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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
洗衣机，
包括洗衣机壳体，
滚筒，
驱动电机，
和烘
干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洗衣机壳体外层均固接
太阳能电池板，
还包括固接在洗衣机壳体内部的
太阳能蓄电池和主控器，
太阳能电池板与太阳能
蓄电池之间固定连接电池控制器，
太阳能蓄电池
的另一端连接逆变器，
逆变器电连接驱动电机；
洗衣机的前门壳体上贴合滚筒的内表面处设置
有筒清洁装置；
所述洗衣机壳体内的上部还设置
有清洗液盛液盒和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
烘干器
和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和主控器通过导线相连。
筒清洁装置包括可伸缩驱动装置，
和固接在可伸
缩驱动装置上的清洁毛刷。
本可以实现自动清洗
洗衣机滚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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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包括洗衣机壳体(1) ，
滚筒(3) ，
驱动电机，
和烘
干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洗衣机壳体(1)外层均固接太阳能电池板，
还包括固接在洗衣机壳
体(1)内部的太阳能蓄电池和主控器，
太阳能电池板与太阳能蓄电池之间固定连接电池控
制器，
太阳能蓄电池的另一端连接逆变器，
逆变器电连接驱动电机；
洗衣机的前门壳体(2)
上贴合滚筒(3)的内表面处设置有筒清洁装置；
所述洗衣机壳体(1)内的上部还设置有清洗
液盛液盒(5)和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
烘干器和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和主控器通过导线相
连。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筒清洁
装置包括可伸缩驱动装置，
和固接在可伸缩驱动装置上的清洁毛刷。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伸缩
驱动装置为电动推杆(9)，
电动推杆(9)转动连接在前门壳体(2)上的推杆固定槽(10)内。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洗液
用量控制模块包括固接在盛液盒(5)侧面下部的位置感应传感器(8) ，
和固接在盛液盒(5)
底部的称重传感器(7)，
以及设置在盛液盒(5)出液口处的电磁阀(6)。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位置感
应传感器(8)为激光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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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全自动洗衣机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背景技术
[0002] 全自动滚筒洗衣机是由不锈钢内桶，
机械程序控制器，
经过磷化、
电泳、
喷涂三重
保护的外壳，
和若干笨重的水泥块用于平衡滚筒旋转时产生的巨大离心力做重复运动，
加
上洗衣粉和水的共同作用使衣物洗涤干净。全自动滚筒洗衣机由微电脑控制，
衣物无缠绕、
洗涤均匀、磨损率要比波轮洗衣机小10％，
可洗涤羊绒、
羊毛、
真丝等衣物，
做到全面洗涤。
也可以加热，
使洗衣粉充分溶解，
充分发挥出洗衣粉的去污效能。可以在桶内形成高浓度洗
衣液，
在节水的情况下带来理想的洗衣效果。
[0003] 然而现在的衣物颜色和种类多种多样，
尤其是深色衣物容易掉色，
还有羊绒、
羊毛
等毛织品在洗涤时可能会掉毛球，
长时间使用滚筒内容易集结污渍，
滚筒不好进行清理。
因
此，
亟需设计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
的洗衣机长时间使用滚筒内容易集结污渍，
滚筒不好进行清理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包括洗衣机壳
体，
滚筒，
驱动电机，
和烘干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洗衣机壳体外层均固接太阳能电池板，
还
包括固接在洗衣机壳体内部的太阳能蓄电池和主控器，
太阳能电池板与太阳能蓄电池之间
固定连接电池控制器，
太阳能蓄电池的另一端连接逆变器，
逆变器电连接驱动电机；
洗衣机
的前门壳体上贴合滚筒的内表面处设置有筒清洁装置；
所述洗衣机壳体内的上部还设置有
清洗液盛液盒和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
烘干器和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和主控器通过导线相
连。
[0006] 本发明的特点还在于：
[0007] 筒清洁装置包括可伸缩驱动装置，
和固接在可伸缩驱动装置上的清洁毛刷。
[0008] 可伸缩驱动装置为电动推杆，
电动推杆转动连接在前门壳体上的推杆固定槽内。
[0009] 所述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包括固接在盛液盒侧面下部的位置感应传感器，
和固接
在盛液盒底部的称重传感器，
以及设置在盛液盒出液口处的电磁阀。
[0010] 所述位置感应传感器为激光传感器。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洗衣机长时间使用滚筒内容易集
结污渍，
滚筒不好进行清理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
1 .洗衣机壳体，
2 .前门壳体，
3 .滚筒，
4 .万向轮，
5 .盛液盒，
6 .电磁阀，
7 .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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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8 .位置感应传感器，
9 .电动推杆，
10 .推杆固定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5] 本发明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如图1所示，
包括洗衣机壳体1，
滚筒3，
驱动电机，
和烘干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洗衣机壳体1外层均固接太阳能电池板，
还包括固接
在洗衣机壳体1内部的太阳能蓄电池和主控器，
太阳能电池板与太阳能蓄电池之间固定连
接电池控制器，
太阳能蓄电池的另一端连接逆变器，
逆变器电连接驱动电机；
洗衣机的前门
壳体2上贴合滚筒3的内表面处设置有筒清洁装置；
所述洗衣机壳体1内的上部还设置有清
洗液盛液盒5和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
烘干器和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和主控器通过导线相
连。
[0016] 筒清洁装置包括可伸缩驱动装置，
和固接在可伸缩驱动装置上的清洁毛刷。
[0017] 可伸缩驱动装置为电动推杆9，
电动推杆9转动连接在前门壳体2上的推杆固定槽
10内。
[0018] 所述清洗液用量控制模块包括固接在盛液盒5侧面下部的位置感应传感器8，
和固
接在盛液盒5底部的称重传感器7，
以及设置在盛液盒5出液口处的电磁阀6。
[0019] 所述位置感应传感器8为激光传感器。
[0020] 本发明一种筒自洁的太阳能全自动洗衣机，
其优点在于：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
的洗衣机长时间使用滚筒内容易集结污渍，
滚筒不好进行清理的问题，
可以实现自动清洗
洗衣机滚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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