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10081993.X

(22)申请日 2021.01.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956942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6.15

(73)专利权人 郑州科技学院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马寨经

济开发区学院路1号

(72)发明人 贾华坡　王文东　陈海涛　陈雪丽　

刘芳远　刘哲辉　张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豫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1178

代理人 轩文君

(51)Int.Cl.

A47L 1/02(2006.01)

A47L 11/38(2006.01)

A47L 11/40(2006.01)

E04G 23/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2057006 A,2020.12.11

CN 209172178 U,2019.07.30

CN 108771509 A,2018.11.09

CN 112056979 A,2020.12.11

CN 208808338 U,2019.05.03

CN 105966364 A,2016.09.28

CN 111271565 A,2020.06.12

CN 206051353 U,2017.03.29

JP 2020159057 A,2020.10.01

审查员 王蓓蓓

 

(54)发明名称

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的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有

效解决了玻璃幕墙时使用清洗装置代人工的作

用，同时能够对玻璃幕墙上的污渍进行清理，同

时能够具备越过玻璃幕墙上的障碍的功能，其解

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清洗架，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清洗架左右两侧面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的

支撑块，各个支撑块外侧分别纵向弹性连接有行

走装置，清洗架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相连通

且横向布置的通水管，位于各个通水管后侧面上

均固定连接有多个喷水头，位于清洗架上左右两

侧分别固定连接有纵向布置的风扇，同时行走装

置配合越障功能能使得清理带有凸起的墙体，同

时还能对清洗架进行横向方位的移动以及对清

洗后的水进行回收再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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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包括清洗架（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清洗架（1）左右两侧

面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的支撑块（2），各个支撑块（2）外侧分别纵向弹性连接有行走装

置，清洗架（1）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相连通且横向布置的通水管（3），位于各个通水管

（3）后侧面上均固定连接有多个喷水头（4），清洗架（1）上纵向转动连接有多个纵向布置的

清洗杆（5），各个清洗杆（5）后端均固定连接有清洗盘（6），各个清洗盘（6）均通过固定连接

在清洗架（1）上的驱动电机（7）进行驱动，位于清洗架（1）上左右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纵向

布置的风扇（8）；

还包括固定连接在清洗架（1）上端的倾斜矫正装置，清洗架（1）左右两侧上分别固定连

接有位于各个行走装置外侧的横向位移装置，清洗架（1）下段固定连接用于对清洗的水进

行回收的回收装置；

所述横向位移装置包括分别固定连接在清洗架（1）上下两端且横向布置的双向驱动电

机（26），各个双向驱动电机（26）左右两端的转轴上分别同轴固定连接有蜗杆（27），各个蜗

杆（27）后方均涡轮配合连接有转动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蜗轮（28），各个蜗轮（28）下端均

同轴固定连接有配合齿轮（29），各个行走装置外侧面上均竖向转动连接有朝向外侧伸出的

配合板，各个配合板外侧均竖向转动连接有横向位移轮（30），各个配合板前侧面外侧分别

固定连接有配合架（31），各个配合架（31）上均竖向转动连接有配合转轴，各个配合转轴下

端均固定连接有第一配合轮（32），各个配合转轴上竖向转动连接有朝向前方伸出的配合杆

（33），各个配合杆（33）前端同轴固定连接有纵向布置的电动伸缩杆（34），各个配合杆（33）

前端均竖向转动连接有与配合齿轮（29）相啮合的第二配合齿轮（35），各个第二配合齿轮

（35）分别位于各个配合齿轮（29）外侧且位于各个配合齿轮（29）前方，各个第二配合齿轮

（35）下段均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二配合轮（36），各个第一配合轮（32）与相对应的第二配合轮

（36）之间带传动连接，各个配合杆（33）中部均为球铰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装置包括固定

连接在支撑块（2）上且纵向布置的转动轴，转动轴上纵向转动连接有转动块（9），转动块（9）

上开设有纵向布置的通孔，通孔内纵向滑动连接有支撑杆（10），支撑杆（10）上开设有螺纹

且位于支撑杆（10）左右两侧面上分别开设有导向槽，支撑杆（10）后端固定连接有轮架

（11），支撑杆（10）前端伸出通孔部位上螺纹连接有松紧螺母（12），轮架（11）与转动块（9）后

侧面之间的支撑杆（10）上套设有复位弹簧（13），支撑块（2）上位于转动轴前方的外侧面上

分别固定连接有朝向外侧伸出的限位杆（14），限位杆（14）分别位于支撑杆（10）上方与下

方，轮架（11）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横向布置的轮轴，各个轮轴上分别转动连接有行走

轮（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水管（3）包括位

于清洗架（1）上的上通水管（3）与位于清洗架（1）下端的下通水管（3），上通水管（3）后侧面

上固定连接有多个上喷水头（4），各个上喷水头（4）后端均为横向布置的扁平装，位于下通

水管（3）后侧面上固定连接有多个下喷水头（4），各个下喷水头（4）后端均为锥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杆（5）包括纵

向转动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转动杆（16），转动杆（16）后端同轴固定连接有向后伸出的弹

性伸缩杆（17），弹性伸缩杆（17）后端固定连接有清洗盘（6），转动杆（16）前端固定连接有驱

动带轮（18），清洗盘（6）后端面上开设有多段环形槽（19），各段环形槽圆心均与清洗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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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重合，各段环形槽均沿圆心分布且交错布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其特征在于，各个清洗杆（5）上固定

连接的驱动带轮（18）上分别连接有驱动带，位于清洗架（1）左侧的各个驱动轮分别经左驱

动带进行连接且通过左驱动电机（7）进行驱动，位于清洗架（1）右侧的各个驱动轮分别经右

驱动带进行连接且通过右驱动电机（7）进行驱动，左驱动带与右驱动带上分别经张紧  装置

进行张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张紧装置包分别固

定连接在清洗架（1）且位于驱动带内侧的张紧块（20），各个张紧块（20）上分别开设有竖向

张紧孔，各个张紧孔内均竖向滑动连接有张紧杆（21），各个张紧杆（21）上端分别转动连接

有与驱动带进行配合的张紧轮（22），张紧杆（21）为螺纹杆且位于张紧杆（21）下端伸出张紧

孔部位上螺纹配合有张紧定位螺母（23），张紧定位螺母（23）与张紧孔之间的张紧杆（21）上

套设有小弹簧（2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扇（8）包括固定

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纵向布置的风力导向筒（25），各个风力导向筒（25）前后两端分别同

轴转动连接有风扇（8），各个风扇（8）均通过风扇（8）电机进行驱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倾斜矫正装置包括

转动连接在清洗架（1）上端且朝向上方伸出的多个矫正筒（37），各个矫正筒（37）分别位于

清洗架（1）上端面左右两侧的前后两端，位于清洗架（1）上方设有水平布置的矫正板（38），

矫正板（38）上端面与各个矫正筒（37）位置相对应处分别固定连接有矫正电机（39），各个矫

正电机（39）转轴均朝向下方伸出且与相对应的矫正筒（37）之间螺纹配合，位于矫正板（38）

下端面上固定连接有横向布置的检测块（40），检测块（40）内开设有中间低两端高的滚动槽

（41），滚动槽（41）内滚动连接有检测球（42），位于滚动槽（41）左右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触

动开关。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收装置包括纵向

转动连接在清洗架（1）下端面且朝向后侧面下方斜向伸出的清洁架（43），清洁架（43）前端

经弹簧进行按压而后端经固定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清洁限位杆（44）进行限位，清洁架

（43）伸出端转动连接有横向布置的回收轴，回收轴上固定连接有海绵套（45），位于回收轴

下方的清洁架（43）上开设有竖向布置的移动槽口，移动槽口内转动并滑动连接有横向布置

的用于对海绵轴进行挤压的挤压轴（46），挤压轴（46）左右两端伸出清洁架（43）部位分别转

动连接有调节块（47），调节块（47）间固定连接有位于挤压轴（46）下段用于对挤压轴（46）上

的水进行导向的刮板（48），各个调节块（47）下端均螺纹连接有调节螺纹套（49），清洁架

（43）下端固定连接有位于挤压轴（46）下方的收集槽（50），收集槽（50）连通到下方设有的可

拆卸连接在清洁架（43）上的回收利用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收利用装置包

括可拆卸连接在清洁架（43）上的积水箱（51），积水箱（51）侧面上转动连接有检测杆（52），

检测杆（52）左端固定连接有检测浮球（53），检测杆（52）右端为伸缩杆且位于检测杆（52）右

端转动连接有竖向滑动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水位检测块（54），水位检测块（54）上下两端

分别固定连接有水位检测开关，积水箱（51）上还固定连接有水泵（55）和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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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清洗装置，特别是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建筑采用玻璃幕墙来作为外部装饰，但是由于玻璃

幕墙在使用场景为直接暴露在空气中，长此以往难免会有积蓄的灰尘，同时下雨的雨水含

带有空气中的杂质，水流在流过玻璃幕墙外表时会流下痕迹，在水流蒸发后会出现痕迹，长

此以往若不及时清理会使得玻璃幕墙痕迹越加明显，同时在外观上影响美观，而长期积累

的污渍非常难易清理，而在进行对玻璃幕墙进行清洗时往往依靠下雨天自清洁或者使用人

工进行清理，不仅价格昂贵还伴随着巨大的人生安全问题，所以需要一种能够对玻璃幕墙

进行自动清理的装置来对玻璃幕墙进行清理，而玻璃幕墙上往往有很多用来装饰的凸起线

条或用来连接的密封条，在清理装置进行清理时还需要避免被卡住。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发明提供了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

有效解决了玻璃幕墙时使用清洗装置代人工的作用，同时能够对玻璃幕墙上的污渍进行清

理，同时能够具备越过玻璃幕墙上的障碍的功能，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清洗架，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清洗架左右两侧面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的支撑块，各个支撑块外侧分别

纵向弹性连接有行走装置，清洗架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相连通且横向布置的通水管，

位于各个通水管后侧面上均固定连接有多个喷水头，清洗架上纵向转动连接有多个纵向布

置的清洗杆，各个清洗杆后端均固定连接有清洗盘，各个清洗盘均通过固定连接在清洗架

上的驱动电机进行驱动，位于清洗架上左右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纵向布置的风扇；

[0004] 还包括固定连接在清洗架上端的倾斜矫正装置，清洗架左右两侧上分别固定连接

有位于各个各个行走装置外侧的横向位移装置，清洗架下段固定连接用于对清洗的水进行

回收的回收装置；

[0005] 所述横向位移装置包括分别固定连接在清洗架上下两端且横向布置的双向驱动

电机，各个双向驱动电机左右两端的转轴上分别同轴固定连接有蜗杆，各个蜗杆后方均涡

轮配合连接有转动连接在清洗架上的蜗轮，各个蜗轮下端均同轴固定连接有配合齿轮，各

个行走装置外侧面上均竖向转动连接有朝向外侧伸出的配合板，各个配合板外侧均竖向转

动连接有横向位移轮，各个配合板前侧面外侧分别固定连接有配合架，各个配合架上均竖

向转动连接有配合转轴，各个配合转轴下端均固定连接有第一配合轮，各个配合转轴上竖

向转动连接有朝向前方伸出的配合杆，各个配合杆前端同轴固定连接有纵向布置的电动伸

缩杆，各个配合杆前端均竖向转动连接有与配合齿轮相啮合的第二配合齿轮，各个第二配

合齿轮分别位于各个配合齿轮外侧且位于各个配合齿轮前方，各个第二配合齿轮下段均同

轴固定连接有第二配合轮，各个第一配合轮与相对应的第二配合轮之间带传动连接，各个

配合杆中部均为球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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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作为优选，所述行走装置包括固定连接在支撑块上且纵向布置的转动轴，转动轴

上纵向转动连接有转动块，转动块上开设有纵向布置的通孔，通孔内纵向滑动连接有支撑

杆，支撑杆上开设有螺纹且位于支撑杆左右两侧面上分别开设有导向槽，支撑杆后端固定

连接有轮架，支撑杆前端伸出通孔部位上螺纹连接有松紧螺母，轮架与转动块后侧面之间

的支撑杆上套设有复位弹簧，支撑块上位于转动轴前方的外侧面上分别固定连接有朝向外

侧伸出的限位杆，限位杆分别位于支撑杆上方与下方，轮架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横向

布置的轮轴，各个轮轴上分别转动连接有行走轮。

[0007] 作为优选，所述通水管包括位于清洗架上的上通水管与位于清洗架下端的下通水

管，上通水管后侧面上固定连接有多个上喷水头，各个上喷水头后端均为横向布置的扁平

装，位于下通水管后侧面上固定连接有多个下喷水头，各个下喷水头后端均为锥形。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清洗杆包括纵向转动连接在清洗架上的转动杆，转动杆后端同轴

固定连接有向后伸出的弹性伸缩杆，弹性伸缩杆后端固定连接有清洗盘，转动杆前端固定

连接有驱动带轮，清洗盘后端面上开设有多段环形槽，各段环形槽圆心均与清洗杆轴线重

合，各段环形槽均沿圆心分布且交错布置。

[0009] 作为优选，各个清洗杆上固定连接的驱动带轮上分别连接有驱动带，位于清洗架

左侧的各个驱动轮分别经左驱动带进行连接且通过左驱动电机进行驱动，位于清洗架右侧

的各个驱动轮分别经右驱动带进行连接且通过右驱动电机进行驱动，左驱动带与右驱动带

上分别经张进装置进行张紧。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张紧装置包分别固定连接在清洗架且位于驱动带内侧的张紧块，

各个张紧块上分别开设有竖向张紧孔，各个张紧孔内均竖向滑动连接有张紧杆，各个张紧

杆上端分别转动连接有与驱动带进行配合的张紧轮，张紧杆为螺纹杆且位于张紧杆下端伸

出张紧孔部位上螺纹配合有张紧定位螺母，张紧定位螺母与张紧孔之间的张紧杆上套设有

小弹簧。

[0011] 作为优选，所述风扇包括固定连接在清洗架上的纵向布置的风力导向筒，各个风

力导向筒前后两端分别同轴转动连接有风扇，各个风扇均通过风扇电机进行驱动。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倾斜矫正装置包括转动连接在清洗架上端且朝向上方伸出的多个

矫正筒，各个矫正筒分别位于清洗架上端面左右两侧的前后两端，位于清洗架上方设有水

平布置的矫正板，矫正板上端面与各个矫正筒位置相对应处分别固定连接有矫正电机，各

个矫正电机转轴均朝向下方伸出且与相对应的矫正筒之间螺纹配合，位于矫正板下端面上

固定连接有横向布置的检测块，检测块内开设有中间低两端高的滚动槽，滚动槽内滚动连

接有检测球，位于滚动槽左右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触动开关。

[0013] 作为优选，所述回收装置包括纵向转动连接在清洗架下端面且朝向后侧面下方斜

向伸出的清洁架，清洁架前端经弹簧进行按压而后端经固定连接在清洗架上的清洁限位杆

进行限位，清洁架伸出端转动连接有横向布置的回收轴，回收轴上固定连接有海绵套，位于

回收轴下方的清洁架上开设有竖向布置的移动槽口，移动槽口内转动并滑动连接有横向布

置的用于对海绵轴进行挤压的挤压轴，挤压轴左右两端伸出清洁架部位分别转动连接有调

节块，调节块间固定连接有位于挤压轴下段用于对挤压轴上的水进行导向的刮板，各个调

节块下端均螺纹连接有调节螺纹套，清洁架下端固定连接有位于挤压轴下方的收集槽，收

集槽连通到下方设有的可拆卸连接在清洁架上的回收利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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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优选，所述回收利用装置包括可拆卸连接在清洁架上的积水箱，积水箱侧面

上转动连接有检测杆，检测杆左端固定连接有检测浮球，检测杆右端为伸缩杆且位于检测

杆右端转动连接有竖向滑动连接在清洗架上的水位检测块，水位检测块上下两端分别固定

连接有水位检测开关，积水箱上还固定连接有水泵和净水器。

[0015]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

[0016] 1.灵活性强，采用独特的创新连接方法，达到能够灵活方便的更换旋转刷盘。特殊

的刷盘排列方式亦能够灵活的控制所设计的幕墙自动清洗机的尺寸大小；

[0017] 2.适用性广，市面上的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大多数采用平行于清洗平面的滚筒进

行旋转清洗；

[0018] 3.本设计采用独特的垂直于清洗表面的可伸缩式旋转刷盘进行旋转清洗，不仅能

够清洗玻璃外墙亦能够对瓷砖外墙、普通外墙、有凹凸造型的的复杂外墙进行清洗；

[0019] 3.安全性高，采用自主创新的独特安全导向轮，在起到缓冲、导向作用的同时能够

配合越障设计要求，帮助清洗机跨越凹凸不平的表面进行清洗工作。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中行走装置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中倾斜矫正装置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中清洁部件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第二视角。

[0025] 图6为本发明横向位移部件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横向位移部件示意图第二视角。

[0027] 图8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第三视角。

[0028] 图9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第三视角中横向位移装置放大图。

[0029] 图10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第三视角中回收装置示意图。

[0030] 图11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第三视角水箱示意图。

[0031] 图12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第四视角。

[0032] 附图标记

[0033] 1.清洗架，2.支撑块，3.通水管，4.喷水头，5.清洗杆，6.清洗盘，7.驱动电机，8.风

扇，9.转动块，10.支撑杆，11.轮架，12.松紧螺母，13.复位弹簧，14.限位杆，15.行走轮，16.

转动杆，17.弹性伸缩杆，18.驱动带轮，19.多段环形槽，20.张紧块，21.张紧杆，22.张紧轮，

23.张紧定位螺母，24.小弹簧，25.风力导向筒，26.双向驱动电机，27.蜗杆，28.蜗轮，29.配

合齿轮，30.横向位移轮，31.配合架，32.第一配合轮，33.配合杆，34.电动伸缩杆，35.第二

配合齿轮，36.第二配合轮，37.矫正筒，38.矫正板，39.矫正电机，40.检测块，41.滚动槽，

42.检测球，43.清洁架，44.清洁限位杆，45.海绵套，46.挤压轴，47.调节块，48.刮板，49.调

节螺纹套，50.收集槽，51.积水箱，52.检测杆，53.检测浮球，54.水位检测块，55.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1‑12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出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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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实施例一，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清洗架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清洗架1左右

两侧面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的支撑块2，各个支撑块2外侧分别纵向弹性连接有行走装

置，清洗架1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相连通且横向布置的通水管3，位于各个通水管3后侧

面上均固定连接有多个喷水头4，清洗架1上纵向转动连接有多个纵向布置的清洗杆5，各个

清洗杆5后端均固定连接有清洗盘6，各个清洗盘6均通过固定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驱动电机

7进行驱动，位于清洗架1上左右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纵向布置的风扇8；

[0036] 还包括固定连接在清洗架1上端的倾斜矫正装置，清洗架1左右两侧上分别固定连

接有位于各个各个行走装置外侧的横向位移装置，清洗架1下段固定连接用于对清洗的水

进行回收的回收装置；

[0037] 所述横向位移装置包括分别固定连接在清洗架1上下两端且横向布置的双向驱动

电机26，各个双向驱动电机26左右两端的转轴上分别同轴固定连接有蜗杆27，各个蜗杆27

后方均涡轮配合连接有转动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蜗轮28，各个蜗轮28下端均同轴固定连接

有配合齿轮29，各个行走装置外侧面上均竖向转动连接有朝向外侧伸出的配合板，各个配

合板外侧均竖向转动连接有横向位移轮30，各个配合板前侧面外侧分别固定连接有配合架

31，各个配合架31上均竖向转动连接有配合转轴，各个配合转轴下端均固定连接有第一配

合轮32，各个配合转轴上竖向转动连接有朝向前方伸出的配合杆33，各个配合杆33前端同

轴固定连接有纵向布置的电动伸缩杆34，各个配合杆33前端均竖向转动连接有与配合齿轮

29相啮合的第二配合齿轮35，各个第二配合齿轮35分别位于各个配合齿轮29外侧且位于各

个配合齿轮29前方，各个第二配合齿轮35下段均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二配合轮36，各个第一

配合轮32与相对应的第二配合轮36之间带传动连接，各个配合杆33中部均为球铰接。

[0038]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先将高层玻璃幕墙自动清洗机运输到需要进行清理的楼顶，

然后将通水管3连接水源，通过绳索对清洗架1进行固定，然后将多根绳索固定连接在清洗

架1上并且绳索连接部位位于清洗架1重心上方，将绳索从上向下携带清洗架1向下运动，启

动通水管3连接的水源，向通水管3内进行通水，然后通过清洗架1上下两端的通水管3后侧

面上分别固定连接的喷水头4向后方进行喷水，然后启动用于驱动清洗盘6的驱动电机7，清

洗盘6在驱动电机7的作用下进行转动，然后控制绳索将清洗架1靠近需要清洗的墙体，在清

洗架1靠近墙体的过程中清洗盘6会被向前进行压缩，而位于清洗架1左右两侧面上的行走

装置会起到在墙体与清洗架1之间的支撑作用，同时清洗杆5在转动过程中，位于清洗杆5后

端上的清洗盘6对墙体存在相应的压力，在清洗盘6进行转动过程中将墙体进行清理，位于

清洗架1下端的喷水头4喷出的水起到对墙体的湿润以及浸泡作用，而清洗盘6在清理浸泡

后的墙体时会更加方便将墙体清理干净，而清洗盘6位于上下两方的喷水头4之间，所以在

清洗架1向下运动过程中会经过下方的喷水头4喷淋后的墙体进行清理，使得清理效果更

佳，而位于清洗架1上端的喷水头4喷水的水起到在清洗过后的冲洗功能，能够将清洗后残

留在墙体上的残渣进行冲洗，将墙体进一步清洁，同时向下流动的水起到对下方待清洗的

墙体的浸泡作用，而在进行清理凹陷进墙体的部位以及以及在外部存在风力作用的时候需

要启动风扇8来朝向前侧催动，使得清洗架1在风力作用下向后进行运动，使得清洗盘6始终

接触到要清洗的墙体，而若墙体上存在凸起，可以通过风扇8的反向转动将清洗架1向前侧

进行拉动，同时行走装置上的越障设计可以使得清洗架1在行走时越过墙体上的凸起；

[0039] 在进行清洗过程中若需要对清洗方向进行校正时，清洗的部位偏移需要矫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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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横向位移装置进行运动，来将清洗的部位进行矫正，先控制各个电动伸

缩杆34进行向后伸出动作，各个电动伸缩杆34伸出端会向后伸出，同时驱动相应的配合杆

33向后进行运动，在配合杆33向后进行运动过程中会通过球铰接部位将配合杆33前端向后

推动，配合杆33前端转动连接的配合板左端会向后方进行运动，配合板右端会与行走装置

侧面之间转动运动，配合板左端的横向位移轮30会向后运动并接触墙体，而行走装置会被

向前顶起而脱离与墙体接触，同时位于配合杆33上方的第二轮配合齿轮29会向后运动到与

配合齿轮29相啮合并传递动力，此时控制各个双向电机开始转动，各个双向电机在转动过

程中会驱动相配合的蜗轮28转动，各个蜗轮28在转动过程中会驱动同轴固定连接的配合齿

轮29，各个配合齿轮29在转动时会驱动此时相配合的第二配合齿轮35进行转动，在各个第

二配合齿轮35进行转动时会通过第一配合轮32上的带连接驱动横向位移轮30下端同轴固

定连接的第二配合轮36，此时各个横向位移轮30开始转动并将清洗架1进行横向方位的移

动，在将清洗架1横向位移完成后，控制电动伸缩杆34进行复位的同时控制双向电机停止转

动，在电动伸缩杆34复位过程中将配合杆33向前拉动，配合杆33前端的第二配合齿轮35与

配合齿轮29之间脱离并复位，可以对行走装置重新与墙体之间接触并继续进行清洁动作。

[0040] 实施例二，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行走装置包括固定连接在支撑块2上且纵向

布置的转动轴，转动轴上纵向转动连接有转动块9，转动块9上开设有纵向布置的通孔，通孔

内纵向滑动连接有支撑杆10，支撑杆10上开设有螺纹且位于支撑杆10左右两侧面上分别开

设有导向槽，支撑杆10后端固定连接有轮架11，支撑杆10前端伸出通孔部位上螺纹连接有

松紧螺母12，轮架11与转动块9后侧面之间的支撑杆10上套设有复位弹簧13，支撑块2上位

于转动轴前方的外侧面上分别固定连接有朝向外侧伸出的限位杆14，限位杆14分别位于支

撑杆10上方与下方，轮架11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横向布置的轮轴，各个轮轴上分别转

动连接有行走轮15。

[0041]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行走轮15在靠近墙体时会在清洗架1重力作用以及风扇8的作

用下向后进行贴近墙体，同时位于支撑杆10上的复位弹簧13会起到行走轮15与墙体之间的

缓冲作用，而在调节位于支撑杆10前端的松紧螺母12可以调节复位弹簧13的初始力，从而

对复位弹簧13的初始弹力进行调整，在支撑杆10与转动块9之间为滑动连接，转动块9与转

动轴之间纵向转动连接，所以位于支撑块2上的限位杆14起到对支撑杆10的转动角度进行

限定，而在轮架11上的行走轮15在进行越障时，支撑杆10会沿与转动块9之间转动连接部位

会进行相应角度的转动，同时复位弹簧13会被相应的进行压缩，而限位杆14起到对支撑杆

10的限位作用。

[0042] 实施例三，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通水管3包括位于清洗架1上的上通水管3与

位于清洗架1下端的下通水管3，上通水管3后侧面上固定连接有多个上喷水头4，各个上喷

水头4后端均为横向布置的扁平装，位于下通水管3后侧面上固定连接有多个下喷水头4，各

个下喷水头4后端均为锥形。

[0043]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下喷水头4为锥形而上喷水头4为扁平状，所以在出水口的水

流速度叫上喷水头4块，同时冲击力大于上喷水头4，下喷水头4喷出的水主要起到对待清洗

部位的冲洗，同时残留的水起到对墙体的浸泡作用，方便后续清洗，同时能将表面上的残留

物进行冲洗走，而上喷水头4主要起到对清洗过后的二次冲洗作用，上喷水头4应朝向后方

且斜向下进行冲洗，而上喷水头4头部为扁平装结构，能使得在冲洗过程中尽量覆盖墙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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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使得清洗完成后能将清洗后的残留冲洗下去。

[0044] 实施例四，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清洗杆5包括纵向转动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

转动杆16，转动杆16后端同轴固定连接有向后伸出的弹性伸缩杆17，弹性伸缩杆17后端固

定连接有清洗盘6，转动杆16前端固定连接有驱动带轮18，清洗盘6后端面上开设有多段环

形槽19，各段环形槽圆心均与清洗杆5轴线重合，各段环形槽均沿圆心分布且交错布置。。

[0045]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清洗盘6为横向分布且交错布置，每个清洗盘6的清洗范围进

行覆盖一部分，使得在清洗过程中不留下死角，而驱动带轮18通过同步带连接进行驱动清

洗轮进行转动，从而进行清理，清洗盘6后端开设的各个环形槽能够无缝覆盖清洗部位，同

时环形槽的边缘能起到对墙体的摩擦作用，同时由于各个环形槽交错布置，即使在仅转动

时也不会存在死角的问题。

[0046] 实施例五，在实施例四的基础上，各个清洗杆5上固定连接的驱动带轮18上分别连

接有驱动带，位于清洗架1左侧的各个驱动轮分别经左驱动带进行连接且通过左驱动电机7

进行驱动，位于清洗架1右侧的各个驱动轮分别经右驱动带进行连接且通过右驱动电机7进

行驱动，左驱动带与右驱动带上分别经张进装置进行张紧。

[0047]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位于清洗架1上的清洗轮以及清洗电机位置为对称布置，防止

清洗架1的重心偏移，同时清洗杆5使用三段式连接在满足灵活方便的更换旋转刷盘要求的

同时降低加工工艺技术要求，位于清洗杆5后端的清洗盘6是通过法兰盘来连接的，阵列式

刷盘排列方式亦能够灵活的控制所设计的幕墙自动清洗机的尺寸大小，同时能够根据需要

进行快速更换不同的清洗盘6。

[0048] 实施例六，在实施例五的基础上，所述张紧装置包分别固定连接在清洗架1且位于

驱动带内侧的张紧块20，各个张紧块20上分别开设有竖向张紧孔，各个张紧孔内均竖向滑

动连接有张紧杆21，各个张紧杆21上端分别转动连接有与驱动带进行配合的张紧轮22，张

紧杆21为螺纹杆且位于张紧杆21下端伸出张紧孔部位上螺纹配合有张紧定位螺母23，张紧

定位螺母23与张紧孔之间的张紧杆21上套设有小弹簧24。

[0049]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在需要进行对驱动带进行张紧时可以通过转动张紧定位螺母

23，张紧定位螺母23在进行移动时进行调节张紧杆21的位置，从而调节张紧杆21上的张紧

轮22对驱动带的压力，从而调节驱动带轮18的张紧力度，在反向调节时小弹簧24起到复位

的作用。

[0050] 实施例七，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风扇8包括固定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纵向布

置的风力导向筒25，各个风力导向筒25前后两端分别同轴转动连接有风扇8，各个风扇8均

通过风扇8电机进行驱动。

[0051]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在需要将清洗架1向后推动时各个风扇8进行正转，风力通过

风力导风筒向前吹动，而在需要清洗架1向前进行运动时可以将风扇8进行反转，风力推动

清洗架1向前侧进行运动，风力导向筒25为左右两侧对称布置在清洗架1上，防止清洗架1重

力分布不均。

[0052] 实施例八，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倾斜矫正装置包括转动连接在清洗架1上端

且朝向上方伸出的多个矫正筒37，各个矫正筒37分别位于清洗架1上端面左右两侧的前后

两端，位于清洗架1上方设有水平布置的矫正板38，矫正板38上端面与各个矫正筒37位置相

对应处分别固定连接有矫正电机39，各个矫正电机39转轴均朝向下方伸出且与相对应的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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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筒37之间螺纹配合，位于矫正板38下端面上固定连接有横向布置的检测块40，检测块40

内开设有中间低两端高的滚动槽41，滚动槽41内滚动连接有检测球42，位于滚动槽41左右

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触动开关。

[0053]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在清洗架1发生倾斜时，位于滚动槽41内的检测球42会在重力

作用下移动到相应的滚动槽41的一端，滚动槽41端部固定连接的触动开关会被触动，触动

开关控制相应侧矫正电机39开始转动，矫正电机39在转动过程中会将相应侧矫正筒37与矫

正电机39之间的距离进行缩短，相应侧的清洗架1会向上进行运动，达到矫正清洗架1的目

的，在矫正到清洗架1恢复到水平位置后检测球42会在重力作用下运动到滚动槽41中间部

位并停止动作。

[0054] 实施例九，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回收装置包括纵向转动连接在清洗架1下端

面且朝向后侧面下方斜向伸出的清洁架43，清洁架43前端经弹簧进行按压而后端经固定连

接在清洗架1上的清洁限位杆44进行限位，清洁架43伸出端转动连接有横向布置的回收轴，

回收轴上固定连接有海绵套45，位于回收轴下方的清洁架43上开设有竖向布置的移动槽

口，移动槽口内转动并滑动连接有横向布置的用于对海绵轴进行挤压的挤压轴46，挤压轴

46左右两端伸出清洁架43部位分别转动连接有调节块47，调节块47间固定连接有位于挤压

轴46下段用于对挤压轴46上的水进行导向的刮板48，各个调节块47下端均螺纹连接有调节

螺纹套49，清洁架43下端固定连接有位于挤压轴46下方的收集槽50，收集槽50连通到下方

设有的可拆卸连接在清洁架43上的回收利用装置。

[0055]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在进行清洗过程中清洗完成后的水流会沿着墙体向下流动，

若不加以收集则会流动到墙体下方进行聚集，若存在窗户还会从窗户上流入到房间内，所

以需要对清洗后的水流加以收集，在收集完成后引导进入收集槽50并加以重复利用，在进

行清洗时从上向下运动的水流会被始终紧贴墙体的海绵套45进行吸附，而海绵套45下方的

挤压轴46会同步的将海绵套45内的水进行挤压出来，而调节块47上的调节螺纹套49在进行

转动时可以调节挤压轴46对海绵轴的压力大小，位于调节块47上的刮板48可以将挤压轴46

下端挤压出来的水进行导向并使水滴落到下方的收集槽50内，收集槽50将水初步过滤后导

入到回收利用装置内。

[0056] 实施例十，在实施例九的基础上，所述回收利用装置包括可拆卸连接在清洁架43

上的积水箱51，积水箱51侧面上转动连接有检测杆52，检测杆52左端固定连接有检测浮球

53，检测杆52右端为伸缩杆且位于检测杆52右端转动连接有竖向滑动连接在清洗架1上的

水位检测块54，水位检测块54上下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水位检测开关，积水箱51上还固定

连接有水泵55和净水器。

[0057] 该实施例在使用时，在水进入到积水箱51内后会进行积蓄，水位的高低始终通过

检测浮球53进行检测，在水箱内的水位达到设定值后，检测浮球53到达设定高度时，检测杆

52右端的水位检测块54会向下运动到设定位置并触动下方的水位检测开关，此时下方的水

位检测开关会控制通水管3的供水管停止供水，改由水箱上的水泵55将水通过净水器净化

后供给通水管3，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水箱内的水会持续消耗，所以检测浮球53会随着水位逐

渐降低，直到水位检测块54向上运动到设定位置并触动上方的水位检测开关，上方的水位

检测开关控制通水管3上的供水管恢复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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