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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清洁设备的水

箱结构，包括：本体，其限定有具有容置空间的储

水腔；自动抽水单元，设置于所述本体，用于将所

述储水腔中的流体输送至所述本体外；其中，所

述自动抽水单元包括至少一个设置在所述储水

腔的预设区域内的抽水口，所述预设区域为所述

储水腔中的液体可产生毛细现象的区域。该自动

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能够有效的将水箱内的水

排出，避免水箱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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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本体，其限定有具有容置空间的储水腔；

自动抽水单元(30)，设置于所述本体，用于将所述储水腔中的流体输送至所述本体外；

其中，所述自动抽水单元(30)包括至少一个设置在所述储水腔的预设区域内的抽水

口，所述预设区域为所述储水腔中的液体可产生毛细现象的区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包括：

底部开口且内部中空的水箱主体(20)；

密封盖设在所述水箱主体(20)的底部开口端上且与所述水箱主体(20)共同围设形成

有所述储水腔的水箱下盖(10)，所述抽水口设置在所述水箱下盖(10)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抽水口设置在所述储水腔的上下壁之间的垂直高度低于第一高度的区域以使因

毛细作用附着在所述水箱主体(20)和所述水箱下盖(10)内壁上的水排出。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主体(20)上成

型有一凹陷区(21)，所述凹陷区(21)使得所述储水腔存在阶梯型的高度差。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抽水单元(30)

包括电动泵(33)、进水部和出水部，其中，所述电动泵(33)上具有一与所述进水部连接的进

水口和一与所述出水部连接的出水口。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主体(20)与所

述水箱下盖(10)盖合后还形成有一用于容置所述电动泵(33) 的容置腔，所述容置腔与所

述储水腔相互独立。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部包括水箱过

滤器(31)、连接所述水箱过滤器(31)和所述电动泵(33)进水口的进水软管(32)，其中，所述

水箱下盖(10)上成型有一用于安装所述水箱过滤器(31)的安装凹槽(12)，所述安装凹槽

(12)位于所述储水腔高度最低区域。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凹槽(12)位于

所述水箱下盖(10)的中央且靠近所述水箱下盖(10)的边沿设置。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部包括紧固在

所述水箱下盖(10)上的出水管(37)、连接所述电动泵(33)的出水口与所述出水管(37)的进

水口的软管组，其中，所述水箱下盖(10)上成型有与所述出水管(37)的出水口连接的喷水

孔(11)。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软管组包括紧固

在所述水箱下盖(10)上的分流阀(35)、连接所述电动泵(33)的出水口与所述分流阀(35)的

进水口的出水软管(34)、连接所述分流阀(35)的出水口与所述出水管(37)的进水口的连接

软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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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箱技术领域，尤其涉及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自动清洁设备，比如自动扫地机器人、自动拖

地机器人等，其可以自动地执行清洁操作，方便用户。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用于存储清水以

供自动清洁设备使用。现有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中设有电动抽水装置，碍于结构空间限

制，水箱的容水腔存在高度差时，排水到最终稳定状态后，水箱高度相对低处位置的水因毛

细作用粘附在水箱壁上而排不掉，从而导致水箱剩水过多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一种自

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能够有效避免水箱剩水

的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

构，包括：本体，其限定有具有容置空间的储水腔；自动抽水单元，设置于所述本体，用于将

所述储水腔中的流体输送至所述本体外；其中，所述自动抽水单元包括至少一个设置在所

述储水腔的预设区域内的抽水口，所述预设区域为所述储水腔中的液体可产生毛细现象的

区域。

[0005] 优选的，所述本体包括：底部开口且内部中空的水箱主体；密封盖设在所述水箱主

体的底部开口端上且与所述水箱主体共同围设形成有所述储水腔的水箱下盖，所述抽水口

设置在所述水箱下盖上。

[0006] 优选的，所述抽水口设置在所述储水腔的上下壁之间的垂直高度低于第一高度的

区域以使因毛细作用附着在所述水箱主体和所述水箱下盖内壁上的水排出。

[0007] 优选的，所述水箱主体上成型有一凹陷区，所述凹陷区使得所述储水腔存在阶梯

型的高度差。

[0008] 优选的，所述自动抽水单元包括电动泵、进水部和出水部，其中，所述电动泵上具

有一与所述进水部连接的进水口和一与所述出水部连接的出水口。

[0009] 优选的，所述水箱主体与所述水箱下盖盖合后还形成有一用于容置所述电动泵的

容置腔，所述容置腔与所述储水腔相互独立。

[0010] 优选的，所述进水部包括水箱过滤器、连接所述水箱过滤器和所述电动泵进水口

的进水软管，其中，所述水箱下盖上成型有一用于安装所述水箱过滤器的安装凹槽，所述安

装凹槽位于所述储水腔高度最低区域。

[0011] 优选的，所述安装凹槽位于所述水箱下盖的中央且靠近所述水箱下盖的边沿设

置。

[0012] 优选的，所述出水部包括紧固在所述水箱下盖上的出水管、连接所述电动泵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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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与所述出水管的进水口的软管组，其中，所述水箱下盖上成型有与所述出水管的出水

口连接的喷水孔。

[0013] 优选的，所述软管组包括紧固在所述水箱下盖上的分流阀、连接所述电动泵的出

水口与所述分流阀的进水口的出水软管、连接所述分流阀的出水口与所述出水管的进水口

的连接软管。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自动清洁设备的

水箱结构，其储水腔存在第一高度差时，水箱过滤器设置在储水腔高度最低区域以使因毛

细作用附着在水箱主体和水箱下盖内壁上的水排出，从而有效避免水箱剩水，具有结构简

单、使用方便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的分解示意图之一；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的分解示意图之二；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自动抽水单元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水箱下盖和抹布之间的分解示意图之一；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水箱下盖和抹布之间的分解示意图之二；

[0021] 图7是图6中A区域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是本实用新型的水箱主体的仰视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0、水箱下盖；11、喷水孔；12、安装凹槽；13、凸缘；20、水箱主体；21、凹陷区；

22、注水口；23、封盖；24、卡钩部；25、分隔板；251、第一连接管；252、第二连接管；253、第一

端口连接管；254、第二端口连接管；26、密封槽；30、自动抽水单元；31、水箱过滤器；311、抽

水口；32、进水软管；33、电动泵；331、正极连接片；332、负极连接片；34、出水软管；35、分流

阀；36、连接软管；37、出水管；40、抹布；41、插销；50、魔术贴。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

书文字能够据以实施。

[0025]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自动清洁设备的水箱结构，包括本体和

自动抽水单元30，本体限定有具有容置空间的储水腔，储水腔内储存有水或者清洁液等液

体；自动抽水单元30设置于本体；自动抽水单元30用于将储水腔中的流体输送至本体外；一

般地，自动抽水单元30直接将液体喷洒到水箱主体20下方的抹布40上，将抹布40打湿，以对

地面进行清洁。当然，自动抽水单元30还可以直接将液体喷洒到地面，然后通过抹布40对地

面进行擦洗。为了解决储水箱中的水不能被有效利用的问题，特别地，自动抽水单元30包括

至少一个设置在储水腔的预设区域内的抽水口311，预设区域为储水腔中的液体可产生毛

细现象的区域；当抽水口311的的数量为一个时，抽水口可以设置在预设区域的中心位置，

还可以根据具体流体流向设置位置；当抽水口的数量为多个时，可以均匀分布到预设区域，

对具体位置不做详细限定；抽水口311可以与水箱过滤器31一体，水箱过滤器31位于抽水口

311的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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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本体包括底部开口且内部中空的水箱主体20和密封盖设

在水箱主体20的底部开口端上且与水箱主体20共同围设形成有储水腔的水箱下盖10，抽水

口设置在水箱下盖10上。抽水口设置在储水腔的上下壁之间的垂直高度低于第一高度的区

域以使因毛细作用附着在水箱主体20和水箱下盖10内壁上的水排出，预设区域的高度小于

第一高度，第一高度的取值范围为：4～5mm。

[0027]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水箱主体20与水箱下盖10之间可拆卸连接，水箱下盖10

为半圆直板状，水箱主体20为半圆形罩壳；储水腔存在第一高度差是指：碍于结构空间限

制，储水腔的腔顶并不处于同一平面上，不同区域段的腔顶的高度不同，从而形成了储水腔

的高度差；当储水腔存在高度差时，排水至最终稳定状态后，储水腔高度最低区域处的水因

毛细作用附着在水箱内壁上而不能排出，从而导致水箱剩水问题，这里的水箱剩水问题是

指：水箱中残留的水大于10ml，本方案中，通过将自动抽水单元30的水箱过滤器31设置在储

水腔高度最低区域从而解决水箱剩水的问题。

[0028]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如图1至图3所示，水箱主体20上成型有一凹陷区21，凹陷

区21使得储水腔存在阶梯型的高度差，由于该高度差的存在，储水腔的高度最低区域会发

生毛细作用，该高度最低区域为凹陷区21正下方的储水腔区域，当自动抽水单元30的水箱

过滤器31位于该高度最低区域时，能够将大部分因毛细作用吸附在水箱主体20和水箱下盖

10内壁上的水排出，以使水箱内的剩水量不超过10ml，从而解决水箱剩水的问题。

[0029]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如图2至图4所示，自动抽水单元30包括电动泵33、进水部

和出水部，其中，电动泵33上具有一与进水部连接的进水口和一与出水部连接的出水口。

[0030]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如图2至图4所示，水箱主体20与水箱下盖10盖合后还形

成有一用于容置电动泵33的容置腔，容置腔与储水腔相互独立；电动泵33上电连接有一正

极引线和一负极引线，正极引线上电连接有一正极连接片331，负极引线上电连接有一负极

连接片332，容置腔也用于正极引线和负极引线的布线；本方案中，如图8所示，容置腔与储

水腔之间通过分隔板25实现分隔，分隔板25竖直成型在水箱主体20的中空腔内，分隔板25

上设置有连通容置腔与储水腔的第一连接管251和第二连接管252，进水部通过第一连接管

251与电动泵33的进水口连接，电动泵33的进水口通过第一端口连接管253与第一连接管

251连接，出水部通过第二连接管252与电动泵33的出水口连接，电动泵33的出水口通过第

二端口连接管254与第二连接管252连接；如图3和图8所示，分隔板25的底端面上成型有密

封槽26，水箱下盖10上成型有卡设在密封槽26内的凸缘13，具有密封效果好的优点。

[0031]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如图2至图4所示，进水部包括水箱过滤器31、连接水箱过

滤器31和电动泵33进水口的进水软管32，其中，水箱下盖10上成型有一用于安装水箱过滤

器31的安装凹槽12，安装凹槽12位于储水腔高度最低区域。

[0032]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如图3所示，安装凹槽12位于水箱下盖10的中央且靠近水

箱下盖10的边沿设置。

[0033]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如图2至图4所示，出水部包括紧固在水箱下盖10上的出

水管37、连接电动泵33的出水口与出水管37的进水口的软管组，其中，水箱下盖10上成型有

与出水管37的出水口连接的喷水孔11，喷水孔11朝向抹布40分布；本方案中，如图5至图7所

示，抹布40一边沿上设置有一插销41，水箱主体20的一边沿处成型有供插销41插设的卡钩

部24，水箱下盖10的底端面上成型有槽体，槽体内设置有魔术贴50，魔术贴50和卡钩部2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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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抹布40的相向两侧以实现抹布40的有效定位，具有定位效果好的优点。

[0034]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如图2至图4所示，软管组包括紧固在水箱下盖10上的分

流阀35、连接电动泵33的出水口与分流阀35的进水口的出水软管34、连接分流阀35的出水

口与出水管37的进水口的连接软管36。

[0035]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如图3和图5所示，喷水孔11位于储水腔高度最低区域且

靠近水箱过滤器31设置。

[0036] 作为本方案的一实施例，如图2所示，水箱主体20上还成型有一注水口22，注水口

22上枢接有一封盖23，其中，注水口22位于储水腔高度最高区域。

[0037] 尽管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

列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实用新型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

容易地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实用

新型并不限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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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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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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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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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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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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