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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

自动出液体装置，包括壳体和设于壳体上的旋转

动力部件、旋转头，旋转动力部件驱动旋转头旋

转，旋转头安装有清洁棉，壳体设有带有储液腔

的储液组件，储液组件设有自动排液组件，自动

排液组件包括挤液动力组件和出液阀体组件，储

液组件开有与储液腔相通的通气口和出液口，挤

液动力组件的出风口连通在通气口上，出液阀体

组件安装在出液口上并使液体输出流道与出液

口连通，结构紧凑，便于装配，能自动控制出液

量，操作简单，省力，提高出液顺畅性与稳定性，

确保清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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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包括壳体(1)和设于壳体(1)上的旋转动

力部件(2)、旋转头(3)，旋转动力部件(2)驱动旋转头(3)旋转，旋转头(3)安装有清洁棉

(4)，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设有带有储液腔(51)的储液组件(5)，储液组件(5)设有自动

地往清洁棉(4)输出液体用的自动排液组件，自动排液组件包括控制液体流出量用的挤液

动力组件(6)和带有液体输出流道(71)的出液阀体组件(7)，所述储液组件(5)开有与储液

腔(51)相通的通气口(52)和出液口(53)，挤液动力组件(6)的出风口连通在通气口(52)上，

出液阀体组件(7)安装在出液口(53)上并使液体输出流道(71)与出液口(53)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口

(52)设为往外部凸出的通气凸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挤液动

力组件(6)的出风口安装有与储液组件(5)密封连接的密封硅胶件(8)。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挤液动力组件(6)包括气泵，气泵的出风口安装在通气口(5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泵安

装有与出液阀体组件(7)相配安装的连接架(9)，连接架(9)安装有与液体输出流道(71)连

通的连接管(10)，连接管(10)与清洁棉(4)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挤液动力组件(6)包括水泵，水泵安装在出液阀体组件(7) ,且水泵的吸入口与出风口

分别与液体输出流道(71)、通气口(52)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安

装有与出液阀体组件(7)相配安装的连接架(9)，连接架(9)安装有与液体输出流道(71)连

通的连接管(10)，连接管(10)与清洁棉(4)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液口

(53)设为往内部凹入的出液凹口。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液阀

体组件(7)包括处于常开状态的液体控制阀，所述液体控制阀的进液口安装有与储液组件

(5)密封连接的密封圈(1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

组件(5)包括带有储液腔(51)的储液瓶(54)和开有通气口(52)和出液口(53)的储液盖

(55)，储液盖(55)拆装在储液瓶(54)的瓶口，且储液瓶(54)安装有与储液盖(55)的连接之

间密封用的密封连接件(56)。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184874 U

2



一种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手持清洁用具的技术领域，具体说是一种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

动出液体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手持清洁刷，在洗刷时，一般都需要一手拿刷子洗刷，另一手拿瓶子不断地

添加洗涤液，操作不方便，工作效率低；而且难以控制添加洗涤液的量，造成浪费。

[0003] 为此，市场上有一种能自动出液的清洁刷，其先把清洗液倒入清洁液存放槽中，然

后插上闷头，清刷的时候，通过按钮软胶上的清洁液存放槽开关，让清洁液存放槽中的清洗

液通过清洁液流道流入到单向阀中，并通过单向阀输送到毛刷主体上，在清刷物品需要添

加清洗剂的时候，只需要按一下清洁液存放槽开关，就可以让毛刷主体上有清洗液。虽然能

自动出液，但该结构的清洁刷需要按钮软胶上的清洁液存放槽开关进行驱动单向阀，机械

式手控，动作大，费力，操作麻烦，容易阻碍清洗液流通，同样影响清洁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

出液体装置，结构紧凑，便于装配，能自动控制出液量，操作简单，省力，提高出液顺畅性与

稳定性，确保清洁效果。

[0005] 本实用新型的发明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

置，包括壳体和设于壳体上的旋转动力部件、旋转头，旋转动力部件驱动旋转头旋转，旋转

头安装有清洁棉，其中，所述壳体设有带有储液腔的储液组件，储液组件设有自动地往清洁

棉输出液体用的自动排液组件，自动排液组件包括控制液体流出量用的挤液动力组件和带

有液体输出流道的出液阀体组件，所述储液组件开有与储液腔相通的通气口和出液口，挤

液动力组件的出风口连通在通气口上，出液阀体组件安装在出液口上并使液体输出流道与

出液口连通。

[0006] 根据上述进行优化，所述通气口设为往外部凸出的通气凸口。

[0007] 根据上述进行优化，所述挤液动力组件的出风口安装有与储液组件密封连接的密

封硅胶件。

[0008] 根据上述进行优化，所述挤液动力组件包括气泵，气泵的出风口安装在通气口。

[0009] 根据上述进行优化，所述气泵安装有与出液阀体组件相配安装的连接架，连接架

安装有与液体输出流道连通的连接管，连接管与清洁棉连接。

[0010] 根据上述进行优化，所述挤液动力组件包括水泵，水泵安装在出液阀体组件,且水

泵的吸入口与出风口分别与液体输出流道、通气口连通。

[0011] 根据上述进行优化，所述水泵安装有与出液阀体组件相配安装的连接架，连接架

安装有与液体输出流道连通的连接管，连接管与清洁棉连接。

[0012] 根据上述进行优化，所述出液口设为往内部凹入的出液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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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根据上述进行优化，所述出液阀体组件包括处于常开状态的液体控制阀，所述液

体控制阀的进液口安装有与储液组件密封连接的密封圈。

[0014] 根据上述进行优化，所述储液组件包括带有储液腔的储液瓶和开有通气口和出液

口的储液盖，储液盖拆装在储液瓶的瓶口，且储液瓶安装有与储液盖的连接之间密封用的

密封连接件。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6] 1)通过储液组件与挤液动力组件、出液阀体组件的结构配合，挤液动力组件控制

液体组件往出液阀体组件输出足够的液体，以实现自动控制出液量，代替传统机械式下按

出液结构，操作简单，省力，提高出液顺畅性与稳定性，确保清洁效果。

[0017] 2)在密封硅胶件、密封圈以及密封连接件的作用下，确保液体输出流畅性，又能提

高密封性能，避免液体外泄，保证产品的使用质量。

[0018] 3)配合液体组件的储液盖与储液瓶的可拆装结构，能往分拆出来的储液瓶及时充

液，确保产品的使用效果。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装配图。

[0020] 附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3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分解图。

[0022] 附图4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自动排液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5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6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6] 根据附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手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包括

壳体1和设于壳体1上的旋转动力部件2、旋转头3，旋转动力部件2驱动旋转头3旋转，旋转头

3安装有清洁棉4。其中，所述壳体1设有带有储液腔51的储液组件5。储液组件5设有自动地

往清洁棉4输出液体用的自动排液组件，自动排液组件包括控制液体流出量用的挤液动力

组件6和带有液体输出流道71的出液阀体组件7。而且，所述储液组件5开有与储液腔51相通

的通气口52和出液口53，挤液动力组件6的出风口连通在通气口52上，出液阀体组件7安装

在出液口53上并使液体输出流道71与出液口53连通。

[0027] 这样，通过储液组件5与挤液动力组件6、出液阀体组件7的结构配合，当挤液动力

组件6与外部电源通电工作时，挤液动力组件6控制液体组件往出液阀体组件7输出足够的

液体，以实现自动控制出液量，代替传统机械式下按出液结构，操作简单，省力，提高出液顺

畅性与稳定性，确保清洁效果。

[0028] 参照图1至图4所示，所述挤液动力组件6包括气泵，气泵的出风口安装在通气口

52。所述通气口52设为往外部凸出的通气凸口，其用于外部气体进入液体组件内，增加液体

组件的气压，从而控制出液量。

[0029] 期间，所述出液阀体组件7包括处于常开状态的液体控制阀，所述出液口53设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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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凹入的出液凹口。液体控制阀的进液口插装在出液口53上，以使液体输出流道71与储

液腔51相通。实现液体组件内部液体从出液口53往液体控制阀的液体输出流道71流出。

[0030] 本气泵由外部电源通电，且通过电气开关控制气泵工作或停止。由于液体控制阀

处于常开状态，在气泵工作时，气泵控制液体组件内气压，以控制液体流出量，操作简单，省

力，同时确保出液顺畅性与稳定性。

[0031] 而且，所述挤液动力组件6的出风口安装有与储液组件5密封连接的密封硅胶件8，

所述液体控制阀的进液口安装有与储液组件5密封连接的密封圈11。在密封硅胶件8、密封

圈的作用下，确保液体输出流畅性，又能提高密封性能，避免液体外泄，保证产品的使用质

量。

[0032] 另外，所述水泵安装有与出液阀体组件7相配安装的连接架9。连接架9安装有与液

体输出流道71连通的连接管10，连接管10与清洁棉4连接。在连接架9的作用下，能使液体控

制阀与挤液动力组件6集成为与储液组件5相配安装的自动排液组件，加强结构稳定性，确

保往出液流畅性与稳定性。

[0033] 参照图1至图4所示，所述储液组件5包括带有储液腔51的储液瓶54和开有通气口

52和出液口53的储液盖55，储液盖55拆装在储液瓶54的瓶口。利用液体组件的储液盖55与

储液瓶54的可拆装结构，能将储液瓶54分拆，以实现及时充液，确保产品的使用效果。

[0034] 而且，所述储液瓶54安装有与储液盖55的连接之间密封用的密封连接件56。同样

地提高密封性能，避免液体外泄，保证产品的使用质量。

[0035] 参照图5至图6所示，第二实施例，其与上述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挤液动力组件6包

括水泵，水泵安装在出液阀体组件7,且水泵的吸入口与出风口分别与液体输出流道71、通

气口52连通。

[0036] 本水泵由外部电源通电且通过电气开关控制水泵的工作与停止。液体控制阀处于

常开状态，在水泵工作时，水泵将储液腔51内的液体抽出后，液体从在液体控制阀的液体输

出流道71往清洁棉4方向流出，控制液体流出量。此时，储液腔51内形成真空，需要由水泵的

出风口往储液腔51注入空气，使储液腔51复压，以达到液体组件内产生气体压力，保证液体

输出正常。

[0037] 此外，所述水泵安装有与出液阀体组件7相配安装的连接架9，连接架9安装有与液

体输出流道71连通的连接管10，连接管10与清洁棉4连接。同样地，在连接架9的作用下，能

使液体控制阀与挤液动力组件6集成为与储液组件5相配安装的自动排液组件，加强结构稳

定性，确保往出液流畅性与稳定性。

[0038] 上述具体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效果较好的具体实施方式，凡与本实用新型的手

持电动清洁刷用的自动出液体装置相同或等同的结构，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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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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