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069143.1

(22)申请日 2018.01.16

(73)专利权人 刘宏斌

地址 716000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延安大

学萃园校区3-1-1102

(72)发明人 刘宏斌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弘理专利事务所 61214

代理人 韩玙

(51)Int.Cl.

A47L 11/28(2006.01)

A47L 11/4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包

括支撑架，支撑架上安装有前拖地轮、高同步轮

和第一同步带形成第一同步带传动机构，后拖地

轮、低同步轮和第二同步带形成第二同步带传动

机构，支撑架上还安装有支撑架上固接有能够驱

动低同步轮和高同步轮上的链轮转动的电机，且

低同步轮和高同步轮的转动方向相反；支撑架上

还安装有能够清洗第一同步带和第二同步带上

的拖布的清洗装置，支撑架的底部还固接有污水

垃圾箱，支撑架的底部还固接有万向轮；本实用

新型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既能清洁地面，还能

避免地面的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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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4)，所述支撑架(4)的中部安装有低

同步轮(8)和高同步轮(9)，所述低同步轮(8)位于高同步轮(9)的下方，所述支撑架(4)的底

部并排安装有前拖地轮(1)和后拖地轮(2)，所述前拖地轮(1)和后拖地轮(2)相互接触，所

述前拖地轮(1)、后拖地轮(2)、低同步轮(8)和高同步轮(9)均相互平行，且所述前拖地轮

(1)位于后拖地轮(2)远离低同步轮(8)的一侧，所述前拖地轮(1)和高同步轮(9)间安装有

第一同步带(3)形成第一同步带传动机构，后拖地轮(2)和低同步轮(8)间安装有第二同步

带(26)形成第二同步带传动机构，所述第一同步带(3)外表面均安装了与第一同步带(3)形

状相同的拖布，所述第二同步带(26)的外表面均安装了与第二同步带(26)形状相同的拖

布；

所述支撑架(4)上固接有能够驱动低同步轮(8)和高同步轮(9)上的链轮7转动的电机

(18)，使得高同步轮(9)和低同步轮(8)同时转动，且低同步轮(8)和高同步轮(9)的转动方

向相反；

所述支撑架(4)上还安装有能够清洗第一同步带(3)和第二同步带(26)上的拖布的清

洗装置，所述支撑架(4)的底部还固接有污水垃圾箱(13)，所述支撑架(4)的底部还固接有

万向轮(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固接于

支撑架(4)顶部的清水箱(6)，所述清水箱(6)内配设有水泵(5)，所述水泵(5)的出水口连接

有清水管(19)，所述清水管(19)的一端与水泵(5)连接，所述清水管(19)的另一端连接有喷

头(17)，所述喷头(17)位于高同步轮(9)的上方；所述污水垃圾箱(13)位于喷头(17)和低同

步轮(8)的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垃圾箱(13)内配

设有滤网(25)，污水垃圾箱(13)的下部还配设有排污管(1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4)上固接有

与第一同步带(3)弹性接触的第一垃圾刮片(10)和第一挤水刮片(11)，且所述第一垃圾刮

片(10)和第一挤水刮片(11)均与高同步轮(9)上第一同步带(3)的接触，且所述第一垃圾刮

片(10)位于第一挤水刮片(11)靠近喷头(17)的一侧；

所述支撑架(4)上固接有与第二同步带(26)弹性接触的第二垃圾刮片(27)和第二挤水

刮片(28)，且所述第二垃圾刮片(27)和第二挤水刮片(28)均与低同步轮(8)上的第二同步

带(26)接触，且所述第二垃圾刮片(27)位于第二挤水刮片(28)靠近喷头(17)的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垃圾刮片(10)和

第一挤水刮片(11)与高同步轮(9)相平行，且所述第一垃圾刮片(10)和第一挤水刮片(11)

的长度均与第一同步带(3)的宽度相等；所述第二垃圾刮片(27)和第二挤水刮片(28)均与

低同步轮(8)相平行，且第二垃圾刮片(27)和第二挤水刮片(28)的长度与第二同步带(26)

的宽度相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4)的底端呈

长方形，所述第一同步带(3)与支撑架(4)的底端面之间的夹角不大于45°，所述第二同步带

(26)与支撑架(4)的底端面之间的夹角也不大于4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4)上固接有

电源控制台(20)，所述电源控制台(20)上固接有电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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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4)上固接有

能够驱动拖地机移动的动力轮(16)。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4)上固接有

把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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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清洁机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室内地面清洁装置按照结构分为下面五种，第一种是有刷盘和吸扒的扫地

机，刷盘类的扫地机只能将大的杂物推到一边或者推着走，并不能将地面完全清洁，而吸扒

类的扫地机能将污水吸走，但是吸管口的位置是固定，距离吸管口近的污水容易吸走，而距

离吸口远的污水杂物，只能推着走，容易形成二次污染；第二种是洗地机，洗地机能够通过

转动的刷轮和吸水电机清洗地面，但是由于吸水口小及吸力的影响，大点的垃圾无法吸入，

且大多数的洗地机需要220V的电源支撑，不适合大型公共场合；第三种是小机器人扫地机，

小机器人扫地机因为自身重量小，压力小，不易拖干净地面，同时它的高速转动的毛刷容易

扬起灰尘，而且小机器人扫地机的拖布在整个扫地过程并不会自己进行清洁，使已经变脏

的拖布在地面上进行不断摩擦，容易二次污染；同时较大的垃圾也只能推着前行。第四种是

已经获得专利的扫地机，其可以对拖布清洗，但是只有一个水箱，前面的地面脏的话，后面

的地面也只能由经过脏水洗过的拖布继续拖地了，不卫生；也不具备清除大的垃圾的功能，

第五种拖地机能够将较大的垃圾清理，但是并未设置清洗拖布的结构，这样也是清洁不彻

底，也很容易再次污染地面。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既能清洁地面，还能避免地面的

二次污染。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包括支撑架，支撑架的中部

安装有低同步轮和高同步轮，低同步轮位于高同步轮的下方，支撑架的底部并排安装有前

拖地轮和后拖地轮，前拖地轮和后拖地轮相互接触，前拖地轮、后拖地轮、低同步轮和高同

步轮均相互平行，且前拖地轮位于后拖地轮远离低同步轮的一侧，前拖地轮和高同步轮间

安装有第一同步带形成第一同步带传动机构，后拖地轮和低同步轮间安装有第二同步带形

成第二同步带传动机构，第一同步带外表面均安装了与第一同步带形状相同的拖布，第二

同步带的外表面均安装了与第二同步带形状相同的拖布；

[0005] 支撑架上固接有能够驱动低同步轮和高同步轮上的链轮转动的电机，且低同步轮

和高同步轮的转动方向相反；

[0006] 支撑架上还安装有能够清洗第一同步带和第二同步带上的拖布的清洗装置，支撑

架的底部还固接有污水垃圾箱，支撑架的底部还固接有万向轮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特点还在于：

[0008] 有两个同步带传动机构，各自回转运动，转速相近，转动方向相反，两个同步带传

动机构并排安装，前端、中间部分的两个同步带相互接触；其中，前拖地轮和后拖地轮并排

安装，转向相反，能将垃圾带入两个同步带中间，在同步带转动过程中将垃圾带入污水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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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0009] 清洗装置包括固接于支撑架顶部的清水箱，清水箱内配设有水泵，水泵的出水口

连接有清水管，清水管的一端与水泵连接，清水管的另一端连接有喷头，喷头位于高同步轮

和低同步轮的中间上方，污水垃圾箱位于喷头和低同步轮的下方。

[0010] 污水垃圾箱内配设有滤网，污水垃圾箱的下部还配设有排污管。

[0011] 支撑架上固接有与第一同步带弹性接触的第一垃圾刮片和第一挤水刮片，且第一

垃圾刮片和第一挤水刮片均与高同步轮上的第一同步带接触，且第一垃圾刮片位于第一挤

水刮片靠近喷头的一侧；

[0012] 支撑架上固接有与第二同步带弹性接触的第二垃圾刮片和第二挤水刮片，且第二

垃圾刮片和第二挤水刮片均与低同步轮上的第二同步带接触，且第二垃圾刮片位于第二挤

水刮片靠近喷头的一侧。

[0013] 第一垃圾刮片和第一挤水刮片与高同步轮相平行，且第一垃圾刮片和第一挤水刮

片的长度与第一同步带的宽度相等；第二垃圾刮片和第二挤水刮片与低同步轮相平行，且

第二垃圾刮片和第二挤水刮片的长度与第二同步带的宽度相等。

[0014] 支撑架的底端呈长方形，第一同步带与支撑架的底端面之间的夹角不大于45°，第

二同步带与支撑架的底端面之间的夹角也不大于45°。

[0015] 支撑架上固接有电源控制台，电源控制台上固接有电池。

[0016] 支撑架上固接有能够驱动拖地机移动的动力轮。

[0017] 支撑架上固接有把手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9] 本实用新型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中低同步轮和高同步轮的转动方向相反，使得第

一同步带和第二同步带的运动方向也相反，使得前拖地轮和后拖地轮的转动方向也相反，

前拖地轮和后拖地轮能够将宠物粪便等的垃圾卷入第一同步带和第二同步带之间并带入

污水垃圾箱；

[0020] 本实用新型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配设了同步带式拖布清洁装置，能够将第一同

步带和第二同步带的上的拖布进行清洁，防止已经污染的拖布将地面进行二次污染。

[0021] 本实用新型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配设了动力轮，能在电力驱动下使拖地机前行

或者后退。把手可以改变行驶方向。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前拖地轮，2.后拖地轮，3.第一同步带，4.支撑架，5.水泵，6.清水水箱，7.

链轮，8.低同步轮，9.高同步轮，10.第一垃圾刮片，11.第一挤水刮片，12.排污管，13.污水

垃圾箱，14.电机齿轮，15.万向轮，16.动力轮，17.喷头，18.电机，19.清水管，20.电源控制

台，21.电池，22.把手，23.链条，24.轴承，25.滤网，26.第二同步带，27.第二垃圾刮片，28.

第二挤水刮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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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如图1所示，包括底部呈长方形和垂直于底部的长方形两部

分构成的支撑架4，支撑架4的中部分别安装有低同步轮8和高同步轮9，且低同步轮8位于高

同步轮9的下方，支撑架4的底部安装有前拖地轮1和后拖地轮2，前拖地轮1、后拖地轮2、低

同步轮8和高同步轮9均相互平行，且前拖地轮1位于后拖地轮2远离低同步轮8的一侧；前拖

地轮1和高同步轮9间安装有第一同步带3形成第一同步带传动机构，第一同步带3与支撑架

4的底端面之间的夹角不大于45°；后拖地轮2和低同步轮8间安装有第二同步带26形成第二

同步带传动机构，第二同步带26与支撑架4的底端面之间的夹角也不大于45°；第一同步带3

外表面均安装了与第一同步带3形状相同的拖布，第二同步带26的外表面均安装了与第二

同步带26形状相同的拖布；

[0026] 支撑架4上固接有能够驱动低同步轮8和高同步轮9上的链轮7转动的电机18，电机

18的电机齿轮14和低同步轮8和高同步轮9上的链轮7间均配设有链条23，低同步轮8和高同

步轮9的转动方向相反；

[0027] 支撑架4上还安装有能够清洗第一同步带3和第二同步带26上的拖布的清洗装置，

清洗装置包括固接于支撑架4顶部的清水箱6，清水箱6内配设有水泵5，水泵5的出水口连接

有清水管19，清水管19的一端与水泵5连接，清水管19的另一端连接有喷头17，喷头17位于

高同步轮9和低同步轮8之间的上方的；支撑架4的底部还配设有污水垃圾箱13，污水垃圾箱

13位于喷头17和低同步轮8的下方，污水垃圾箱13内配设有滤网25，污水垃圾箱13的下部还

配设有排污管12。

[0028] 支撑架4上固接有与第一同步带3弹性接触的第一垃圾刮片10和第一挤水刮片11，

且第一垃圾刮片10和第一挤水刮片11均与高同步轮9上第一同步带3接触，且第一垃圾刮片

10位于第一挤水刮片11靠近喷头17的一侧；第一垃圾刮片10和第一挤水刮片11与高同步轮

9相平行，且第一垃圾刮片10和第一挤水刮片11的长度均与第一同步带3的宽度相等；

[0029] 支撑架4上固接有与第二同步带26弹性接触的第二垃圾刮片27和第二挤水刮片

28，且第二垃圾刮片27和第二挤水刮片28均与低同步轮8上第二同步带26接触，且第二垃圾

刮片27位于第二挤水刮片28靠近喷头17的一侧；第二垃圾刮片27和第二挤水刮片28均与低

同步轮8相平行，且第二垃圾刮片27和第二挤水刮片28的长度与第二同步带26的宽度相等。

[0030] 支撑架4上固接有电源控制台20，电源控制台20上固接有电池21，电池21和水泵5、

电机18均电连接。支撑架4上固接有能够驱动拖地机移动的动力轮16；支撑架4上还固接有

把手22。

[0031] 本实用新型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电机18上的电机齿轮14通过链条23带动高同步

轮9和低同步轮8上安装的链轮7转动，从而带动了高同步轮9和低同步轮8的转动。高同步轮

9通过第一同步带3带动前拖地轮1进行转动形成同步带传动机构，低同步轮8通过第二同步

带26带动后拖地轮2进行转动形成另一个同步带传动机构，前拖地轮1和后拖地轮2并排安

装，相互接触，反方向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地面的类似宠物粪便大小的垃圾及污水被带

入前拖地轮1和后拖地轮2之间，通过相互接触的第一同步带3和第二同步带26输送至污水

垃圾箱13；而第一同步带3和第二同步带26在转动的过程中，第一同步带3和第二同步带26

的拖布与地面摩擦清洁地面时，受到污染的拖布，通过喷头17喷洒始终是干净的、没有经过

污染的水冲洗后，再通过第一垃圾刮片10将第一同步带3表面的污物刮下来，第二垃圾刮片

27将第二同步带26表面的污物刮下来；然后在用第一挤水刮片11将第一同步带3上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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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刮干净，用第二挤水刮片28将第二同步带26上的污水挤刮干净即可进行下一轮清理；

[0032] 本实用新型的电机18和水泵5的电力通过电池21提供，使得本实用新型的拖地机

能够不受电源的限制；

[0033] 本实用新型的拖地机上安装有动力轮16，能够推动整个拖地机前进或者后退，节

省清洁人员的力气，把手22和万向轮15能够方便拖地机改变方向。

[0034] 本实用新型的拖地机在使用时，先将电池21的电源通过电源控制台20打开，使得

电机18转动，电机18上的电机齿轮14通过链条23带动高同步轮9和低同步轮8上的链轮7转

动，从而使高同步轮9和低同步轮8转动，高同步轮9通过第一同步带3带动前拖地轮1进行转

动；低同步轮8通过第二同步带26带动后拖地轮2转动；然后打开动力轮16的开关，使得拖地

机移动，同时清洁人员紧握把手22控制拖地机的运动方向；拖地完成后，只需关上电源开关

和动力轮16的开关即可。

[0035] 本实用新型一种同步带式拖地机中前拖地轮和后拖地轮的转动方向相反，能够将

类似宠物粪便大小的垃圾清理干净；且配设了拖布清洁装置，能够始终用干净、没有经过污

染的水将同步带式拖布进行清洁，防止已经污染的拖布将地面进行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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