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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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594795.2

(22)申请日 2016.07.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21407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2.14

(73)专利权人 哈尔滨万洲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15000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邮

政街434号哈工大科技园一楼107室

(72)发明人 马舜　万龙　仲杰　秦汉　黄体方　

黄永宪　

(74)专利代理机构 哈尔滨市松花江专利商标事

务所 23109

代理人 迟芳

(51)Int.Cl.

A47L 11/32(2006.01)

A47L 11/4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647682 A,2010.02.17,

CN 203599161 U,2014.05.21,

US 3518710 A,1970.07.07,

US 4368627 A,1983.01.18,

CN 2527217 Y,2002.12.25,

CN 2832038 Y,2006.11.01,

CN 104340730 A,2015.02.11,

审查员 赵士祯

 

(54)发明名称

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

(57)摘要

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本发明涉及一种地

毯清洗机，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的小型地毯清洗

机为手推式，清洗效率低、清洗不彻底的问题。清

洗机包括传动机构(A)、毛面刷洗机构(B)、背面

刷洗机构(C)、毛面刮水机构(D)和卷毯机构(E)，

毛面刷洗机构(B)设置在传动机构(A)中的一级

传送带(5)的上方，毛面刮水机构(D)设置在传动

机构(A)中的二级传送带(10)的上方，卷毯机构

(E)设置在二级传送带(10)的末端。本发明用于

清洗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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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所述清洗机包括传动机构(A)、毛面刷洗机构(B)、背面刷洗

机构(C)、毛面刮水机构(D)和卷毯机构(E)；

传动机构(A)包括机架(1)、前托架(2)、链传动减速电机(3)、传动主动轴(4)、一级传送

带(5)、主动链轮(6)、链条(7)、传动从动轴(8)、被动链轮(9)、二级传送带(10)、多个压辊

(11)，传动主动轴(4)与传动从动轴(8)平行设置在机架(1)的中部，前支撑轴(39)和后支撑

轴(35)分别设置在机架(1)的前后端，前支撑轴(39)的两端与前托架(2)固接，后支撑轴

(35)的两端与机架(1)固接，主动链轮(6)固装在传动主动轴(4)上，主动链轮(6)通过链条

(7)与被动链轮(9)连接，被动链轮(9)固装在传动从动轴(8)上，一级传送带(5)的一端套装

在传动主动轴(4)上，一级传送带(5)的另一端套装在前支撑轴(39)上，二级传送带(10)的

一端套装在传动从动轴(8)上，二级传送带(10)的另一端套装在后支撑轴(35)上，传动主动

轴(4)的输入端与链传动减速电机(3)连接，链传动减速电机(3)固装在机架(1)上，一级传

送带(5)和二级传送带(10)的上方均设置有压辊(11)，背面刷洗机构(C)设置在传动主动轴

(4)与传动从动轴(8)之间；

毛面刷洗机构(B)设置在一级传送带(5)的上方，毛面刮水机构(D)设置在二级传送带

(10)的上方，卷毯机构(E)设置在二级传送带(10)的末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背面刷洗机构(C)包括滚刷轴(40)、电动机(21)、滚刷(22)、过渡架

(23)、压板(25)和数个过渡片(24)，滚刷轴(40)的两端支撑在相对应的轴承座中，轴承座固

装在机架(1)上，滚刷轴(40)的输入端与电动机(21)连接，两个过渡架(23)对称安装在滚刷

轴(40)的两侧，两个过渡架(23)之间安装有滚刷(22)，数个过渡片(24)沿滚刷(22)的长度

均布设置，每个过渡片(24)插在被剃去刷毛的位置并固装在过渡架(23)上，压板(25)固定

在滚刷(22)的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其特征在于：一级传送带(5)上设置

有两个压辊(11)，二级传送带(10)上设置有两个压辊(11)。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毛面刷洗机构

(B)包括刷架(12)、步进电机(13)、刷头同步升降台(14)、带传动减速电机(16)、两个毛面刷

洗同步带轮(17)、毛面刷洗同步带(18)、两个毛面刷洗直线导轨(19)、多个喷洒装置(20)、

多个刷头(15)和多个刷头减速电机(38)，两个毛面刷洗直线导轨(19)平行设置，刷架(12)

水平设置在两个毛面刷洗直线导轨(19)之间，刷头同步升降台(14)设置在刷架(12)的下

面，刷头同步升降台(14)与刷架(12)固接，刷头同步升降台(14)与步进电机(13)连接，多个

刷头减速电机(38)沿同一直线布置且固装在刷架(12)上，多个刷头(15)设置在刷架(12)下

面，每个刷头(15)对应一个刷头减速电机(38)，且刷头(15)与刷头减速电机(38)输出轴连

接，刷架(12)的两端连接到毛面刷洗同步带(18)上，毛面刷洗同步带(18)的两端与相应的

毛面刷洗同步带轮(17)连接，其中一个毛面刷洗同步带轮(17)与带传动减速电机(16)连

接，多个喷洒装置(20)设置在刷架(12)的前侧且位于刷头(15)的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毛面刷洗直线导轨

(19)的截面为L形角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刷头(15)的数量为

四个。

6.根据权利要求1、2、4或5所述的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毛面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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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D)包括刮水减速电机(26)、刮水同步带(28)、滑台(29)、两个刮水直线导轨(30)、两个

喷水头(31)、两个刮水同步带轮(27)、两个弹性刮水板(32)和四个滑轮(33)，两个刮水直线

导轨(30)平行设置，滑台(29)设置在两个刮水直线导轨(30)之间，滑台(29)的两外侧的滑

轮(33)与刮水直线导轨(30)滑动连接，滑台(29)的底部安装有两个弹性刮水板(32)，两个

弹性刮水板(32)呈V形排布，且V形的尖部朝前设置，滑台(29)连接到刮水同步带(28)上，刮

水同步带(28)的两端与相应的刮水同步带轮(27)连接，其中一个刮水同步带轮(27)与刮水

减速电机(26)连接，每个弹性刮水板(32)的前面设置一个喷水头(3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水直线导轨(30)

的截面为矩形，其中矩形的一个直角位于顶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卷毯机构(E)包括

卷筒(34)、两个卷筒摆臂(36)和两个气撑(37)，两个卷筒摆臂(36)设置在卷筒(34)的两端，

卷筒(34)与卷筒摆臂(36)的一端铰接，卷筒摆臂(36)的另一端与机架(1)的立柱铰接，两个

气撑(37)与两个卷筒摆臂(36)一一对应，气撑(37)的一端与卷筒摆臂(36)铰接，气撑(37)

的另一端与机架(1)的横梁铰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卷筒(34)与后支撑

轴(35)之间具有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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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地毯清洗机，具体涉及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地毯在家庭、酒店及室外场合的普及，地毯清洗行业的发展速度变得越来越

快，因而高效的地毯清洗设备已经成为行业越来越迫切的需求。目前，国内地毯清洗机都是

一些手推式小型清洗设备，将清洗机放置在地毯上，喷洒洗涤剂在地毯表面，通过清洗机转

动的刷子来刷洗地毯，并将洗涤污物吸收进清洗机内。这种类型的清洗机只能针对小型地

毯进行简单的清洗，并不能对地毯彻底清洗。所以清洗效果不是很理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的小型地毯清洗机为手推式，清洗效率低、清洗不彻底的问

题，而提供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

[0004] 本发明的一种整体式地毯清洗机，所述清洗机包括传动机构、毛面刷洗机构、背面

刷洗机构、毛面刮水机构和卷毯机构，传动机构包括机架、前托架、链传动减速电机、传动主

动轴、一级传送带、主动链轮、链条、传动从动轴、被动链轮、二级传送带、多个压辊，传动主

动轴与传动从动轴平行设置在机架的中部，前支撑轴和后支撑轴分别设置在机架的前后

端，前支撑轴的两端与前托架固接，后支撑轴的两端与机架固接，主动链轮固装在传动主动

轴上，主动链轮通过链条与被动链轮连接，被动链轮固装在传动从动轴上，一级传送带的一

端套装在传动主动轴上，一级传送带的另一端套装在前支撑轴上，二级传送带的一端套装

在传动从动轴上，二级传送带的另一端套装在后支撑轴上，传动主动轴的输入端与链传动

减速电机连接，链传动减速电机固装在机架上，一级传送带和二级传送带的上方均设置有

压辊，背面刷洗机构设置在传动主动轴与传动从动轴之间，毛面刷洗机构设置在一级传送

带的上方，毛面刮水机构设置在二级传送带的上方，卷毯机构设置在二级传送带的末端。

[000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06] 一、本发明是由毛面刷洗机构、背面刷洗机构、毛面刮水机构和卷毯机构组成，通

过刷洗、刮水和卷毯将地毯清洗干净。本发明可以根据不同地毯的不同材质与尺寸，进行刷

头种类的快换和相关运动范围的控制，达到对地毯正反两面的最佳清洗效果。

[0007] 二、本发明可以同时刷洗地毯的毛面和背面。

[0008] 三、本发明的毛面刷洗机构B是采用往复式，从而使得刷洗更为彻底。

[0009] 四、本发明采用流水线式清洗方式，操作方便、高效，最大幅度地节省能源和人力。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立体图；

[0011] 图2是图1的后视立体图；

[0012] 图3是毛面刷洗机构B的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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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图4是背面刷洗机构C的立体图；

[0014] 图5是毛面刮水机构D的立体图；

[0015] 图6是本发明的外接电控柜40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和图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包括传动机构A、毛

面刷洗机构B、背面刷洗机构C、毛面刮水机构D和卷毯机构E，传动机构A包括机架1、前托架

2、链传动减速电机3、传动主动轴4、一级传送带5、主动链轮6、链条7、传动从动轴8、被动链

轮9、二级传送带10、多个压辊11，传动主动轴4与传动从动轴8平行设置在机架1的中部，前

支撑轴39和后支撑轴35分别设置在机架1的前后端，前支撑轴39的两端与前托架2固接，后

支撑轴35的两端与机架1固接，传动主动轴4和传动从动轴8的两端分别支撑在相应的轴承

座中，轴承座固装在机架1上，主动链轮6固装在传动主动轴4上，主动链轮6通过链条7与被

动链轮9连接，被动链轮9固装在传动从动轴8上，一级传送带5的一端套装在传动主动轴4

上，一级传送带5的另一端套装在前支撑轴39上，二级传送带10的一端套装在传动从动轴8

上，二级传送带10的另一端套装在后支撑轴35上，传动主动轴4的输入端与链传动减速电机

3连接，链传动减速电机3固装在机架1上，一级传送带5和二级传送带10的上方均设置有压

辊11，每个压辊11的两端支撑在相对应的轴承座中，该轴承座固装在机架1上；背面刷洗机

构C设置在传动主动轴4与传动从动轴8之间，毛面刷洗机构B设置在一级传送带5的上方，毛

面刮水机构D设置在二级传送带10的上方，卷毯机构E设置在二级传送带10的末端。机架1是

整个地毯清洗机的支撑部件。

[0017] 具体实施方式二：结合图1和图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一级传送带5上设

置有两个压辊11，二级传送带10上设置有两个压辊11。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

式一相同。

[0018] 具体实施方式三：结合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毛面刷洗机构B包括刷

架12、步进电机13、刷头同步升降台14、带传动减速电机16、两个毛面刷洗同步带轮17、毛面

刷洗同步带18、两个毛面刷洗直线导轨19、多个喷洒装置20、多个刷头15和多个刷头减速电

机38，两个毛面刷洗直线导轨19平行设置，刷架12水平设置在两个毛面刷洗直线导轨19之

间，刷头同步升降台14设置在刷架12的下面，刷头同步升降台14与刷架12固接，刷头同步升

降台14与步进电机13连接，步进电机13固装在刷架12上，多个刷头减速电机38沿同一直线

布置且固装在刷架12上，多个刷头15设置在刷架12下面，每个刷头15对应一个刷头减速电

机38，且刷头15与刷头减速电机38输出轴连接，刷头15同时与刷头同步升降台14固定，刷架

12的两端连接到毛面刷洗同步带18上，毛面刷洗同步带18的两端与相应的毛面刷洗同步带

轮17连接，其中一个毛面刷洗同步带轮17与与带传动减速电机16连接，带传动减速电机16

固装在机架1上，其中另一个毛面刷洗同步带轮17通过轴承座与机架1连接，多个喷洒装置

20设置在刷架12的前侧且位于刷头15的上方，喷洒装置20为现有技术。其它组成及连接关

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19] 具体实施方式四：结合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毛面刷洗直线导轨19的截

面为L形角板。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三相同。

[0020] 具体实施方式五：结合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刷头15的数量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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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四相同。

[0021] 具体实施方式六：结合图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背面刷洗机构C包括滚

刷轴40、电动机21、滚刷22、过渡架23、压板25和数个过渡片24，滚刷轴40的两端支撑在相对

应的轴承座中，轴承座固装在机架1上，滚刷轴40的输入端与电动机21连接，两个过渡架23

对称安装在滚刷轴40的两侧，两个过渡架23之间安装有滚刷22，数个过渡片24沿滚刷22的

长度均布设置，每个过渡片24插在被剃去刷毛的位置并固装在过渡架23上，压板25固定在

滚刷22的上方，压板25可以防止地毯翘曲。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二、四

或五相同。

[0022] 具体实施方式七：结合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毛面刮水机构D包括刮

水减速电机26、刮水同步带28、滑台29、两个刮水直线导轨30、两个喷水头31、两个刮水同步

带轮27、两个弹性刮水板32和四个滑轮33，

[0023] 两个刮水直线导轨30平行设置，滑台29设置在两个刮水直线导轨30之间，滑台29

的两外侧的滑轮33与刮水直线导轨30滑动连接，滑台29的底部安装有两片弹性刮水板32，

两个弹性刮水板32呈V形排布，且V形的尖部朝前设置，滑台29连接到刮水同步带28上，刮水

同步带28的两端与相应的刮水同步带轮27连接，其中一个刮水同步带轮27与刮水减速电机

26连接，每个弹性刮水板32的前面设置一个喷水头31。刮水同步带28在刮水减速电机26的

驱动下拉动滑台29做往复直线运动。两个弹性刮水板32的V字形排布有助于将浮水刮干净，

防止刮水时浮水从刮水板边缘流出，弄湿已经刮完水的表面。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

实施方式六相同。

[0024] 具体实施方式八：结合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刮水直线导轨30的截面

为矩形，其中矩形的一个直角位于顶端。这样设置便于滑轮33沿直角滑动。其它组成及连接

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七相同。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九：结合图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卷毯机构E包括卷筒34、

两个卷筒摆臂36和两个气撑37，两个卷筒摆臂36设置在卷筒34的两端，卷筒34与卷筒摆臂

36的一端铰接，卷筒摆臂36的另一端与机架1的立柱铰接，两个气撑37与两个卷筒摆臂36一

一对应，气撑37的一端与卷筒摆臂36铰接，气撑37的另一端与机架1的横梁铰接。卷筒34位

于后支撑轴35的上方。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八相同。

[0026] 具体实施方式十：结合图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卷筒34与后支撑轴35之

间具有间隙，该间隙为10mm～30mm。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九相同。

[002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28] 电控柜40中设置的第一工作按钮C1、第二工作按钮C2、第三工作按钮C3和第四工

作按钮C4；第一工作按钮C1与链传动减速电机3电连接，第二工作按钮C2与步进电机13电连

接，第三工作按钮C3与电动机21电连接，第四工作按钮C4与刮水减速电机26电连接；

[0029] ⑴、传动机构A传动原理：按下第一工作按钮C1，链传动减速电机3工作并带动传动

主动轴4转动，一级传送带5开始运动；传动主动轴4的另一端带动主动链轮6，通过链条7带

动被动链轮9使二级传送带10开始运动，从而实现一级传送带5和二级传送带10的同步运

动。

[0030] ⑵、地毯毛面刷洗：将待清洗的地毯的毛面朝上平放在前托架2上进行预处理并匀

速送进，之后地毯经过压辊11的压紧作用紧贴在一级传送带5上，此时按下第二工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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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毛面刷洗机构B开始工作，首先刷架12上的步进电机13转动，在丝杠螺母的作用下将刷

头同步升降台14降至一定高度，使刷头15能与地毯毛面接触；带传动减速电机16工作，带动

毛面刷洗同步带轮17旋转，毛面刷洗同步带轮17使毛面刷洗同步带18运动，刷架12在毛面

刷洗同步带18的拉动下沿着毛面刷洗直线导轨19做往复直线运动并使其上的喷洒装置20

将清水和洗涤剂喷洒到地毯毛面上。刷架12上的多个刷头15在刷头减速电机38的带动下开

始旋转，待地毯到达刷洗位置时便开始了毛面的刷洗过程。

[0031] ⑶、地毯背面刷洗：地毯到达一级传送带5末端时，将进入背面刷洗机构C，按下第

三工作按钮C3，电动机21工作并带动滚刷22旋转；地毯前端离开一级传送带5后搭在了过渡

架23上的过渡片24上，过渡架23代替了一级传送带5的支撑作用；地毯继续向后运动，地毯

的背面则开始与滚刷22接触，滚刷22高速旋转将地毯背面的污渍清理掉。压板25用来防止

地毯背面在清洗时向上翘，另外提供压力以使清洗效果更好。

[0032] ⑷、地毯毛面刮水：按下第四工作按钮C4，刮水减速电机26工作，带动刮水同步带

轮27旋转，刮水同步带轮27使刮水同步带28运动，滑台29在刮水同步带28的拉动下沿着刮

水直线导轨30做往复直线运动，并使其上的喷水头31向地毯上喷水，喷水头31将地毯毛面

的残余洗涤剂扫除。

[0033] ⑸、卷毯：地毯前端到达卷筒34与后支撑轴35之间的间隙处时，操作者手工将地毯

前端卷到卷筒34上2到3层，之后便可离开，此时地毯将顺着卷曲的趋势自动卷成一捆。待地

毯卷曲完成，操作者抬起卷筒摆臂36，拿走地毯。由于卷筒摆臂36靠气撑37支撑，因此抬起

卷筒的过程无需操作者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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