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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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403252.9

(22)申请日 2017.12.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03528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15

(73)专利权人 江苏毛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

道马鞍中心社区付云组

(72)发明人 易俊杰　卢政　邱小林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禾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320

代理人 徐莉芳

(51)Int.Cl.

E01H 1/00(2006.01)

E01D 19/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499422 U,2017.09.19,

CN 106725128 A,2017.05.31,

CN 205711891 U,2016.11.23,

CN 106351157 A,2017.01.25,

CN 205711944 U,2016.11.23,

US 2005144746 A1,2005.07.07,

审查员 杨敏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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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理装置，尤其涉及一种桥

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提供一种省时省力、清理干净、工作效率高的

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

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

置，包括有固定板等；第一移动装置顶部连接有

固定板，固定板前侧中部安装有左右移动装置，

左右移动装置的移动部件底部安装有清洗装置。

本发明通过控制左右移动装置工作，带动清洗装

置左右运动，对伸缩缝进行清洗，于此同时，操作

人员并移动第一移动装置使本发明移动，对桥梁

伸缩缝内进行全面清理，从而达到了省时省力、

清洗效果高、方便移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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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固定板（1）、第一移动装置（2）、左

右移动装置（3）和清洗装置（4），第一移动装置（2）顶部连接有固定板（1），固定板（1）前侧中

部安装有左右移动装置（3），左右移动装置（3）的移动部件底部安装有清洗装置（4）；第一移

动装置（2）包括有推车板（201）、第一安装杆（202）、轮子（203）和推手（204），推车板（201）底

部周围安装有第一安装杆（202），第一安装杆（202）底端安装有轮子（203），推车板（201）顶

部左侧安装有推手（204）；左右移动装置（3）包括有第一滑块（302）、第一连接杆（303）、齿条

（304）、电机（305）、转杆（306）和齿轮（307），固定板（1）前侧中部开有第一滑槽（301），第一

滑槽（301）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302），第一滑块（302）前侧连接有第一连接杆（303），第

一连接杆（303）前端连接有齿条（304），固定板（1）前侧中部安装有电机（305），电机（305）前

侧的输出轴上连接有转杆（306），转杆（306）前端安装有齿轮（307），齿轮（307）与齿条（304）

啮合，齿条（304）与清洗装置（4）连接；清洗装置（4）包括有第一滑轨（401）、第二滑块（402）、

第一气缸（403）、第二连接杆（404）和第一毛刷（405），齿条（304）底部连接有第一滑轨

（401），第一滑轨（401）左侧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402），齿条（304）底部连接有第一气缸

（403），第一滑轨（401）位于第一气缸（403）的右侧，第一气缸（403）底端与第二滑块（402）顶

部连接，第二滑块（402）左侧连接有第二连接杆（404），第二连接杆（404）底端连接有第一毛

刷（405），第一毛刷（405）为网状；还包括有喷水装置（5），推车板（201）顶部后侧安装有喷水

装置（5），喷水装置（5）包括有水箱（501）、水泵（502）、出水管（503）和进水管（504），推车板

（201）顶部后侧安装有水箱（501），水箱（501）内设有水泵（502），水泵（502）上连接有出水管

（503），出水管（503）顶端穿出水箱（501）并与第一毛刷（405）连接，水箱（501）顶部右侧连接

有进水管（504）；还包括有清理机构（6），推车板（201）底部安装有清理机构（6），清理机构

（6）包括有第二滑轨（601）、第三滑块（602）、支杆（603）、第二毛刷（604）、第二安装杆（605）

和第四滑块（607），推车板（201）底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滑轨（601），第二滑轨（601）上滑动式

设有第三滑块（602），第三滑块（602）底部连接有支杆（603），支杆（603）底端连接有第二毛

刷（604），第二毛刷（604）位于第一毛刷（405）右侧，第三滑块（602）左侧连接有第二安装杆

（605），第二连接杆（404）右侧开有第二滑槽（606），第二滑槽（606）上滑动式设有第四滑块

（607），第四滑块（607）右侧与第二安装杆（605）左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蓄电池

（7）和太阳能板（8），固定板（1）右侧上部安装有蓄电池（7），固定板（1）顶部安装有太阳能板

（8），蓄电池（7）与太阳能板（8）有电路连接，蓄电池（7）与电机（305）有电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第二气缸

（9）和固定块（10），推车板（201）底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气缸（9），第二气缸（9）底部连接有固

定块（1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橡胶套

（11），推手（204）上设有橡胶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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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理装置，尤其涉及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指的是为道路跨越天然或人工障碍物而修建的建筑物，它架设在江河湖海

上，使车辆行人等能顺利通行。桥梁一般由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和附属构造物组成，上部结

构主要指桥跨结构和支座系统；下部结构包括桥台、桥墩和基础；附属构造物则指桥头搭

板、锥形护坡、护岸、导流工程等。桥梁按照结构体系划分，有梁式桥、拱桥、刚架桥、悬索承

重（悬索桥、斜拉桥）四种基本体系。

[0003] 建筑伸缩缝即伸缩缝，是指为防止建筑物构件由于气候温度变化（热胀、冷缩），使

结构产生裂缝或破坏而沿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施工缝方向的适当部位设置的一条构造缝。伸

缩缝是将基础以上的建筑构件如墙体、楼板、屋顶（木屋顶除外）等分成两个独立部分，使建

筑物或构筑物沿长方向可做水平伸缩。

[0004] 为满足桥面变形的要求，通常在两梁端之间、梁端与桥台之间或桥梁的铰接位置

上设置伸缩缝，长年累月，伸缩缝内会积累许多杂物，目前采用的是人工手动清理的方式清

理伸缩缝内的杂物，这种方式存在费时费力、清理不干净、工作效率低的缺点，因此亟需研

发一种省时省力、清理干净、工作效率高的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为了克服人工手动清理存在费时费力、清理不干净、工作效率低的缺点，本

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省时省力、清理干净、工作效率高的桥梁伸缩缝用清理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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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包括有

固定板、第一移动装置、左右移动装置和清洗装置，第一移动装置顶部连接有固定板，固定

板前侧中部安装有左右移动装置，左右移动装置的移动部件底部安装有清洗装置。

[0009] 优选地，第一移动装置包括有推车板、第一安装杆、轮子和推手，推车板底部周围

安装有第一安装杆，第一安装杆底端安装有轮子，推车板顶部左侧安装有推手。

[0010] 优选地，左右移动装置包括有第一滑块、第一连接杆、齿条、电机、转杆和齿轮，固

定板前侧中部开有第一滑槽，第一滑槽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第一滑块前侧连接有第一

连接杆，第一连接杆前端连接有齿条，固定板前侧中部安装有电机，电机前侧的输出轴上连

接有转杆，转杆前端安装有齿轮，齿轮与齿条啮合，齿条与清洗装置连接。

[0011] 优选地，清洗装置包括有第一滑轨、第二滑块、第一气缸、第二连接杆和第一毛刷，

齿条底部连接有第一滑轨，第一滑轨左侧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齿条底部连接有第一气缸，

第一滑轨位于第一气缸的右侧，第一气缸底端与第二滑块顶部连接，第二滑块左侧连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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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连接杆，第二连接杆底端连接有第一毛刷，第一毛刷为网状。

[0012] 优选地，还包括有喷水装置，推车板顶部后侧安装有喷水装置，喷水装置包括有水

箱、水泵、出水管和进水管，推车板顶部后侧安装有水箱，水箱内设有水泵，水泵上连接有出

水管，出水管顶端穿出水箱并与第一毛刷连接，水箱顶部右侧连接有进水管。

[0013] 优选地，还包括有清理机构，推车板底部安装有清理机构，清理机构包括有第二滑

轨、第三滑块、支杆、第二毛刷、第二安装杆和第四滑块，推车板底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滑轨，

第二滑轨上滑动式设有第三滑块，第三滑块底部连接有支杆，支杆底端连接有第二毛刷，第

二毛刷位于第一毛刷右侧，第三滑块左侧连接有第二安装杆，第二连接杆右侧开有第二滑

槽，第二滑槽上滑动式设有第四滑块，第四滑块右侧与第二安装杆左端连接。

[0014] 优选地，还包括有蓄电池和太阳能板，固定板右侧上部安装有蓄电池，固定板顶部

安装有太阳能板，蓄电池与太阳能板有电路连接，蓄电池与电机有电路连接。

[0015] 优选地，还包括有第二气缸和固定块，推车板底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气缸，第二气缸

底部连接有固定块。

[0016] 优选地，还包括有橡胶套，推手上设有橡胶套。

[0017] 工作原理：当需要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理时，将本发明移动至指定位置，控制清

洗装置使清洗装置的清洗部件与桥梁伸缩缝内接触，控制左右移动装置工作，带动清洗装

置左右移动，操作人员移动第一移动装置使本发明移动，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全面清理。清

理完毕后，停止移动第一移动装置，控制左右移动装置停止工作，控制清洗装置的伸缩部件

复位，使清洗装置的清洗部件与桥梁伸缩缝内脱离，再将本发明移动至初始位置。

[0018] 因为第一移动装置包括有推车板、第一安装杆、轮子和推手，推车板底部周围安装

有第一安装杆，第一安装杆底端安装有轮子，推车板顶部左侧安装有推手。当需要移动本发

明时，操作人员握住推手推动本发明，使本发明移动，移动至指定位置后，停止推动本发明。

从而使移动本发明更加方便。

[0019] 因为左右移动装置包括有第一滑块、第一连接杆、齿条、电机、转杆和齿轮，固定板

前侧中部开有第一滑槽，第一滑槽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第一滑块前侧连接有第一连接

杆，第一连接杆前端连接有齿条，固定板前侧中部安装有电机，电机前侧的输出轴上连接有

转杆，转杆前端安装有齿轮，齿轮与齿条啮合，齿条与清洗装置连接。当需要对桥梁伸缩缝

内进行清理时，控制电机正反交替转动，带动转杆正反交替转动，带动齿轮正反交替转动，

带动齿条左右运动，清洗装置的清洗部件随之左右运动，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理。清理完

毕后，关闭电机。从而使清理更加有效。

[0020] 因为清洗装置包括有第一滑轨、第二滑块、第一气缸、第二连接杆和第一毛刷，齿

条底部连接有第一滑轨，第一滑轨左侧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齿条底部连接有第一气缸，第

一滑轨位于第一气缸的右侧，第一气缸底端与第二滑块顶部连接，第二滑块左侧连接有第

二连接杆，第二连接杆底端连接有第一毛刷，第一毛刷为网状。控制气缸伸长，使第一毛刷

与桥梁伸缩缝内接触，当齿条左右运动时，带动第一滑轨左右运动，第一毛刷随之左右运

动，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理。

[0021] 因为还包括有喷水装置，推车板顶部后侧安装有喷水装置，喷水装置包括有水箱、

水泵、出水管和进水管，推车板顶部后侧安装有水箱，水箱内设有水泵，水泵上连接有出水

管，出水管顶端穿出水箱并与第一毛刷连接，水箱顶部右侧连接有进水管。当第一毛刷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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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理时，操作人员往水箱内倒水，当水箱内的水满时，操作人员启

动水泵工作，水通过出水管喷出，喷在第一毛刷上，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理。清理完毕后，

关闭水泵。从而使桥梁伸缩缝内清理的更加干净。

[0022] 因为还包括有清理机构，推车板底部安装有清理机构，清理机构包括有第二滑轨、

第三滑块、支杆、第二毛刷、第二安装杆和第四滑块，推车板底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滑轨，第二

滑轨上滑动式设有第三滑块，第三滑块底部连接有支杆，支杆底端连接有第二毛刷，第二毛

刷位于第一毛刷右侧，第三滑块左侧连接有第二安装杆，第二连接杆右侧开有第二滑槽，第

二滑槽上滑动式设有第四滑块，第四滑块右侧与第二安装杆左端连接。当第二连接杆左右

运动时，带动第四滑块左右运动，带动第二安装杆左右运动，第二毛刷随之左右运动，对桥

梁伸缩缝内较大的杂物进行清理。可防止较大的杂物卡在第一毛刷上。

[0023] 因为还包括有蓄电池和太阳能板，固定板右侧上部安装有蓄电池，固定板顶部安

装有太阳能板，蓄电池与太阳能板有电路连接，蓄电池与电机有电路连接。当有阳光照射在

太阳能板上时，太阳能板吸收到的太阳光转化成电能，蓄电池存储电能，蓄电池能够对电机

供电，达到节能的效果。

[0024]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气缸和固定块，推车板底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气缸，第二气缸底

部连接有固定块，初始时，固定块与地面接触，本发明不能移动。当需要移动本发明时，控制

第二气缸缩短，带动固定块向上运动，使固定块与地面脱离，即可移动本发明。移动到指定

位置后，控制第二气缸伸长，带动固定块向下运动，使固定块与地面接触，本发明不能移动。

[0025] 因为还包括有橡胶套，推手上设有橡胶套。橡胶套可增大摩擦力，防止操作人员在

移动本发明时手滑。

[0026] （3）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通过控制左右移动装置工作，带动清洗装置左右运动，对伸缩缝进行清洗，

于此同时，操作人员并移动第一移动装置使本发明移动，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全面清理，从

而达到了省时省力、清洗效果高、方便移动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的第二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的第三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的第四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3] 附图中的标记为：1-固定板，2-第一移动装置，201-推车板，202-第一安装杆，203-

轮子，204-推手，3-左右移动装置，301-第一滑槽，302-第一滑块，303-第一连接杆，304-齿

条，305-电机，306-转杆，307-齿轮，4-清洗装置，401-第一滑轨，402-第二滑块，403-第一气

缸，404-第二连接杆，405-第一毛刷，5-喷水装置，501-水箱，502-水泵，503-出水管，504-进

水管，6-清理机构，601-第二滑轨，602-第三滑块，603-支杆，604-第二毛刷，605-第二安装

杆，606-第二滑槽，607-第四滑块，7-蓄电池，8-太阳能板，9-第二气缸，10-固定块，11-橡胶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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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5] 实施例1

[0036] 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如图1-5所示，包括有固定板1、第一移动装置2、左右

移动装置3和清洗装置4，第一移动装置2顶部连接有固定板1，固定板1前侧中部安装有左右

移动装置3，左右移动装置3的移动部件底部安装有清洗装置4。

[0037] 实施例2

[0038] 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如图1-5所示，包括有固定板1、第一移动装置2、左右

移动装置3和清洗装置4，第一移动装置2顶部连接有固定板1，固定板1前侧中部安装有左右

移动装置3，左右移动装置3的移动部件底部安装有清洗装置4。

[0039] 第一移动装置2包括有推车板201、第一安装杆202、轮子203和推手204，推车板201

底部周围安装有第一安装杆202，第一安装杆202底端安装有轮子203，推车板201顶部左侧

安装有推手204。

[0040] 实施例3

[0041] 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如图1-5所示，包括有固定板1、第一移动装置2、左右

移动装置3和清洗装置4，第一移动装置2顶部连接有固定板1，固定板1前侧中部安装有左右

移动装置3，左右移动装置3的移动部件底部安装有清洗装置4。

[0042] 第一移动装置2包括有推车板201、第一安装杆202、轮子203和推手204，推车板201

底部周围安装有第一安装杆202，第一安装杆202底端安装有轮子203，推车板201顶部左侧

安装有推手204。

[0043] 左右移动装置3包括有第一滑块302、第一连接杆303、齿条304、电机305、转杆306

和齿轮307，固定板1前侧中部开有第一滑槽301，第一滑槽301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302，

第一滑块302前侧连接有第一连接杆303，第一连接杆303前端连接有齿条304，固定板1前侧

中部安装有电机305，电机305前侧的输出轴上连接有转杆306，转杆306前端安装有齿轮

307，齿轮307与齿条304啮合，齿条304与清洗装置4连接。

[0044] 实施例4

[0045] 一种桥梁伸缩缝用清理装置，如图1-5所示，包括有固定板1、第一移动装置2、左右

移动装置3和清洗装置4，第一移动装置2顶部连接有固定板1，固定板1前侧中部安装有左右

移动装置3，左右移动装置3的移动部件底部安装有清洗装置4。

[0046] 第一移动装置2包括有推车板201、第一安装杆202、轮子203和推手204，推车板201

底部周围安装有第一安装杆202，第一安装杆202底端安装有轮子203，推车板201顶部左侧

安装有推手204。

[0047] 左右移动装置3包括有第一滑块302、第一连接杆303、齿条304、电机305、转杆306

和齿轮307，固定板1前侧中部开有第一滑槽301，第一滑槽301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302，

第一滑块302前侧连接有第一连接杆303，第一连接杆303前端连接有齿条304，固定板1前侧

中部安装有电机305，电机305前侧的输出轴上连接有转杆306，转杆306前端安装有齿轮

307，齿轮307与齿条304啮合，齿条304与清洗装置4连接。

[0048] 清洗装置4包括有第一滑轨401、第二滑块402、第一气缸403、第二连接杆404和第

一毛刷405，齿条304底部连接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轨401左侧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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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条304底部连接有第一气缸403，第一滑轨401位于第一气缸403的右侧，第一气缸403底端

与第二滑块402顶部连接，第二滑块402左侧连接有第二连接杆404，第二连接杆404底端连

接有第一毛刷405，第一毛刷405为网状。

[0049] 还包括有喷水装置5，推车板201顶部后侧安装有喷水装置5，喷水装置5包括有水

箱501、水泵502、出水管503和进水管504，推车板201顶部后侧安装有水箱501，水箱501内设

有水泵502，水泵502上连接有出水管503，出水管503顶端穿出水箱501并与第一毛刷405连

接，水箱501顶部右侧连接有进水管504。

[0050] 还包括有清理机构6，推车板201底部安装有清理机构6，清理机构6包括有第二滑

轨601、第三滑块602、支杆603、第二毛刷604、第二安装杆605和第四滑块607，推车板201底

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滑轨601，第二滑轨601上滑动式设有第三滑块602，第三滑块602底部连

接有支杆603，支杆603底端连接有第二毛刷604，第二毛刷604位于第一毛刷405右侧，第三

滑块602左侧连接有第二安装杆605，第二连接杆404右侧开有第二滑槽606，第二滑槽606上

滑动式设有第四滑块607，第四滑块607右侧与第二安装杆605左端连接。

[0051] 还包括有蓄电池7和太阳能板8，固定板1右侧上部安装有蓄电池7，固定板1顶部安

装有太阳能板8，蓄电池7与太阳能板8有电路连接，蓄电池7与电机305有电路连接。

[0052] 还包括有第二气缸9和固定块10，推车板201底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气缸9，第二气缸

9底部连接有固定块10。

[0053] 还包括有橡胶套11，推手204上设有橡胶套11。

[0054] 工作原理：当需要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理时，将本发明移动至指定位置，控制清

洗装置4使清洗装置4的清洗部件与桥梁伸缩缝内接触，控制左右移动装置3工作，带动清洗

装置4左右移动，操作人员移动第一移动装置2使本发明移动，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全面清

理。清理完毕后，停止移动第一移动装置2，控制左右移动装置3停止工作，控制清洗装置4的

伸缩部件复位，使清洗装置4的清洗部件与桥梁伸缩缝内脱离，再将本发明移动至初始位

置。

[0055] 因为第一移动装置2包括有推车板201、第一安装杆202、轮子203和推手204，推车

板201底部周围安装有第一安装杆202，第一安装杆202底端安装有轮子203，推车板201顶部

左侧安装有推手204。当需要移动本发明时，操作人员握住推手204推动本发明，使本发明移

动，移动至指定位置后，停止推动本发明。从而使移动本发明更加方便。

[0056] 因为左右移动装置3包括有第一滑块302、第一连接杆303、齿条304、电机305、转杆

306和齿轮307，固定板1前侧中部开有第一滑槽301，第一滑槽301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块

302，第一滑块302前侧连接有第一连接杆303，第一连接杆303前端连接有齿条304，固定板1

前侧中部安装有电机305，电机305前侧的输出轴上连接有转杆306，转杆306前端安装有齿

轮307，齿轮307与齿条304啮合，齿条304与清洗装置4连接。当需要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

理时，控制电机305正反交替转动，带动转杆306正反交替转动，带动齿轮307正反交替转动，

带动齿条304左右运动，清洗装置4的清洗部件随之左右运动，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理。清

理完毕后，关闭电机305。从而使清理更加有效。

[0057] 因为清洗装置4包括有第一滑轨401、第二滑块402、第一气缸403、第二连接杆404

和第一毛刷405，齿条304底部连接有第一滑轨401，第一滑轨401左侧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块

402，齿条304底部连接有第一气缸403，第一滑轨401位于第一气缸403的右侧，第一气缸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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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端与第二滑块402顶部连接，第二滑块402左侧连接有第二连接杆404，第二连接杆404底

端连接有第一毛刷405，第一毛刷405为网状。控制气缸伸长，使第一毛刷405与桥梁伸缩缝

内接触，当齿条304左右运动时，带动第一滑轨401左右运动，第一毛刷405随之左右运动，对

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理。

[0058] 因为还包括有喷水装置5，推车板201顶部后侧安装有喷水装置5，喷水装置5包括

有水箱501、水泵502、出水管503和进水管504，推车板201顶部后侧安装有水箱501，水箱501

内设有水泵502，水泵502上连接有出水管503，出水管503顶端穿出水箱501并与第一毛刷

405连接，水箱501顶部右侧连接有进水管504。当第一毛刷405左右运动对桥梁伸缩缝内进

行清理时，操作人员往水箱501内倒水，当水箱501内的水满时，操作人员启动水泵502工作，

水通过出水管503喷出，喷在第一毛刷405上，对桥梁伸缩缝内进行清理。清理完毕后，关闭

水泵502。从而使桥梁伸缩缝内清理的更加干净。

[0059] 因为还包括有清理机构6，推车板201底部安装有清理机构6，清理机构6包括有第

二滑轨601、第三滑块602、支杆603、第二毛刷604、第二安装杆605和第四滑块607，推车板

201底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滑轨601，第二滑轨601上滑动式设有第三滑块602，第三滑块602底

部连接有支杆603，支杆603底端连接有第二毛刷604，第二毛刷604位于第一毛刷405右侧，

第三滑块602左侧连接有第二安装杆605，第二连接杆404右侧开有第二滑槽606，第二滑槽

606上滑动式设有第四滑块607，第四滑块607右侧与第二安装杆605左端连接。当第二连接

杆404左右运动时，带动第四滑块607左右运动，带动第二安装杆605左右运动，第二毛刷604

随之左右运动，对桥梁伸缩缝内较大的杂物进行清理。可防止较大的杂物卡在第一毛刷405

上。

[0060] 因为还包括有蓄电池7和太阳能板8，固定板1右侧上部安装有蓄电池7，固定板1顶

部安装有太阳能板8，蓄电池7与太阳能板8有电路连接，蓄电池7与电机305有电路连接。当

有阳光照射在太阳能板8上时，太阳能板8吸收到的太阳光转化成电能，蓄电池7存储电能，

蓄电池7能够对电机305供电，达到节能的效果。

[0061]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气缸9和固定块10，推车板201底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气缸9，第二

气缸9底部连接有固定块10，初始时，固定块10与地面接触，本发明不能移动。当需要移动本

发明时，控制第二气缸9缩短，带动固定块10向上运动，使固定块10与地面脱离，即可移动本

发明。移动到指定位置后，控制第二气缸9伸长，带动固定块10向下运动，使固定块10与地面

接触，本发明不能移动。

[0062] 因为还包括有橡胶套11，推手204上设有橡胶套11。橡胶套11可增大摩擦力，防止

操作人员在移动本发明时手滑。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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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