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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清洁刷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厨

房保洁清洁刷，包括橡胶条、海绵垫、手柄、固定

框、限位框、清理结构、刷毛和固定板。本发明的

限位套的一端卡合有梯形结构的固定板，固定板

背离限位框的一端设有刷毛，便于通过刷毛揉搓

厨房污渍地方，便于清理厨房油渍堆积时间较长

的地方，固定板与限位框卡合，使清理结构便于

更换，海绵垫与限位框卡合，便于拆卸更换海绵

垫，提高了限位框的循环利用效率，同时便于拆

卸海绵垫对餐具进行清洗，使厨房打扫更加方便

快捷，同时橡胶条固定于固定框，便于清理餐桌

上的废物，同时便于对餐桌平面进行清洗，限位

框与固定框卡合，便于通过不同方式清洁厨房，

大大提高了厨房清洁质量及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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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包括手柄(4)及其固定在用于提拉的圆柱体结构的所述手柄

(4)的两端的用于支撑的矩形结构的固定框(7)，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固定框(7)之间卡合

有用于限位的两个端部为梯形结构的限位框(8)，所述限位框(8)与所述手柄(4)垂直，且所

述限位框(8)与用于清洁的矩形结构的海绵垫(3)卡合；所述限位框(8)背离所述海绵垫(3)

的一面卡合有用于清理的清理结构(9)，所述清理结构(9)包括刷毛(91)和固定板(92)，所

述限位框(8)背离所述海绵垫(3)的一面卡合有用于固定所述刷毛(91)的梯形结构的所述

固定板(92)，所述固定板(92)背离所述限位框(8)的一端设有多排多列用于清洗污渍的所

述刷毛(91)；所述固定框(7)的侧壁设有用于清理桌面的橡胶条(2)，且所述橡胶条(2)与所

述固定框(7)之间可拆卸连接，所述手柄(4)的外部设有圆环形的用于防滑的防滑套(5)，且

所述手柄(4)的内部设有用于存储清洗液的存储结构(6)，所述存储结构(6)包括排液孔

(61)、存储室(62)、活塞(63)、传动杆(64)、驱动杆(65)和端盖(66)，所述手柄(4)的内部设

有用于存储清洗液的横截面为椭圆形的存储室(62)，用于涂抹清洗液的所述排液孔(61)贯

穿于所述手柄(4)延伸至所述存储室(63)，所述传动杆(64)靠近所述排液孔(61)的一端设

有弧形结构的用于改变所述存储室(62)的内部的压强的所述活塞(63)，所述传动杆(64)与

所述手柄(4)之间滑动连接，所述端盖(66)固定于所述手柄(4)的端部，所述驱动杆(65)贯

穿于所述端盖(66)延伸至所述传动杆(64)的内部，所述驱动杆(65)与所述端盖(66)之间转

动连接，且所述驱动杆(65)与所述传动杆(64)之间螺纹连接，用于检修维护所述传动杆

(64)的所述端盖(66)与所述手柄(4)之间螺纹连接，且所述驱动杆(65)为“7”字形结构；

所述橡胶条(2)靠近所述固定框(7)的一端为梯形结构，且所述橡胶条(2)背离所述固

定框(7)的一端为半圆柱体结构；

所述限位框(8)与所述固定框(7)的长度相等，且所述限位框(8)上设有用于提拉所述

限位框(8)的提拉结构(1)；

所述提拉结构(1)包括拉杆(11)、限位套(12)和检修板(13)，U形结构的用于提拉所述

限位框(8)的所述拉杆(11)贯穿于所述限位框(8)，所述限位框(8)的端部设有螺纹连接的

用于对所述拉杆(11)进行限位的所述限位套(12)，矩形结构的所述检修板(13)与所述限位

框(8)之间可拆卸连接，所述限位套(12)设于所述限位框(8)与所述检修板(13)之间；

在使用时，首先拧动端盖(66)，将排液孔(61)堵塞，将清洗液倒入存储室(62)的内部，

然后拧动驱动杆(65)，使传动杆(64)接近端盖(66)，然后拧动端盖(66)使端盖与手柄(4)螺

纹连接限位，驱动杆(65)为“  7”字形结构，使操作更加方便，拧动驱动杆(65)，使传动杆

(64)抵触端盖(66)，使存储室(62)的内部的容纳空间变大，防止清洗液从排液孔(61)排出，

当需要对清洗器具涂抹清洗液时，将排液孔(61)对准器具，拧动驱动杆(65)，驱动杆(65)带

动传动杆(64)往背离端盖(66)的方向运动，使弧形结构的活塞(63)抵触清洗液从排液孔

(61)排出，传动杆(64)的横截面为椭圆形，便于对传动杆(64)限位，使传动杆(64)的驱动效

果更好，然后将限位框(8)与梯形结构的固定板(92)卡合，固定板(92)背离限位框(8)的一

端设有刷毛(91)，便于通过刷毛(91)揉搓厨房污渍地方，便于清理厨房油渍堆积时间较长

的地方，固定板(92)与限位框(8)卡合，使清理结构便于更换，海绵垫(3)与限位框(8)卡合，

便于拆卸更换海绵垫(3)，提高了限位框(8)的循环利用效率，同时便于拆卸海绵垫(3)对餐

具进行清洗，使厨房打扫更加方便快捷，同时橡胶条(2)固定于固定框(7)，便于清理餐桌上

的废物，同时便于对餐桌平面进行清洗，限位框(8)与固定框(7)卡合，便于通过不同方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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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厨房，大大提高了厨房清洁质量及其效率，手柄(4)上设有防滑套(5)，提高了使用舒适

度，限位框(8)的两个端部为梯形结构，增大了与固定框(7)的接触面积，提高了操作稳定

性，限位框(8)的端部设有拉杆(11)，便于拉动限位框(8)，使操作更加方便，检修板(13)配

合限位套(12)的使用，便于安装拆卸拉杆(11)，使检修维护清洁刷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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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清洁刷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厨房的整洁性也越来越重视，

通过清洁器具对厨房进行清洁有利于提高厨房的洁净性能，在厨房清洁过程中多采用的是

海绵垫和清洁刷对厨房进行清洁。

[0003] 然而传统的厨房清洁刷操作灵活性差，不便于同时对厨房内不同的器具进行清

洁，零件更换不方便，大多不可循环使用。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其具有以下

特点：

[0004]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限位套的一端卡合有梯形结构的固定板，

固定板背离限位框的一端设有刷毛，便于通过刷毛揉搓厨房污渍地方，便于清理厨房油渍

堆积时间较长的地方。

[0005]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固定板与限位框卡合，使清理结构便于更

换，海绵垫与限位框卡合，便于拆卸更换海绵垫，提高了限位框的循环利用效率，同时便于

拆卸海绵垫对餐具进行清洗，使厨房打扫更加方便快捷。

[0006]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橡胶条固定于固定框，便于清理餐桌上的

废物，同时便于对餐桌平面进行清洗，限位框与固定框卡合，便于通过不同方式清洁厨房，

大大提高了厨房清洁质量及其效率。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限位套的一端卡合

有梯形结构的固定板，固定板背离限位框的一端设有刷毛，便于通过刷毛揉搓厨房污渍地

方，便于清理厨房油渍堆积时间较长的地方。固定板与限位框卡合，使清理结构便于更换，

海绵垫与限位框卡合，便于拆卸更换海绵垫，提高了限位框的循环利用效率，同时便于拆卸

海绵垫对餐具进行清洗，使厨房打扫更加方便快捷，橡胶条固定于固定框，便于清理餐桌上

的废物，同时便于对餐桌平面进行清洗，限位框与固定框卡合，便于通过不同方式清洁厨

房，大大提高了厨房清洁质量及其效率。

[0008]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一种厨房保

洁清洁刷，包括手柄及其固定在用于提拉的圆柱体结构的所述手柄的两端的用于支撑的矩

形结构的固定框，两个所述固定框之间卡合有用于限位的两个端部为梯形结构的限位框，

所述限位框与所述手柄垂直，且所述限位框与用于清洁的矩形结构的所述海绵垫卡合；所

述限位框背离所述海绵垫的一面卡合有用于清理的清理结构，所述清理结构包括刷毛和固

定板，所述限位框背离所述海绵垫的一面卡合有用于固定所述刷毛的梯形结构的所述固定

板，所述固定板背离所述限位框的一端设有多排多列用于清洗污渍的所述刷毛；所述固定

框的侧壁设有用于清理桌面的橡胶条，且所述橡胶条与所述固定框之间可拆卸连接。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9090814 B

4



[0009] 具体的，为了便于通过所述橡胶条清理桌面，使清理更加方便，所述橡胶条靠近所

述固定框的一端为梯形结构，且所述橡胶条背离所述固定框的一端为半圆柱体结构。

[0010] 具体的，为了使所述限位框与所述固定框之间连接更加牢固，所述限位框与所述

固定框的长度相等，且所述限位框上设有用于提拉所述限位框的提拉结构。

[0011] 具体的，为了便于安装和拆卸所述限位框，所述提拉结构包括拉杆、限位套和检修

板，U形结构的用于提拉所述限位框的所述拉杆贯穿于所述限位框，所述限位框的端部设有

螺纹连接的用于对所述拉杆进行限位的所述限位套，矩形结构的所述检修板与所述限位框

之间可拆卸连接，所述限位套设于所述限位框与所述检修板之间。

[0012] 具体的，为了提高使用舒适度，所述手柄的外部设有圆环形的用于防滑的防滑套，

且所述手柄的内部设有用于存储清洗液的存储结构。

[0013] 具体的，为了便于存储清洗液，便于涂抹清洗液，提高了清理效率，所述存储结构

包括排液孔、存储室、活塞、传动杆、驱动杆和端盖，所述手柄的内部设有用于存储清洗液的

横截面为椭圆形的存储室，用于涂抹清洗液的所述排液孔贯穿于所述手柄延伸至所述存储

室，所述传动杆靠近所述排液孔的一端设有弧形结构的用于改变所述存储室的内部的压强

的所述活塞，所述传动杆与所述手柄之间滑动连接，所述端盖固定于所述手柄的端部，所述

驱动杆贯穿于所述端盖延伸至所述传动杆的内部，所述驱动杆与所述端盖之间转动连接，

且所述驱动杆与所述传动杆之间螺纹连接。

[0014] 具体的，为了使操作更加方便，用于检修维护所述传动杆的所述端盖与所述手柄

之间螺纹连接，且所述驱动杆为“7”字形结构。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限位套的一端卡合有梯形结构的固定板，

固定板背离限位框的一端设有刷毛，便于通过刷毛揉搓厨房污渍地方，便于清理厨房油渍

堆积时间较长的地方。

[0017]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固定板与限位框卡合，使清理结构便于更

换，海绵垫与限位框卡合，便于拆卸更换海绵垫，提高了限位框的循环利用效率，同时便于

拆卸海绵垫对餐具进行清洗，使厨房打扫更加方便快捷。

[0018]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橡胶条固定于固定框，便于清理餐桌上的

废物，同时便于对餐桌平面进行清洗，限位框与固定框卡合，便于通过不同方式清洁厨房，

大大提高了厨房清洁质量及其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厨房清洁刷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手柄与存储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手柄与传动杆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提拉结构与限位框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提拉结构，11、拉杆，12、限位套，13、检修板，2、橡胶条，3、海绵垫，4、手柄，

5、防滑套，6、存储结构，61、排液孔，62、存储室，63、活塞，64、传动杆，65、驱动杆，66、端盖，

7、固定框，8、限位框，9、清理结构，91、刷毛，92、固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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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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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请参阅图1-4所示，一种厨房保洁清洁刷，包括手柄4及其固定在用于提拉的圆柱

体结构的所述手柄4的两端的用于支撑的矩形结构的固定框7，两个所述固定框7之间卡合

有用于限位的两个端部为梯形结构的限位框8，所述限位框8与所述手柄4垂直，且所述限位

框8与用于清洁的矩形结构的所述海绵垫3卡合；所述限位框8背离所述海绵垫3的一面卡合

有用于清理的清理结构9，所述清理结构9包括刷毛91和固定板92，所述限位框8背离所述海

绵垫3的一面卡合有用于固定所述刷毛91的梯形结构的所述固定板92，所述固定板92背离

所述限位框8的一端设有多排多列用于清洗污渍的所述刷毛91；所述固定框7的侧壁设有用

于清理桌面的橡胶条2，且所述橡胶条2与所述固定框7之间可拆卸连接。

[0027] 具体的，如图1所示，所述橡胶条2靠近所述固定框7的一端为梯形结构，且所述橡

胶条2背离所述固定框7的一端为半圆柱体结构，通过梯形结构设置能够使清洁刷与桌子边

缘更加贴个，便于通过所述橡胶条2清理桌面，使清理更加方便。

[0028] 具体的，如图1和图4所示，所述限位框8与所述固定框7的长度相等，且所述限位框

8上设有用于提拉所述限位框8的提拉结构1，为了使所述限位框8与所述固定框7之间连接

更加牢固。

[0029] 具体的，如图1和图4所示，所述提拉结构1包括拉杆11、限位套12和检修板13，U形

结构的用于提拉所述限位框8的所述拉杆11贯穿于所述限位框8，所述限位框8的端部设有

螺纹连接的用于对所述拉杆11进行限位的所述限位套12，矩形结构的所述检修板13与所述

限位框8之间可拆卸连接，所述限位套12设于所述限位框8与所述检修板13之间，为了便于

安装和拆卸所述限位框8，能够更加方便对清洁刷内部进行清理。

[0030] 具体的，如图1所示，所述手柄4的外部设有圆环形的用于防滑的防滑套5，且所述

手柄4的内部设有用于存储清洗液的存储结构6，能够方便使用，同时能够更加方便对清洗

液的存储。

[0031] 具体的，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存储结构6包括排液孔61、存储室62、活塞63、传动

杆64、驱动杆65和端盖66，所述手柄4的内部设有用于存储清洗液的横截面为椭圆形的存储

室62，用于涂抹清洗液的所述排液孔61贯穿于所述手柄4延伸至所述存储室63，所述传动杆

64靠近所述排液孔61的一端设有弧形结构的用于改变所述存储室62的内部的压强的所述

活塞63，所述传动杆64与所述手柄4之间滑动连接，所述端盖66固定于所述手柄4的端部，所

述驱动杆65贯穿于所述端盖66延伸至所述传动杆64的内部，所述驱动杆65与所述端盖66之

间转动连接，且所述驱动杆65与所述传动杆64之间螺纹连接，为了便于存储清洗液，便于涂

抹清洗液，提高了清理效率。

[0032] 具体的，如图2所示，用于检修维护所述传动杆64的所述端盖66与所述手柄4之间

螺纹连接，且所述驱动杆65为“7”字形结构。

[0033] 本发明在使用时，首先拧动端盖66，将排液孔61堵塞，将清洗液倒入存储室62的内

部，然后拧动驱动杆65，使传动杆64接近端盖66，然后拧动端盖66使端盖与手柄4螺纹连接

限位，驱动杆65为“7”字形结构，使操作更加方便，拧动驱动杆65，使传动杆64抵触端盖66，

使存储室62的内部的容纳空间变大，防止清洗液从排液孔61排出，当需要对清洗器具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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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液时，将排液孔61对准器具，拧动驱动杆65，驱动杆65带动传动杆64往背离端盖66的方

向运动，使弧形结构的活塞63抵触清洗液从排液孔61排出，传动杆64的横截面为椭圆形，便

于对传动杆64限位，使传动杆64的驱动效果更好，然后将限位框8与梯形结构的固定板92卡

合，固定板92背离限位框8的一端设有刷毛91，便于通过刷毛91揉搓厨房污渍地方，便于清

理厨房油渍堆积时间较长的地方，固定板92与限位框8卡合，使清理结构便于更换，海绵垫3

与限位框8卡合，便于拆卸更换海绵垫3，提高了限位框8的循环利用效率，同时便于拆卸海

绵垫3对餐具进行清洗，使厨房打扫更加方便快捷，同时橡胶条2固定于固定框7，便于清理

餐桌上的废物，同时便于对餐桌平面进行清洗，限位框8与固定框7卡合，便于通过不同方式

清洁厨房，大大提高了厨房清洁质量及其效率，手柄4上设有防滑套5，提高了使用舒适度，

限位框8的两个端部为梯形结构，增大了与固定框7的接触面积，提高了操作稳定性，限位框

8的端部设有拉杆11，便于拉动限位框8，使操作更加方便，检修板13配合限位套12的使用，

便于安装拆卸拉杆11，使检修维护清洁刷更加方便。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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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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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都落入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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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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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109090814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