] 当脚垫被固定后，操作人员即可启动清洗模式，第一电机10低速转动，带动内桶3

转动，相应的脚垫随着转动，清洗组件18向心移动，与脚垫接触，对脚垫进行清洗。如此，无

需操作人员对脚垫进行清洗，省时省力。

[0028] 当清洗完成后，清洗组件18离心移动，与脚垫分离，打开阀门22，桶内的水通过排

水管19排出，当水完全排出后，操作人员启动脱水模式，第一电机10高速转动，进而对脚垫

进行脱水，当脱水完成后，取出脚垫。如此，无需操作人员对脚垫拍打，就能够对脚垫进行高

效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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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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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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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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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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