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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包括底

盘、墙角清扫装置、吸尘装置和拖地装置，墙角清

扫装置安装在底盘的右侧，吸尘装置安装在底盘

的中部，拖地装置安装在底盘的后侧，可由人工

推动底盘紧贴右侧墙角并向前移动，墙角清扫装

置均匀擦拭墙角，吸尘装置吸除途经的灰尘和垃

圾，底盘后部的拖地装置最后彻底清理经过的地

面部分，清理过程无需弯腰工作，自动化程度高，

劳动强度低，清理效率高，擦拭效果理想。本发明

可以解决目前人工清理墙角往往较为麻烦，需要

弯腰工作，这种清理方式擦拭效率较低，劳动强

度较大，擦拭效果不理想，并且长时间弯腰工作

对保洁员工的脊背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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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包括底盘(1)、墙角清扫装置(2)、吸尘装置(3)和拖地装置

(4)，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墙角清扫装置(2)安装在底盘(1)的右侧，吸尘装置(3)安装在底盘

(1)的中部，拖地装置(4)安装在底盘(1)的后侧，其中：

所述底盘(1)包括机架(11)、扶杆(12)和万向轮(13)，所述扶杆(12)通过焊接的方式安

装在机架(11)的后侧，机架(11)的底部前后左右对称地安装有万向轮(13)；

所述墙角清扫装置(2)包括侧板(21)、转筒(22)、清扫履带(23)、履带电机(24)、齿轮A

(25)和齿轮B(26)，所述机架(11)的右侧前后对称地安装有侧板(21)，两个转筒(22)分别通

过销轴安装在前后两个侧板(21)上，转筒(22)外侧周向均匀分布有凹槽，清扫履带(23)内

侧均匀分布有凸块，转筒(22)和清扫履带(23)通过凹槽与凸块啮合，履带电机(24)通过电

机座安装在前侧板(21)上，履带电机(24)轴上安装有齿轮A(25)，前侧的转筒(22)轴上安装

有齿轮B(26)，齿轮A(25)与齿轮B(26)啮合；

所述清扫履带(23)包括传动层(231)和和清扫层(232)，所述传动层(231)与转筒(22)

啮合，传动层(231)的外侧安装有清扫层(23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尘装置(3)包括

吸尘口(31)、尘盒(32)、滤网(33)、抽风机壳(34)、叶轮(35)和抽风电机(36)，所述尘盒(32)

安装在机架(11)的中部，吸尘口(31)安装在尘盒(32)前侧的机架(11)上，抽风机壳(34)安

装在尘盒(32)后侧的机架(11)上，尘盒(32)与抽风机壳(34)之间安装有滤网(33)，抽风电

机(36)通过电机座安装在抽风机壳(34)下方的机架(11)上，叶轮(35)安装在抽风电机(36)

轴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拖地装置(4)包括

握把(41)、连杆A(42)、连杆B(43)、连杆C(44)、拖板(45)和拖布(46)，所述握把(41)通过销

轴安装在扶杆(12)两侧边，连杆A(42)通过销轴安装在握把(41)上，连杆A(42)通过销轴与

连杆B(43)的前端连接，连杆B(43)中间通过销轴安装在机架(11)后侧的安装板上，连杆B

(43)的后端通过销轴安装在拖板(45)上，连杆C(44)的前端通过销轴安装在机架(11)后侧

的安装板上，连杆C(44)的后端通过销轴安装在拖板(45)上，拖布(46)安装在拖板(45)的下

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扫层(232)由内

侧的基底海绵和外侧均匀分布的刷板状海绵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扫层(232)和

拖布(46)可拆卸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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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保洁技术领域，具体的是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家庭、商场和酒店等环境进行地面和墙面清理时，灰尘和污物容易在墙角

处聚集，  而人工清理墙角往往较为麻烦，需要弯腰工作，这种清理方式擦拭效率较低，劳动

强度较大，  擦拭效果不理想，并且长时间弯腰工作对保洁员工的脊背健康会产生负面影

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解决目前人工清理墙角往往较为麻

烦，需  要弯腰工作，这种清理方式擦拭效率较低，劳动强度较大，擦拭效果不理想，并且长

时间弯  腰工作对保洁员工的脊背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包括

底盘、  墙角清扫装置、吸尘装置和拖地装置，墙角清扫装置安装在底盘的右侧，吸尘装置安

装在底  盘的中部，拖地装置安装在底盘的后侧，工作时由人工推动底盘紧贴右侧墙角并向

前移动，  墙角清扫装置均匀擦拭墙角，吸尘装置吸除途经的灰尘和垃圾，底盘后部的拖地

装置最后彻  底清理经过的地面部分，清理过程无需弯腰工作，自动化程度高，劳动强度低，

清理效率高，  擦拭效果理想。

[0005] 所述底盘包括机架、扶杆和万向轮，所述扶杆通过焊接的方式安装在机架的后侧，

机架 的底部前后左右对称地安装有万向轮；所述墙角清扫装置包括侧板、转筒、清扫履带、

履带 电机、齿轮A和齿轮B，所述机架的右侧前后对称地安装有侧板，两个转筒分别通过销

轴安  装在前后两个侧板上，转筒外侧周向均匀分布有凹槽，清扫履带内侧均匀分布有凸

块，转筒  和清扫履带通过凹槽与凸块啮合，履带电机通过电机座安装在前侧板上，履带电

机轴上安装  有齿轮A，前侧的转筒轴上安装有齿轮B，齿轮A与齿轮B啮合；所述清扫履带包

括传动层和  和清扫层，所述传动层与转筒啮合，传动层的外侧安装有清扫层，工作过程中，

履带电机通  过齿轮A和齿轮B啮合传动带动前侧的转筒转动，从而带动清扫履带和后侧的

转筒运转，墙  角清扫装置在工作过程中匀速运行，对墙角的清理效果良好稳定，无需保洁

员工弯腰工作，  擦拭效率高。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吸尘装置包括吸尘口、尘盒、滤网、抽风

机壳、 叶轮和抽风电机，所述尘盒安装在机架的中部，吸尘口安装在尘盒前侧的机架上，抽

风机壳  安装在尘盒后侧的机架上，尘盒与抽风机壳之间安装有滤网，抽风电机通过电机座

安装在抽  风机壳下方的机架上，叶轮安装在抽风电机轴上，工作时抽风电机带动叶轮高速

旋转，对尘  盒及吸尘口产生负压以吸除途中的灰尘和污物，并将灰尘和污物临时储存于尘

盒中，吸尘过 程自动高效进行，吸尘效率高，劳动强度低，吸尘效果好。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拖地装置包括握把、连杆A、连杆B、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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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拖板和拖布，所述握把通过销轴安装在扶杆两侧边，连杆A通过销轴安装在握把上，连杆

A  通过销轴与连杆B的前端连接，连杆B中间通过销轴安装在机架后侧的安装板上，连杆B的 

后端通过销轴安装在拖板上，连杆的前端通过销轴安装在机架后侧的安装板上，连杆C的后 

端通过销轴安装在拖板上，拖布安装在拖板的下方，工作时，保洁员工通过握紧握把可以使 

拖板和拖布向下压，这样可以方便地控制拖布擦拭地面的力度，无需弯腰工作，使用方便高 

效。

[0008] 工作时，由人工推动底盘紧贴右侧墙角并向前移动，墙角清扫装置均匀擦拭墙角，

吸尘  装置吸除途经的灰尘和垃圾，底盘后部的拖地装置最后彻底清理经过的地面部分，履

带电机  通过齿轮A和齿轮B啮合传动带动前侧的转筒转动，从而带动清扫履带和后侧的转

筒运转，  清扫装置在工作过程中匀速运行，抽风电机带动叶轮高速旋转，对尘盒及吸尘口

产生负压以 吸除途中的灰尘和污物，并将灰尘和污物临时储存与尘盒中，保洁员工通过握

紧握把可以使  托板和拖布向下压，这样可以方便地控制拖布擦拭地面的力度，清理过程无

需弯腰工作，自  动化程度高，劳动强度低，清理效率高，擦拭效果理想。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0] 1、本发明可以解决目前人工清理墙角往往较为麻烦，需要弯腰工作，这种清理方

式擦拭  效率较低，劳动强度较大，擦拭效果不理想，并且长时间弯腰工作对保洁员工的脊

背健康会  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

[0011] 2、本发明设计了带有海绵质直角刷板的墙角清扫装置，并以45°安装在底盘右侧，

可 以贴合墙角进行清扫擦拭，清扫过程方便高效。

[0012] 3、本发明设计了吸尘装置，可以自动清理由墙角清扫装置扫出的以及沿途的灰尘

和垃圾。

[0013] 4、本发明设计了可以方便控制下压力度的拖地装置，可以最后清理一遍经过的地

面，并  减轻保洁员工的工作强度。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机架和墙角清扫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清扫履带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底盘、吸尘装置和拖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  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0] 如图1到图4所示，一种智能扫地机器人，包括底盘1、墙角清扫装置2、吸尘装置3和 

拖地装置4，所述的墙角清扫装置2安装在底盘1的右侧，吸尘装置3安装在底盘1的中部，  拖

地装置4安装在底盘1的后侧，工作时由人工推动底盘1紧贴右侧墙角并向前移动，墙角  清

扫装置2均匀擦拭墙角，吸尘装置3吸除途经的灰尘和垃圾，底盘1后部的拖地装置4最  后彻

底清理经过的地面部分，清理过程无需弯腰工作，自动化程度高，劳动强度低，清理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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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擦拭效果理想。

[0021] 所述底盘1包括机架11、扶杆12和万向轮13，所述扶杆12通过焊接的方式安装在机

架  11的后侧，机架11的底部前后左右对称地安装有万向轮13；所述墙角清扫装置2包括侧

板  21、转筒22、清扫履带23、履带电机24、齿轮A25和齿轮B26，所述机架11的右侧前后对  称

地安装有侧板21，两个转筒22分别通过销轴安装在前后两个侧板21上，转筒22外侧周 向均

匀分布有凹槽，清扫履带23内侧均匀分布有凸块，转筒22和清扫履带23通过凹槽与凸  块啮

合，履带电机24通过电机座安装在前侧板21上，履带电机24轴上安装有齿轮A25，前  侧的转

筒22轴上安装有齿轮B26，齿轮A25与齿轮B26啮合；所述清扫履带23包括传动层  231和和清

扫层232，所述传动层231与转筒22啮合，传动层231的外侧安装有清扫层232，  工作过程中，

履带电机24通过齿轮A25和齿轮B26啮合传动带动前侧的转筒22转动，从而  带动清扫履带

23和后侧的转筒22运转，墙角清扫装置2在工作过程中匀速运行，对墙角的  清理效果良好

稳定，无需保洁员工弯腰工作，擦拭效率高。

[0022] 所述的吸尘装置3吸尘口31、包括尘盒32、滤网33、抽风机壳34、叶轮35和抽风电机

36，所述尘盒32安装在机架11的中部，吸尘口31安装在尘盒32前侧的机架11上，抽风机  壳

34安装在尘盒32后侧的机架11上，尘盒32与抽风机壳34之间安装有滤网33，抽风电  机36通

过电机座安装在抽风机壳34下方的机架11上，叶轮35安装在抽风电机36轴上，工  作时抽风

电机36带动叶轮35高速旋转，对尘盒32及吸尘口31产生负压以吸除途中的灰尘  和污物，并

将灰尘和污物临时储存于尘盒32中，吸尘过程自动高效进行，吸尘效率高，劳动 强度低，吸

尘效果好。

[0023] 所述的拖地装置4包括握把41、连杆A42、连杆B43、连杆C44、拖板45和拖布46，所 

述握把41通过销轴安装在扶杆12两侧边，连杆A42通过销轴安装在握把41上，连杆A42通  过

销轴与连杆B43的前端连接，连杆B43中间通过销轴安装在机架11后侧的安装板上，连杆 

B43的后端通过销轴安装在拖板45上，连杆C44的前端通过销轴安装在机架11后侧的安装 

板上，连杆C44的后端通过销轴安装在拖板45上，拖布46安装在托板45的下方，工作时，  保

洁员工通过握紧握把41可以使托板45和拖布46向下压，这样可以方便地控制拖布46擦  拭

地面的力度，无需弯腰工作，使用方便高效。

[0024] 工作时，由人工推动底盘1紧贴右侧墙角并向前移动，墙角清扫装置2均匀擦拭墙

角，  吸尘装置3吸除途经的灰尘和垃圾，底盘1后部的拖地装置4最后彻底清理经过的地面

部分， 履带电机24通过齿轮A25和齿轮B26啮合传动带动前侧的转筒22转动，从而带动清扫

履带  23和后侧的转筒22运转，墙角清扫装置2在工作过程中匀速运行，抽风电机36带动叶

轮35 高速旋转，对尘盒32及吸尘口31产生负压以吸除途中的灰尘和污物，并将灰尘和污物

临时  储存于尘盒32中，保洁员工通过握紧握把41可以使托板45和拖布46向下压，这样可以

方  便地控制拖布46擦拭地面的力度，清理过程无需弯腰工作，自动化程度高，劳动强度低，

清 理效率高，擦拭效果理想。

[002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  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  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  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

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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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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