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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除尘设备，尤其涉及一种家

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是提供一种清扫效率高、除尘彻底的家用电器

用表面除尘设备。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

明提供了这样一种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包

括有框体等；框体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安装有把

手，框体内设有缓冲装置，缓冲装置上设有清扫

装置。本发明通过清扫装置将家用电器表面的灰

尘扫起，吸尘装置将扫起的灰尘吸除，滤袋将灰

尘收集，缓冲装置使得毛刷辊能够与家用电器表

面紧密接触，从而增强清扫效果，达到了清扫效

率高、除尘彻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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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有框体(1)、把手(2)、缓冲装置(3)

和清扫装置(4)，框体(1)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安装有把手(2)，框体(1)内设有缓冲装置(3)，

缓冲装置(3)上设有清扫装置(4)；缓冲装置(3)包括有滑轨(31)、滑块(32)、箱体(33)和第

一弹簧(34)，框体(1)内左右两侧下部均安装有滑轨(31)，两边滑轨(31)上均滑动式设有滑

块(32)，滑块(32)与滑轨(31)滑动式配合，左右滑块(32)之间连接有箱体(33)，箱体(33)顶

部与框体(1)内顶部之间左右对称连接有第一弹簧(34)；清扫装置(4)包括有电机(41)、第

一转轴(42)、第一轴承座(43)、第一带轮(44)、安装杆(45)、第二轴承座(46)、第二转轴

(47)、毛刷辊(48)、第二带轮(49)和皮带(411)，箱体(33)内左侧下部安装有电机(41)，电机

(41)的输出轴连接有第一转轴(42)，箱体(33)内右侧下部安装有第一轴承座(43)，第一转

轴(42)与第一轴承座(43)内的轴承过盈连接，第一转轴(42)的中部安装有第一带轮(44)，

箱体(33)的底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安装杆(45)，两安装杆(45)的底部均安装有第二轴承座

(46)，左右第二轴承座(46)之间设有第二转轴(47)，第二转轴(47)与第二轴承座(46)内的

轴承过盈连接，第二转轴(47)的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毛刷辊(48)，第二转轴(47)的中部安装

有第二带轮(49)，箱体(33)底部中间开有通孔(410)，第一带轮(44)与第二带轮(49)之间设

有皮带(411)，皮带(411)穿过通孔(410)；还包括有吸尘装置(5)，吸尘装置(5)包括有凸轮

(51)、缸体(52)、活塞(53)、推杆(54)、第二弹簧(55)、单向阀(56)、进气管(57)和出气管

(58)，第一转轴(42)右部安装有凸轮(51)，箱体(33)内顶部右侧安装有缸体(52)，缸体(52)

内设有活塞(53)，活塞(53)与缸体(52)配合，活塞(53)的底部中间连接有推杆(54)，推杆

(54)底部与凸轮(51)接触，活塞(53)底部与缸体(52)内底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55)，缸

体(52)的前后两侧上部均连接有单向阀(56)，单向阀(56)与缸体(52)连通，后方单向阀

(56)密封连接有进气管(57)，进气管(57)贯穿箱体(33)底部后侧，进气管(57)的末端位于

毛刷辊(48)后方，前方单向阀(56)密封连接有出气管(58)，出气管(58)贯穿箱体(33)顶部

前侧和框体(1)前侧上部；还包括有连杆(6)、滤袋(7)和L型板(8)，框体(1)的前侧上部连接

有连杆(6)，连杆(6)上连接有滤袋(7)，出气管(58)与滤袋(7)顶部密封连接，框体(1)前侧

中部连接有L型板(8)，滤袋(7)位于L型板(8)上方；还包括有L型杆(9)和多孔管(10)，箱体

(33)的底部后侧连接有L型杆(9)，L型杆(9)的前侧连接有多孔管(10)，进气管(57)位于毛

刷辊(48)后侧，进气管(57)与多孔管(10)右端密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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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除尘设备，尤其涉及一种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家用电器主要指在家庭及类似场所中使用的各种电器和电子器具。又称民用电

器、日用电器。家用电器使人们从繁重、琐碎、费时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人类创造了更

为舒适优美、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条件，已成

为现代家庭生活的必需品。

[0003] 灰尘是被别的事物而起。它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灰尘来源于工业排放物、燃烧

烟尘、土壤扬尘等。灰尘是人类健康的大敌，所以人们特别讨厌它，灰尘带着许多细菌病毒

和虫卵到处飞扬，传播疾病。但灰尘也是有好处的：灰尘使大自然中有晚霞朝晖、闲云迷雾、

彩虹日晕等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色。

[0004] 家用电器在日常生活使用过程中，电器表面会落有灰尘，如不及时将电器表面的

灰尘除去，会影响电器的使用寿命，甚至导致电器短路发生火灾，目前均由人工将家用电器

表面的灰尘扫掉，人工清扫效率底、除尘不彻底，因此亟需研发一种清扫效率高、除尘彻底

的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

发明内容

[0005]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为了克服人工清扫效率底、除尘不彻底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提供一种清扫效率高、除尘彻底的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

[0007] (2)技术方案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包括

有框体、把手、缓冲装置和清扫装置，框体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安装有把手，框体内设有缓冲

装置，缓冲装置上设有清扫装置。

[0009] 优选地，缓冲装置包括有滑轨、滑块、箱体和第一弹簧，框体内左右两侧下部均安

装有滑轨，两边滑轨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块，滑块与滑轨滑动式配合，左右滑块之间连接有箱

体，箱体顶部与框体内顶部之间左右对称连接有第一弹簧。

[0010] 优选地，清扫装置包括有电机、第一转轴、第一轴承座、第一带轮、安装杆、第二轴

承座、第二转轴、毛刷辊、第二带轮和皮带，箱体内左侧下部安装有电机，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有第一转轴，箱体内右侧下部安装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转轴与第一轴承座内的轴承过盈连

接，第一转轴的中部安装有第一带轮，箱体的底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安装杆，两安装杆的底

部均安装有第二轴承座，左右第二轴承座之间设有第二转轴，第二转轴与第二轴承座内的

轴承过盈连接，第二转轴的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毛刷辊，第二转轴的中部安装有第二带轮，箱

体底部中间开有通孔，第一带轮与第二带轮之间设有皮带，皮带穿过通孔。

[0011] 优选地，还包括有吸尘装置，吸尘装置包括有凸轮、缸体、活塞、推杆、第二弹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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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阀、进气管和出气管，第一转轴右部安装有凸轮，箱体内顶部右侧安装有缸体，缸体内设

有活塞，活塞与缸体配合，活塞的底部中间连接有推杆，推杆底部与凸轮接触，活塞底部与

缸体内底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缸体的前后两侧上部均连接有单向阀，单向阀与缸体连

通，后方单向阀密封连接有进气管，进气管贯穿箱体底部后侧，进气管的末端位于毛刷辊后

方，前方单向阀密封连接有出气管，出气管贯穿箱体顶部前侧和框体前侧上部。

[0012] 优选地，还包括有连杆、滤袋和L型板，框体的前侧上部连接有连杆，连杆上连接有

滤袋，出气管与滤袋顶部密封连接，框体前侧中部连接有L型板，滤袋位于L型板上方。

[0013] 优选地，还包括有L型杆和多孔管，箱体的底部后侧连接有L型杆，L型杆的前侧连

接有多孔管，进气管位于毛刷辊后侧，进气管与多孔管右端密封连接。

[0014] 工作原理：使用时，操作人员分别抓住左右两把手并移动本发明，使得清扫装置的

清扫部件与家用电器表面接触，然后启动清扫装置运行，使得清扫装置对家用电器表面进

行清扫，从而将家用电器表面的灰尘扫掉，清扫过程中，慢慢移动本使用新型，在缓冲装置

的作用下，清扫装置能够更有效对家用电器清扫，如此即可对家用电器表面的灰尘进行全

面除去，完成后，关闭清扫装置。

[0015] 因为清扫装置包括有电机、第一转轴、第一轴承座、第一带轮、安装杆、第二轴承

座、第二转轴、毛刷辊、第二带轮和皮带，箱体内左侧下部安装有电机，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

第一转轴，箱体内右侧下部安装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转轴与第一轴承座内的轴承过盈连接，

第一转轴的中部安装有第一带轮，箱体的底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安装杆，两安装杆的底部

均安装有第二轴承座，左右第二轴承座之间设有第二转轴，第二转轴与第二轴承座内的轴

承过盈连接，第二转轴的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毛刷辊，第二转轴的中部安装有第二带轮，箱体

底部中间开有通孔，第一带轮与第二带轮之间设有皮带，皮带穿过通孔。所以，移动本发明，

使得毛刷辊与家用电器表面接触，启动电机逆时针转动，从而带动第一转轴逆时针转动，进

而带动第一带轮转动，第一带轮通过皮带带动第二带轮逆时针转动，从而带动第二转轴转

动，进而带动毛刷辊逆时针转动，毛刷辊将家用电器表面上的灰尘扫掉，从而达到除尘效

果。

[0016] 因为缓冲装置包括有滑轨、滑块、箱体和第一弹簧，框体内左右两侧下部均安装有

滑轨，两边滑轨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块，滑块与滑轨滑动式配合，左右滑块之间连接有箱体，

箱体顶部与框体内顶部之间左右对称连接有第一弹簧。所以，在清扫过程中，向下按压框

体，在第一弹簧的作用下，毛刷辊与家用电器表面紧密接触，使得毛刷辊对家用电器表面的

灰尘清扫效果更好。

[0017] 因为还包括有吸尘装置，吸尘装置包括有凸轮、缸体、活塞、推杆、第二弹簧、单向

阀、进气管和出气管，第一转轴右部安装有凸轮，箱体内顶部右侧安装有缸体，缸体内设有

活塞，活塞与缸体配合，活塞的底部中间连接有推杆，推杆底部与凸轮接触，活塞底部与缸

体内底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缸体的前后两侧上部均连接有单向阀，单向阀与缸体连通，

后方单向阀密封连接有进气管，进气管贯穿箱体底部后侧，进气管的末端位于毛刷辊后方，

前方单向阀密封连接有出气管，出气管贯穿箱体顶部前侧和框体前侧上部。所以，第一转轴

转动带动凸轮转动，在第二弹簧的作用下，凸轮转动带动活塞上下移动，在单向阀的作用

下，活塞上下移动带动空气从进气管进入缸体，并从出气管排出，而空气将清扫装置扫起的

灰尘吸入缸体内，再从出气管和空气一起吹出，将出气管的末端放入水内，水将灰尘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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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即可将清扫家用电器表面时扬起的灰尘除去，进而提高除尘效率。

[0018] 因为还包括有连杆、滤袋和L型板，框体的前侧上部连接有连杆，连杆上连接有滤

袋，出气管与滤袋顶部密封连接，框体前侧中部连接有L型板，滤袋位于L型板上方。所以，灰

尘和空气从出气管末端吹出后，灰尘经滤袋过滤收集，使得本发明使用时更加方便，而L型

板挡住出气管吹出的空气，防止吹出的空气将家用电器上的灰尘吹去，影响除尘效率。

[0019] 因为还包括有L型杆和多孔管，箱体的底部后侧连接有L型杆，L型杆的前侧连接有

多孔管，进气管位于毛刷辊后侧，进气管与多孔管右端密封连接。所以，空气将扫起的灰尘

从多孔管上的孔带入，多孔管增大吸尘范围，从而提高吸尘效率，吸尘效果更好。

[0020] (3)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通过清扫装置将家用电器表面的灰尘扫起，吸尘装置将扫起的灰尘吸除，

滤袋将灰尘收集，缓冲装置使得毛刷辊能够与家用电器表面紧密接触，从而增强清扫效果，

达到了清扫效率高、除尘彻底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种主视图的剖视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种主视图的剖视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的第一种左视图的剖视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的第二种左视图的剖视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的多孔管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中的标记为：1-框体，2-把手，3-缓冲装置，31-滑轨，32-滑块，33-箱体，34-第

一弹簧，4-清扫装置，41-电机，42-第一转轴，43-第一轴承座，44-第一带轮，45-安装杆，46-

第二轴承座，47-第二转轴，48-毛刷辊，49-第二带轮，410-通孔，411-皮带，5-吸尘装置，51-

凸轮，52-缸体，53-活塞，54-推杆，55-第二弹簧，56-单向阀，57-进气管，58-出气管，6-连

杆，7-滤袋，8-L型板，9-L型杆，10-多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如图1-5所示，包括有框体1、把手2、缓冲装置3和

清扫装置4，框体1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安装有把手2，框体1内设有缓冲装置3，缓冲装置3上设

有清扫装置4。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如图1-5所示，包括有框体1、把手2、缓冲装置3和

清扫装置4，框体1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安装有把手2，框体1内设有缓冲装置3，缓冲装置3上设

有清扫装置4。

[0033] 缓冲装置3包括有滑轨31、滑块32、箱体33和第一弹簧34，框体1内左右两侧下部均

安装有滑轨31，两边滑轨31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块32，滑块32与滑轨31滑动式配合，左右滑块

32之间连接有箱体33，箱体33顶部与框体1内顶部之间左右对称连接有第一弹簧34。

[0034]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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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一种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如图1-5所示，包括有框体1、把手2、缓冲装置3和

清扫装置4，框体1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安装有把手2，框体1内设有缓冲装置3，缓冲装置3上设

有清扫装置4。

[0036] 缓冲装置3包括有滑轨31、滑块32、箱体33和第一弹簧34，框体1内左右两侧下部均

安装有滑轨31，两边滑轨31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块32，滑块32与滑轨31滑动式配合，左右滑块

32之间连接有箱体33，箱体33顶部与框体1内顶部之间左右对称连接有第一弹簧34。

[0037] 清扫装置4包括有电机41、第一转轴42、第一轴承座43、第一带轮44、安装杆45、第

二轴承座46、第二转轴47、毛刷辊48、第二带轮49和皮带411，箱体33内左侧下部安装有电机

41，电机41的输出轴连接有第一转轴42，箱体33内右侧下部安装有第一轴承座43，第一转轴

42与第一轴承座43内的轴承过盈连接，第一转轴42的中部安装有第一带轮44，箱体33的底

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安装杆45，两安装杆45的底部均安装有第二轴承座46，左右第二轴承

座46之间设有第二转轴47，第二转轴47与第二轴承座46内的轴承过盈连接，第二转轴47的

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毛刷辊48，第二转轴47的中部安装有第二带轮49，箱体33底部中间开有

通孔410，第一带轮44与第二带轮49之间设有皮带411，皮带411穿过通孔410。

[0038] 实施例4

[0039] 一种家用电器用表面除尘设备，如图1-5所示，包括有框体1、把手2、缓冲装置3和

清扫装置4，框体1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安装有把手2，框体1内设有缓冲装置3，缓冲装置3上设

有清扫装置4。

[0040] 缓冲装置3包括有滑轨31、滑块32、箱体33和第一弹簧34，框体1内左右两侧下部均

安装有滑轨31，两边滑轨31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块32，滑块32与滑轨31滑动式配合，左右滑块

32之间连接有箱体33，箱体33顶部与框体1内顶部之间左右对称连接有第一弹簧34。

[0041] 清扫装置4包括有电机41、第一转轴42、第一轴承座43、第一带轮44、安装杆45、第

二轴承座46、第二转轴47、毛刷辊48、第二带轮49和皮带411，箱体33内左侧下部安装有电机

41，电机41的输出轴连接有第一转轴42，箱体33内右侧下部安装有第一轴承座43，第一转轴

42与第一轴承座43内的轴承过盈连接，第一转轴42的中部安装有第一带轮44，箱体33的底

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安装杆45，两安装杆45的底部均安装有第二轴承座46，左右第二轴承

座46之间设有第二转轴47，第二转轴47与第二轴承座46内的轴承过盈连接，第二转轴47的

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毛刷辊48，第二转轴47的中部安装有第二带轮49，箱体33底部中间开有

通孔410，第一带轮44与第二带轮49之间设有皮带411，皮带411穿过通孔410。

[0042] 还包括有吸尘装置5，吸尘装置5包括有凸轮51、缸体52、活塞53、推杆54、第二弹簧

55、单向阀56、进气管57和出气管58，第一转轴42右部安装有凸轮51，箱体33内顶部右侧安

装有缸体52，缸体52内设有活塞53，活塞53与缸体52配合，活塞53的底部中间连接有推杆

54，推杆54底部与凸轮51接触，活塞53底部与缸体52内底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55，缸体52

的前后两侧上部均连接有单向阀56，单向阀56与缸体52连通，后方单向阀56密封连接有进

气管57，进气管57贯穿箱体33底部后侧，进气管57的末端位于毛刷辊48后方，前方单向阀56

密封连接有出气管58，出气管58贯穿箱体33顶部前侧和框体1前侧上部。

[0043] 还包括有连杆6、滤袋7和L型板8，框体1的前侧上部连接有连杆6，连杆6上连接有

滤袋7，出气管58与滤袋7顶部密封连接，框体1前侧中部连接有L型板8，滤袋7位于L型板8上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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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还包括有L型杆9和多孔管10，箱体33的底部后侧连接有L型杆9，L型杆9的前侧连

接有多孔管10，进气管57位于毛刷辊48后侧，进气管57与多孔管10右端密封连接。

[0045] 工作原理：使用时，操作人员分别抓住左右两把手2并移动本发明，使得清扫装置4

的清扫部件与家用电器表面接触，然后启动清扫装置4运行，使得清扫装置4对家用电器表

面进行清扫，从而将家用电器表面的灰尘扫掉，清扫过程中，慢慢移动本使用新型，在缓冲

装置3的作用下，清扫装置4能够更有效对家用电器清扫，如此即可对家用电器表面的灰尘

进行全面除去，完成后，关闭清扫装置4。

[0046] 因为清扫装置4包括有电机41、第一转轴42、第一轴承座43、第一带轮44、安装杆

45、第二轴承座46、第二转轴47、毛刷辊48、第二带轮49和皮带411，箱体33内左侧下部安装

有电机41，电机41的输出轴连接有第一转轴42，箱体33内右侧下部安装有第一轴承座43，第

一转轴42与第一轴承座43内的轴承过盈连接，第一转轴42的中部安装有第一带轮44，箱体

33的底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安装杆45，两安装杆45的底部均安装有第二轴承座46，左右第

二轴承座46之间设有第二转轴47，第二转轴47与第二轴承座46内的轴承过盈连接，第二转

轴47的左右两侧均安装有毛刷辊48，第二转轴47的中部安装有第二带轮49，箱体33底部中

间开有通孔410，第一带轮44与第二带轮49之间设有皮带411，皮带411穿过通孔410。所以，

移动本发明，使得毛刷辊48与家用电器表面接触，启动电机41逆时针转动，从而带动第一转

轴42逆时针转动，进而带动第一带轮44转动，第一带轮44通过皮带411带动第二带轮49逆时

针转动，从而带动第二转轴47转动，进而带动毛刷辊48逆时针转动，毛刷辊48将家用电器表

面上的灰尘扫掉，从而达到除尘效果。

[0047] 因为缓冲装置3包括有滑轨31、滑块32、箱体33和第一弹簧34，框体1内左右两侧下

部均安装有滑轨31，两边滑轨31上均滑动式设有滑块32，滑块32与滑轨31滑动式配合，左右

滑块32之间连接有箱体33，箱体33顶部与框体1内顶部之间左右对称连接有第一弹簧34。所

以，在清扫过程中，向下按压框体1，在第一弹簧34的作用下，毛刷辊48与家用电器表面紧密

接触，使得毛刷辊48对家用电器表面的灰尘清扫效果更好。

[0048] 因为还包括有吸尘装置5，吸尘装置5包括有凸轮51、缸体52、活塞53、推杆54、第二

弹簧55、单向阀56、进气管57和出气管58，第一转轴42右部安装有凸轮51，箱体33内顶部右

侧安装有缸体52，缸体52内设有活塞53，活塞53与缸体52配合，活塞53的底部中间连接有推

杆54，推杆54底部与凸轮51接触，活塞53底部与缸体52内底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55，缸体

52的前后两侧上部均连接有单向阀56，单向阀56与缸体52连通，后方单向阀56密封连接有

进气管57，进气管57贯穿箱体33底部后侧，进气管57的末端位于毛刷辊48后方，前方单向阀

56密封连接有出气管58，出气管58贯穿箱体33顶部前侧和框体1前侧上部。所以，第一转轴

42转动带动凸轮51转动，在第二弹簧55的作用下，凸轮51转动带动活塞53上下移动，在单向

阀56的作用下，活塞53上下移动带动空气从进气管57进入缸体52，并从出气管58排出，而空

气将清扫装置4扫起的灰尘吸入缸体52内，再从出气管58和空气一起吹出，将出气管58的末

端放入水内，水将灰尘除去，如此即可将清扫家用电器表面时扬起的灰尘除去，进而提高除

尘效率。

[0049] 因为还包括有连杆6、滤袋7和L型板8，框体1的前侧上部连接有连杆6，连杆6上连

接有滤袋7，出气管58与滤袋7顶部密封连接，框体1前侧中部连接有L型板8，滤袋7位于L型

板8上方。所以，灰尘和空气从出气管58末端吹出后，灰尘经滤袋7过滤收集，使得本发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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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更加方便，而L型板8挡住出气管58吹出的空气，防止吹出的空气将家用电器上的灰尘

吹去，影响除尘效率。

[0050] 因为还包括有L型杆9和多孔管10，箱体33的底部后侧连接有L型杆9，L型杆9的前

侧连接有多孔管10，进气管57位于毛刷辊48后侧，进气管57与多孔管10右端密封连接。所

以，空气将扫起的灰尘从多孔管10上的孔带入，多孔管10增大吸尘范围，从而提高吸尘效

率，吸尘效果更好。

[0051]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改进及替代，这些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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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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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1

CN 108144892 B

11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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