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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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085592.X

(22)申请日 2018.01.29

(71)申请人 勤耕云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 518105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

道潭头第二工业区1号厂房五楼502

(72)发明人 李成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韦恩肯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4375

代理人 黄昌平

(51)Int.Cl.

A47L 11/24(2006.01)

A47L 11/28(2006.01)

A47L 11/4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

扫一体扫地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智能扫地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

体扫地机，包括上盖、水泵、印刷电路板和显示

屏、风机、灰尘盒、前碰机构、下盖底座、电池、UV

灯组件、中扫毛刷组件、万向轮、边刷、左右轮组

件、升降齿轮箱、滚筒、污水回收槽、滚筒支架、滚

筒齿轮箱、净水箱、中扫齿轮箱；其中，水泵、风

机、灰尘盒、电池及UV灯组件安装在下盖底座上，

万向轮安装在下盖底座的前方，左右轮组件分别

安装在扫地机的下盖底座左侧和右侧，滚筒安装

在滚筒支架上。该机器一次性解决了因吸扫、拖

洗地面而产生的颗粒垃圾、头发、灰尘、污水、并

且把这些垃圾、头发、灰尘、污水回收到相关的灰

尘盒和污水回收槽，提高了产品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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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其特征在于，包括PCBA、传

感器、驱动轮、软件控制部分；机器的清扫吸尘部分；滚筒抹布的自动清洗部分；及滚筒自动

拖洗部分；

PCBA、传感器、驱动轮、软件控制部分包括上盖、前碰机构、印刷电路板、显示屏、万向

轮、左右轮组件、电池、UV灯组件及下盖底座；

机器的清扫吸尘部分包括中扫毛刷组件、边刷、中扫齿轮箱、风机、灰尘盒；

滚筒抹布的自动清洗部分包括净水箱、喷水管、挤水辊，水泵、滚筒、污水回收槽、滚筒

齿轮箱；

滚筒自动拖洗部分包括滚筒支架、升降齿轮箱；

风机、灰尘盒、电池、UV灯及水泵组件安装在下盖底座上，万向轮安装在下盖底座的前

方，左右轮组件分别安装在扫地机的下盖底座左侧和右侧，滚筒安装在滚筒支架中，喷水管

及挤水辊安装在滚筒支架的上部，污水回收槽安装在扫地机的后端下部；

所述滚筒支架安装在扫地机的底座后端，滚筒支架上安装有滚筒，净水箱，滚筒齿轮箱

安装在滚筒支架的左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盖设置有显示屏、灰尘盒翻盖、净水箱注水口，并和扫地机底座及前碰机构连接。

3.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碰机构上安装有发射管及红外感应传感器和机械机构，前碰机构上部挂装在上盖

上，下部挂装在下盖底座上，用于机器在清扫过程中规避障碍物，以确保机器正确判断机器

前方的障碍物。

4.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扫毛刷组件由一个马达传动组件带动，做顺时针方向和地面做切线转动，把地面垃

圾扫进灰尘盒。

5.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边刷有两个，分别安装在下盖底座前端的左侧和右侧，且各由一个马达传动组件带动

旋转，在旋转的过程中带动地面上的垃圾扫到中刷吸口的附件，垃圾由中扫滚刷扫进吸口

进入灰尘盒。

6.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左右轮组件由左侧轮和右侧轮组成，左侧轮和右侧轮分别安装在扫地机下盖底座的左

右两侧，由马达传动驱动扫地机移动。

7.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水管安装在滚筒支架的上部，所述净水箱里面的水通过水泵把水喷在滚筒上面的木

浆纤维抹布上。

8.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污水回收槽套装在滚筒内，一端套装在滚筒的一侧，一端安装在滚筒支架上，木浆纤维

抹布分成2片—9片粘贴在滚筒上面，滚筒支架的左右两侧有拉簧牵拉，从而保证木浆纤维

抹布接触地面部分压挤2毫米左右，保证木浆纤维抹布和地面有一定的摩擦力，从而确保拖

洗地面的效果。

9.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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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挤水辊安装在滚筒支架上，所述滚筒上设置有多个孔，滚筒转动的时候，滚筒上的木浆

纤维抹布经过挤水辊的挤压，压辊挤压入木浆纤维抹布90％的厚度，把木浆纤维抹布上的

水挤压出来，挤出的污水通过滚筒上的孔流入污水回收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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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扫地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

的拖扫一体扫地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智能扫地机，实现拖地功能，只是单纯的在机器底部挂一块拖布或

者是一个拖地滚刷，机器在移动过程中带动拖布或者滚刷，以起到拖地的效果，但是用户在

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会有颗粒垃圾、粉尘、头发及粘连在地面上的一些污迹等，这些情况现

阶段市面上的扫地机是没有办法同时解决的，而且会因为头发、颗粒垃圾会堵塞相关的水

处理的机构，导致机器会产生故障，降低用户的体验感。

[0003] 另外，大部分扫地机在机器底部外挂一个棉抹布，抹布上方安装一个水箱，工作的

时候，水箱里的水通过渗透滴水到抹布上，扫地机工作的时候带动抹布在房间里移动，让抹

布接触地面，起到清洁地面的效果。这种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因为抹布没有自动清洁

的功能，工作十几分钟抹布就容易脏，需要拆下来人工清洗，不清洗继续工作会给房间造成

二次污染；2、滴水不受控制，在不需要滴水的时候继续滴水，会损坏木地板或者污染房间地

面；3、抹布没有自动清洁的功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使用者频繁拆洗，严重降低了智能

扫地机的实用性；4、抹布只是挂在扫地机的底部，抹布对地面没有产生一定的摩擦力，所以

拖抹清洁效果非常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

一体扫地机。

[0005]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包括PCBA、传感器、驱动

轮、软件控制部分；机器的清扫吸尘部分；滚筒抹布的自动清洗部分；及滚筒自动拖洗部分；

[0007] 电路板、传感器、驱动轮、软件控制部分包括上盖、前碰机构、印刷电路板、显示屏、

万向轮、左右轮组件、电池、UV灯组件及下盖底座；

[0008] 机器的清扫吸尘部分包括中扫毛刷组件、边刷、中扫齿轮箱、风机、灰尘盒；

[0009] 滚筒抹布的自动清洗部分包括净水箱、喷水管、挤水辊、水泵、滚筒、污水回收槽、

滚筒齿轮箱；

[0010] 滚筒自动拖洗部分包括滚筒支架组件、升降齿轮箱；

[0011] 风机、灰尘盒、电池、UV灯及水泵组件安装在下盖底座上，万向轮安装在下盖底座

的前方，左右轮组件分别安装在扫地机的下盖底座左侧和右侧，滚筒安装在滚筒支架中，喷

水管及挤水辊安装在滚筒支架的上部，污水回收槽安装在扫地机的后端下部；

[0012] 所述滚筒支架安装在扫地机的底座后端，滚筒支架上安装有滚筒，污水回收槽、喷

水管、挤水辊、净水箱，滚筒齿轮箱安装在滚筒支架的旁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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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上盖设置有显示屏、灰尘盒翻盖、净水箱注水口，并和扫地机底座

及前碰机构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前碰机构上安装有发射管及红外感应传感器和机械机构，前碰机

构上部挂装在上盖上，下部挂装在下盖底座上，用于机器在清扫过程中规避障碍物，以确保

机器正确判断机器前方的障碍物。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中扫毛刷组件由一个马达传动组件带动，做顺时针方向和地面做

切线转动，把地面垃圾扫进灰尘盒。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边刷有两个，分别安装在下盖底座前端的左侧和右侧，且各由一个

马达传动组件带动旋转，在旋转的过程中带动地面上的垃圾扫到中刷吸口的附件，垃圾由

中扫吸口进入灰尘盒。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左右轮组件由左侧轮和右侧轮组成，左侧轮和右侧轮分别安装在

扫地机下盖底座的左右两侧，由马达传动驱动扫地机移动。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喷水管安装在滚筒支架的上部，所述净水箱里面的水通过水泵把

水喷在滚筒上面的木浆纤维抹布上。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污水回收槽套装在滚筒内，一端套装在滚筒的一侧，一端安装在滚

筒支架上，木浆纤维抹布分成2片—9片粘贴在滚筒上面，滚筒支架的左右两侧有拉簧牵拉，

从而保证木浆纤维抹布接触地面部分压挤2毫米左右，保证木浆纤维抹布和地面有一定的

摩擦力，从而确保拖洗地面的效果。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挤水辊安装在滚筒支架上，所述滚筒上设置有多个孔，滚筒转动的

时候，滚筒上的木浆纤维抹布经过挤水辊的挤压，压辊挤压入木浆纤维抹布90％的厚度，把

木浆纤维抹布上的水挤压出来，挤出的污水通过滚筒上的孔流入污水回收槽。

[0021] 所述的扫地机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2] 所述的扫地机分为四部分：

[0023] 机器的PCBA、传感器、驱动轮、软件控制部分：主要由上盖、前碰、印刷电路板、万向

轮、侧轮组件、下盖底座等组件组成，底座上安装万向轮和侧轮组件，通过印刷电路板和电

路上的软件控制扫地机的移动清扫工作，前碰机构是用于避开障碍物，让机器更智能。扫地

机在实际拖扫过程中路经规划是由软件程序控制的。

[0024] 机器的清扫吸尘部分：机器清扫部分主要由中扫毛刷、中扫齿轮箱、风机、灰尘盒、

边刷组成。扫地机正常开机工作以后，边刷、中扫齿轮箱、中扫毛刷、风机由各自的马达齿轮

箱传动，边刷在旋转的过程中，把颗粒垃圾扫到靠近中扫毛刷的位置，边刷在机器左侧和右

侧各一个，中扫毛刷开始旋转以后把地面上的颗粒垃圾、头发、灰尘等收集起来，风机开始

工作以后，会产生比较大的吸力，把颗粒垃圾、头发、灰尘从中扫灰尘口吸入灰尘盒，从而达

到清扫吸尘的目的。

[0025] 滚筒抹布的自动清洗部分：净水箱用来存储拖洗地面用的干净水；2个水泵用来喷

洗滚筒上的木浆纤维抹布和回收污水；喷水管固定安装在滚筒支架的上部，对着滚筒上的

木浆纤维抹布进行喷水，净水箱连接一个水管，水管再连接水泵，水泵再连接喷水管，各接

头部分要求密封不漏水，在需要喷水的时候，机器软件会控制水泵进行喷水，净水箱下部安

装有一套感应装置，当水箱里面的水下降到一定位置的时候扫地机就会自动语音提示需要

加水；为了方便收集污水，滚筒外围打孔，滚筒外围用特殊胶水粘贴着木浆纤维抹布，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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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抹布能够存水保湿。为方便脱水和回收污水，把木浆纤维抹布分成2片-9片粘贴在滚筒

上面，下面是污水回收槽，污水回收槽用来收集污水，当污水回收槽、滚筒、滚筒支架、净水

箱、水泵、喷水管按照相关的装配要求组装好以后，再安装在滚筒支架上，由齿轮箱带动滚

筒做顺时针方向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滚筒是转动的，污水回收槽是固定不动的，滚筒和

污水回收槽由轴承连接。滚筒上的木浆纤维抹布保持接触地面部分压挤2毫米左右，保证木

浆纤维抹布和地面有一定的摩擦力，从而确保拖洗地面的效果；挤水辊固定安装在滚筒支

架的上部，当滚筒部分顺时针滚动以后，挤水辊就开始挤压滚筒上的木浆纤维抹布，压辊挤

压入木浆纤维抹布90％的厚度，木浆纤维抹布里面的水通过滚筒上的孔流入污水回收槽，

滚筒是持续滚动的，而挤水辊就固定在支架上部，这样就会持续的挤压滚筒上的木浆纤维

抹布，把滚筒上的木浆纤维抹布里多余部分的水挤落入污水回收槽，污水回收槽里面的污

水经过过滤后通过水泵抽走，抽走的污水流经一个转接口，最后流到污水回收槽，污水回收

槽上部安装有一套感应装置，当污水回收槽里面的污水快要装满的时候，感应装置可以语

音提示尽快清理污水回收槽。

[0026] 滚筒自动拖洗部分：滚筒支架安装在下盖底座上，滚筒支架后端有2个转轴安装在

底座后端，滚筒支架前端有上、下限位支架，以保证滚筒支架可以上下活动，并上、下受限

位，滚筒支架上升是通过升降齿轮箱的传动，以达到上升的位置，当支架上升到一定位置以

后，机器上有上限位行程开关控制停止上升。当需要下降的时候，滚筒支架通过软件控制下

降齿轮箱，滚筒支架达到下限位置，达到下限位置以后滚筒支架不能再下降但可以上下自

然浮动，保证了滚筒对地面的摩擦力，滚筒支架两侧各安装了一个拉簧。扫地机在停机、自

动回充、过障碍、脱困等不需要滚筒拖地的时候，滚筒通过升降齿轮箱抬升起来处于静止状

态。当机器需要湿拖作业时，滚筒支架就下降到下限位置，在滚筒支架两侧的拉簧拉力的作

用下，滚筒上的木浆纤维抹布对地面会有一定的摩擦力，因为滚筒上的木浆纤维抹布通过

喷水、挤水，得到了清洗且保持湿润。滚筒支架安装在机器的后端，在整机开始工作移动的

时候，带动滚筒上的木浆纤维抹布，实现滚筒上的木浆纤维抹布对地面拖洗清洁效果，整机

通过软件规划路经的计算，让机器真正实现前端扫、吸、后端拖、洗的清洁效果。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该机器底部前面保留了原来扫地机的吸扫功能，并且在相

关细节上做了完善，以确保扫地机的吸扫效果，解决地面上的颗粒垃圾、头发、粉尘等家庭

地面上的一些普通垃圾，在机器的后半部设计了一种真正湿拖并且带有自动清洁的滚筒拖

地的一种机构，以实现前吸扫后湿拖，真正的一次性解决家庭地面的卫生问题。该滚筒拖地

机构采用了一种升降系统来控制拖地和自动清洗拖地抹布的功能，在需要拖地的时候，拖

地滚筒机构下降到一定位置，机构上安装了向下作用力的弹簧，以确保拖地滚筒抹布对地

面有一定的摩擦力，从而达到清洁地面的效果，在不需要拖地的时候(机器自动回充电的过

程中、扫地机过障碍的时候、在清扫木地板的时候、一些特殊环境脱困的时候或停机不工作

的时候)滚筒机构会自动升到一定的位置，避免拖地滚筒影响机器的性能。机器湿拖地功能

在实施过程中，工作一定时间后，滚筒机构会自动升起，同时通过设计的一些细节机构和软

件控制完成自动清洗抹布的过程。该机构成功解决了因拖洗地面而产生的污水怎么回收的

问题，让污水回收到滚筒里面的污水回收槽里面，通过水泵抽到污水回收槽里，成功解决了

拖洗地面而产生的污水回收的问题。

[0028] 该机器一次性解决了因吸扫、拖洗地面而产生的颗粒垃圾、头发、灰尘、污水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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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把这些垃圾、头发、灰尘、污水回收到相关的灰尘盒和污水回收槽，提高了产品的实用

性。滚筒机构实现了自动清洗滚筒抹布的功能，不用人为过多的去清洗滚筒抹布，从以前扫

地机用一次需要清洗抹布5次至10次左右改变到使用了5次或者更长时间再清洗一次，让用

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其他的事情，增强了用户的体验感。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一种或多种实施例的结构拆分图。

[0030] 附图标记

[0031] 1-上盖；2-PCBA；3-水泵；4-风机；5-灰尘盒；6-前碰；7-下盖底座；8-电池槽；9-UV

灯组件；10-中扫毛刷组件；11-万向轮；12-边刷；13-左右轮组件；14-升降齿轮箱；15-滚筒；

16-污水回收槽；17-挤水辊；18-喷水管；19-污水回收槽；20-滚筒支架；21-滚筒齿轮箱；22-

净水箱；23-中扫齿轮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

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3] 应当理解的是，在本发明的描述中，术语“左”、“右”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

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要求本发明必须以特定

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4] 一种具备自清洁功能及污水回收功能的拖扫一体扫地机，包括上盖1、水泵3、PCBA 

2和显示屏、风机4、灰尘盒5、前碰机构、下盖底座7、电池和电池槽8和电池、UV灯组件9、中扫

毛刷组件10、万向轮11、边刷12、侧轮组件13、升降齿轮箱14、滚筒15、污水回收槽16、滚筒支

架20、滚筒齿轮箱21、净水箱22、中扫齿轮箱23；

[0035] 其中，水泵1、风机4、灰尘盒5、电池槽8及UV灯组件9安装在下盖底座7上，万向轮11

安装在下盖底座7的前方，左右轮组件13由左侧轮和右侧轮组成，分别安装在扫地机的下盖

底座7的左侧和右侧，滚筒15安装在滚筒支架20上，喷水管18安装在滚筒支架20的上部，污

水回收槽19安装在扫地机的后端下部。

[0036] 其中，滚筒齿轮箱21用于驱动滚筒；净水箱22用于存储拖地用的清洁水，比污水回

收槽容量要大；中扫齿轮箱23用于驱动中扫滚刷的组件。

[0037] 进一步地，上盖1包括显示屏、灰尘盒翻盖、净水箱注水口，并和扫地机底座及前碰

机构连接。

[0038] 进一步地，水泵3分为喷水水泵和抽水水泵。

[0039] 进一步地，前碰机构上安装有发射管及红外感应传感器和机械机构，前碰机构上

部挂装在上盖1上，下部挂装在下盖底座7上，用于机器在清扫过程中规避障碍物，以确保机

器正确判断机器前方的障碍物。

[0040] 进一步地，中扫毛刷组件10由一个马达传动组件带动，做顺时针方向和地面做切

线转动，把地面垃圾扫进灰尘盒。

[0041] 进一步地，污水回收槽16套装在滚筒内，一端套装在滚筒15的一侧，一端安装在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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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支架20上。

[0042] 进一步地，挤水辊17安装在滚筒支架20上，滚筒15转动的时候，滚筒15上的木浆纤

维抹布经过挤水辊17的挤压，把木浆纤维抹布上的水挤压出来。

[0043] 进一步地，喷水管18安装在滚筒支架20的上部，净水箱22里面的水通过水泵3把水

喷在滚筒15上面的木浆纤维抹布上。

[0044] 进一步地，边刷12有两个，分别安装在下盖底座7的左侧和右侧，且各由一个马达

传动组件带动旋转，在旋转的过程中带动地面上的垃圾扫到中刷吸口的附件，垃圾由中扫

吸口进入灰尘盒。

[0045] 进一步地，左右轮组件13分为左侧轮和右侧轮，分别安装在扫地机下盖底座7的左

右两侧，由马达传动驱动扫地机移动。

[0046] 进一步地，滚筒支架20安装在扫地机的下盖底座7后端，滚筒支架20上安装有滚筒

15、净水箱22。

[0047] 进一步地，净水箱下部安装有一套感应装置，当水箱里面的水下降到一定位置的

时候扫地机就会自动语音提示需要加水。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因此，只要运用本

发明说明书和附图内容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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