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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

的清洁车及使用方法，它包括搭载清洁装置的移

动小车，所述移动小车的底板前端安装有进行拾

取落叶的吸盘装置；拾取后的落叶通过栅板进行

脱离，栅板后安装有用于落叶传送的传送装置，

所述传送装置的末端对接有集叶箱并将落叶进

行收集，进而完成落叶的拾取、传送和收集全过

程；所述集叶箱采用可拆卸方式定位安装在移动

小车的底板上。该清洁车有效提高了落叶清扫效

率，且能够适用于道路、草坪、以各类球场场地落

叶清扫，同时易于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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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搭载清洁装置的移动小

车，所述移动小车的底板（103）前端安装有进行拾取落叶的吸盘装置（5）；拾取后的落叶通

过栅板（7）进行脱离，栅板（7）后安装有用于落叶传送的传送装置（4），所述传送装置（4）的

末端对接有集叶箱（3）并将落叶进行收集，进而完成落叶的拾取、传送和收集全过程；所述

集叶箱（3）采用可拆卸方式定位安装在移动小车的底板（103）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

小车包括底板（103），所述底板（103）顶部安装有四个车轮（104），底部安装有吸盘装置（5）、

驱动装置（6）、传送装置（4）和集叶箱（3），所述底板（103）前端加工有有槽口用于安装滚筒

（601），移动小车还包括用于作业人员推动的把手（102），所述小车通过车体外壳（101）封

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

装置（6）包括电机驱动的滚筒（601），所述滚筒（601）侧面设置有空心转动轴，空心转动轴架

设在第一支撑板（603）和第二支撑板（605）之间，所述第一支撑板（603）和第二支撑板（605）

固定在底板（103）上，所述滚筒（601）一侧轴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602），所述第一皮带轮

（602）通过第一皮带（604）与电机（12）轴端安装的第三皮带轮（11）外槽配合传动，所述电机

（12）通过电机架（10）固定在传送带（401）与滚筒（601）之间的底板上，所述电机（12）轴安装

有第三皮带轮（11），所述第三皮带轮（11）为双槽轮，其中外槽通过第一皮带（604）连接到滚

筒（601）轴端第一皮带轮（602）上，内槽通过第二皮带（409）连接到第二皮带轮（408）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

（601）包括均布的多块隔板，每块隔板上安装有多个缓冲式吸盘座（5），所述缓冲式吸盘座

（5）包括自润滑锁紧套筒（504），自润滑锁紧套筒（504）外部设有外螺纹，通过第一螺母

（505）和第二螺母（506）固定在滚筒隔板安装孔内，所述自润滑锁紧套筒（504）后端安装有

气管快插接头（507），用于连接支气管（18），所述自润滑锁紧套筒（504）前端设置有缓冲支

杆（502）与缓冲弹簧（503），所述缓冲支杆（502）一端滑套在自润滑锁紧套筒（504）内，另一

端安装有波纹吸盘（501），所述缓冲弹簧（503）套在缓冲支杆（502）外部，通过缓冲支杆

（502）前端轴环与自润滑锁紧套筒（504）端面定位。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

（601）内还安装有第一主气管（16），所述第一主气管（16）穿过滚筒（601）一侧空心轴与第二

主气管（13）通过回转接头（14）连接，实现第一主气管（16）的回转功能，所述回转接头（17）

安装在第二支撑板（605）上，所述第一主气管（16）一端安装有安装有立体六通接头（15），另

一端安装有立体五通接头（17），所述立体六通接头（15）的四个个分支口与立体五通接头

（17）的四个分支口设置为45度交叉分布，多个分支口分别连接有第二支气管（18），所述第

二支气管（18）设置有多根分叉管，分别与滚筒（601）隔板上固定的缓冲式吸盘座尾端的快

接插头（507）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

装置（6）还包括供电蓄电池（9）和小型吸气机（8）；所述蓄电池（9）和小型吸气机（8）布置在

传送带（401）下方的底板（103）上，所述小型吸气机（8）通过螺栓固定在底板（103）上，由蓄

电池（9）供电工作，吸气管口与第二主气管（13）连接，所述第二主气管（13）与第一主气管

（16）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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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

装置（4）包括用于将落叶从波纹吸盘（501）上脱离的栅板（7），所述栅板（7）布置有多个槽

口，倾斜角架设在第四支撑板（402）与第三支撑板（407），栅板（7）槽口恰好使缓冲式吸盘座

的缓冲支杆（502）通过，通过时破坏波纹吸盘（501）真空状态将树叶剥离，所述第四支撑板

（402）与第三支撑板（407）固定在底板（103）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

装置（4）还包括安装在栅板后方的传送带（401），所述传送带（401）通过第一转动轴（403）和

第二转动轴（405）驱动，所述第一转动轴（403）为主动轴，架设在第四支撑板（402）与第三支

撑板（407）之间，一侧轴端安装有第二皮带轮（408），所述第二转动（405）为从动轴，架设在

第五支撑板（404）和第六支撑板（406）之间，所述第五支撑板（404）和第六支撑板（406）固定

在底板（103）上，所述传送带（401）一端设置在栅板（7）下方，低于栅板（7）下平面，另一端设

在集叶箱（3）侧面箱板上方，且超过箱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集叶

箱（3）通过底板（103）上安装的四个集叶箱地脚（2）固定在传送装置后方，落叶通过栅板（7）

剥离后，再经过传送带送入集叶箱（3），所述集叶箱（3）带落叶装满后可以取出清理或更换。

10.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Step1：将清洁车推至需要清洁落叶的场地，并启动电机与小型吸气机；

Step2：待电机与吸气机转动平稳后，推动小车向前行驶，经过有落叶的区域，通过旋转

的吸附装置拾取落叶，进过栅板剥离，再通过传送装置将落叶送至集叶箱；

Step3：待落叶清扫完毕后，关闭电机与吸气机，取出集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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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及使用方法，具体地说是一种通

过真空吸盘拾取落叶，并将落叶送入集叶箱的清洁车，属于环境清洁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桥随着我国城市化建速度的加快，城市绿化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我国城市绿化带

上种植的树木，到了秋季大部分树上的树叶会自动落到路面上，人工清扫费时费力，这不仅

影响了城市的防火安全，还影响了城市的形象。

[0003] 目前市场上一般采用吹吸叶机或者采用全自动扫地车，前者使用小型柴油机作为

动力，具有噪音大、体积笨重、会产生废气污染缺点；后者清扫效率高但制造成本高，且体积

较大，灵活性较差。此外，对于像足球场、篮球场等场地落叶以上工具都不具有很好的清扫

效果，尤其是针对足球场人造草坪落叶的清扫，还不具有专门的清扫落叶的装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该

清洁车有效提高了落叶清扫效率，且能够适用于道路、草坪、以各类球场场地落叶清扫，同

时易于生产制造。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的技术特征，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

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搭载清洁装置的移动小车，所述移动小车的底板前端安

装有进行拾取落叶的吸盘装置；拾取后的落叶通过栅板进行脱离，栅板后安装有用于落叶

传送的传送装置，所述传送装置的末端对接有集叶箱并将落叶进行收集，进而完成落叶的

拾取、传送和收集全过程；所述集叶箱采用可拆卸方式定位安装在移动小车的底板上。

[0006] 所述移动小车包括底板，所述底板顶部安装有四个车轮，底部安装有吸盘装置、驱

动装置、传送装置和集叶箱，所述底板前端加工有有槽口用于安装滚筒，移动小车还包括用

于作业人员推动的把手，所述小车通过车体外壳封闭。

[0007]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电机驱动的滚筒，所述滚筒侧面设置有空心转动轴，空心转动

轴架设在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之间，所述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固定在底板上，所

述滚筒一侧轴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所述第一皮带轮通过第一皮带与电机轴端安装的第三

皮带轮外槽配合传动，所述电机通过电机架固定在传送带与滚筒之间的底板上，所述电机

轴安装有第三皮带轮，所述第三皮带轮为双槽轮，其中外槽通过第一皮带连接到滚筒轴端

第一皮带轮上，内槽通过第二皮带连接到第二皮带轮上。

[0008] 所述滚筒包括均布的多块隔板，每块隔板上安装有多个缓冲式吸盘座，所述缓冲

式吸盘座包括自润滑锁紧套筒，自润滑锁紧套筒外部设有外螺纹，通过第一螺母和第二螺

母固定在滚筒隔板安装孔内，所述自润滑锁紧套筒后端安装有气管快插接头，用于连接支

气管，所述自润滑锁紧套筒前端设置有缓冲支杆与缓冲弹簧，所述缓冲支杆一端滑套在自

润滑锁紧套筒内，另一端安装有波纹吸盘，所述缓冲弹簧套在缓冲支杆外部，通过缓冲支杆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2523141 A

4



前端轴环与自润滑锁紧套筒端面定位。

[0009] 所述滚筒内还安装有第一主气管，所述第一主气管穿过滚筒一侧空心轴与第二主

气管通过回转接头连接，实现第一主气管的回转功能，所述回转接头安装在第二支撑板上，

所述第一主气管一端安装有安装有立体六通接头，另一端安装有立体五通接头，所述立体

六通接头的四个个分支口与立体五通接头的四个分支口设置为45度交叉分布，多个分支口

分别连接有第二支气管，所述第二支气管设置有多根分叉管，分别与滚筒隔板上固定的缓

冲式吸盘座尾端的快接插头连接。

[0010] 所述驱动装置还包括供电蓄电池和小型吸气机；所述蓄电池和小型吸气机布置在

传送带下方的底板上，所述小型吸气机通过螺栓固定在底板上，由蓄电池供电工作，吸气管

口与第二主气管连接，所述第二主气管与第一主气管连接。

[0011] 所述传送装置包括用于将落叶从波纹吸盘上脱离的栅板，所述栅板布置有多个槽

口，倾斜角架设在第四支撑板与第三支撑板，栅板槽口恰好使缓冲式吸盘座的缓冲支杆通

过，通过时破坏波纹吸盘真空状态将树叶剥离，所述第四支撑板与第三支撑板固定在底板

上。

[0012] 所述传送装置还包括安装在栅板后方的传送带，所述传送带通过第一转动轴和第

二转动轴驱动，所述第一转动轴为主动轴，架设在第四支撑板与第三支撑板之间，一侧轴端

安装有第二皮带轮，所述第二转动为从动轴，架设在第五支撑板和第六支撑板之间，所述第

五支撑板和第六支撑板固定在底板上，所述传送带一端设置在栅板下方，低于栅板下平面，

另一端设在集叶箱侧面箱板上方，且超过箱板。

[0013] 所述集叶箱通过底板上安装的四个集叶箱地脚固定在传送装置后方，落叶通过栅

板剥离后，再经过传送带送入集叶箱，所述集叶箱带落叶装满后可以取出清理或更换。

[0014] 所述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Step1：将清洁车推至需要清洁落叶的场地，并启动电机与小型吸气机；

Step2：待电机与吸气机转动平稳后，推动小车向前行驶，经过有落叶的区域，通过

旋转的吸附装置拾取落叶，进过栅板剥离，再通过传送装置将落叶送至集叶箱；

Step3：待落叶清扫完毕后，关闭电机与吸气机，取出集叶箱。

[0015] 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通过采用本发明的清洁车，该清洁车有效提高了落叶清扫效率，且能够适用于道

路、草坪、以各类球场场地落叶清扫，同时易于生产制造。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外观示意图。

[0018] 图2是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内部传动系统示意图。

[0020] 图4是滚筒内气管安装示意图。

[0021] 图5是缓冲式吸盘座示意图。

[0022] 图6是滚筒示意图。

[0023] 图7是栅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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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中：101车体外壳、102把手、103底板、104车轮、2集叶箱地脚、3集叶箱、7栅板、  8

小型吸气机、9蓄电池、10电机架、11第三皮带轮、12电机、13第二主气管、14回转接头、15立

体六通接头、16第一主气管、17立体五通接头、支气管18。

[0025] 401传送带、402第四支撑板、403第一转动轴、404第五支撑板、405第二转动轴、406

第六支撑板、407第三支撑板、408第二带轮、409第二皮带。

[0026] 501波纹吸盘、502缓冲支杆、503缓冲弹簧、504自润滑锁紧套筒、505第一螺母、506

第二螺母、507快插接头。

[0027] 601滚筒、602第一皮带轮、603第一支撑板、604第一皮带、605第二支承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实施例1：

如图1‑7所示，一种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搭载清

洁装置的移动小车，所述移动小车的底板103前端安装有进行拾取落叶的吸盘装置5；拾取

后的落叶通过栅板7进行脱离，栅板7后安装有用于落叶传送的传送装置4，所述传送装置4

的末端对接有集叶箱3并将落叶进行收集，进而完成落叶的拾取、传送和收集全过程；所述

集叶箱3采用可拆卸方式定位安装在移动小车的底板103上。通过次用上述的清洁车，通过

移动小车带动整个清洁车在需要清洁的区域进行移动，在其移动过程中，吸盘装置通过驱

动系统进行驱动，拾取后的落叶通过栅板进行脱离，栅板后安装有用于落叶传送的传送装

置，通过传送装置将落叶送入到集叶箱3进行收集。

[0030] 进一步的，所述移动小车包括底板103，所述底板103顶部安装有四个车轮104，底

部安装有吸盘装置5、驱动装置6、传送装置4和集叶箱3，所述底板103前端加工有有槽口用

于安装滚筒601，移动小车还包括用于作业人员推动的把手102，所述小车通过车体外壳101

封闭。通过上述的移动小车便于整个装置的移动。

[0031]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装置6包括电机驱动的滚筒601，所述滚筒601侧面设置有空心

转动轴，空心转动轴架设在第一支撑板603和第二支撑板605之间，所述第一支撑板603和第

二支撑板605固定在底板103上，所述滚筒601一侧轴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602，所述第一皮

带轮602通过第一皮带604与电机12轴端安装的第三皮带轮11外槽配合传动，所述电机12通

过电机架10固定在传送带401与滚筒601之间的底板上，所述电机12轴安装有第三皮带轮

11，所述第三皮带轮11为双槽轮，其中外槽通过第一皮带604连接到滚筒601轴端第一皮带

轮602上，内槽通过第二皮带409连接到第二皮带轮408上。通过上述的驱动装置6能够用于

提供动力。

[0032]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601包括均布的多块隔板，每块隔板上安装有多个缓冲式吸盘

座5，所述缓冲式吸盘座5包括自润滑锁紧套筒504，自润滑锁紧套筒504外部设有外螺纹，通

过第一螺母505和第二螺母506固定在滚筒隔板安装孔内，所述自润滑锁紧套筒504后端安

装有气管快插接头507，用于连接支气管18，所述自润滑锁紧套筒504前端设置有缓冲支杆

502与缓冲弹簧503，所述缓冲支杆502一端滑套在自润滑锁紧套筒504内，另一端安装有波

纹吸盘501，所述缓冲弹簧503套在缓冲支杆502外部，通过缓冲支杆502前端轴环与自润滑

锁紧套筒504端面定位。缓冲式吸盘座可在吸取落叶与地面碰撞时起缓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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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601内还安装有第一主气管16，所述第一主气管16穿过滚筒

601一侧空心轴与第二主气管13通过回转接头14连接，实现第一主气管16的回转功能，所述

回转接头17安装在第二支撑板605上，所述第一主气管16一端安装有安装有立体六通接头

15，另一端安装有立体五通接头17，所述立体六通接头15的四个个分支口与立体五通接头

17的四个分支口设置为45度交叉分布，多个分支口分别连接有第二支气管18，所述第二支

气管18设置有多根分叉管，分别与滚筒601隔板上固定的缓冲式吸盘座尾端的快接插头507

连接。通过上述的气管连接结构能够对波纹吸盘501产生真空吸附，进而对树叶进行拾取。

[0034]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装置6还包括供电蓄电池9和小型吸气机8；所述蓄电池9和小

型吸气机8布置在传送带401下方的底板103上，所述小型吸气机8通过螺栓固定在底板103

上，由蓄电池9供电工作，吸气管口与第二主气管13连接，所述第二主气管13与第一主气管

16连接。通过上述的小型吸气机8能够用于产生真空负压，进而提供吸取动力。

[0035] 进一步的，所述传送装置4包括用于将落叶从波纹吸盘501上脱离的栅板7，所述栅

板7布置有多个槽口，倾斜角架设在第四支撑板402与第三支撑板407，栅板7槽口恰好使缓

冲式吸盘座的缓冲支杆502通过，通过时破坏波纹吸盘501真空状态将树叶剥离，所述第四

支撑板402与第三支撑板407固定在底板103上。通过传送装置能够将拾取的落叶进行输送。

[0036] 进一步的，所述传送装置4还包括安装在栅板后方的传送带401，所述传送带401通

过第一转动轴403和第二转动轴405驱动，所述第一转动轴403为主动轴，架设在第四支撑板

402与第三支撑板407之间，一侧轴端安装有第二皮带轮408，所述第二转动405为从动轴，架

设在第五支撑板404和第六支撑板406之间，所述第五支撑板404和第六支撑板406固定在底

板103上，所述传送带401一端设置在栅板7下方，低于栅板7下平面，另一端设在集叶箱3侧

面箱板上方，且超过箱板。

[0037] 进一步的，所述集叶箱3通过底板103上安装的四个集叶箱地脚2固定在传送装置

后方，落叶通过栅板7剥离后，再经过传送带送入集叶箱3，所述集叶箱3带落叶装满后可以

取出清理或更换。

[0038] 实施例2：

所述利用真空吸盘拾取落叶的清洁车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Step1：将清洁车推至需要清洁落叶的场地，并启动电机与小型吸气机；

Step2：待电机与吸气机转动平稳后，推动小车向前行驶，经过有落叶的区域，通过

旋转的吸附装置拾取落叶，进过栅板剥离，再通过传送装置将落叶送至集叶箱；

Step3：待落叶清扫完毕后，关闭电机与吸气机，取出集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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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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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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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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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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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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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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