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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包含

主体和操纵杆，所述主体内设有电机，在所述主

体的下端前部的一开口空腔内，平行设有擦地辊

和清扫辊且所述擦地辊在前所述清扫辊在后，所

述擦地辊的辊体表面设有擦布，所述清扫辊的辊

体表面设有清扫条且所述清扫条为受力后可发

生弯曲形变的弹性材料；所述电机通过机械传动

机构驱动所述擦地辊和所述清扫辊转动，所述擦

地辊和所述清扫辊为同向转动且所述清扫条可

刮刷到所述擦地辊擦布的擦拭面；所述主体的下

端后部，还设有垃圾收纳仓，所述垃圾收纳仓具

有朝向清扫辊的垃圾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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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包含主体和操纵杆，所述操纵杆的一端与所述主体的上端活

动连接，所述主体内设有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的下端前部，还设有一开口空腔，在所

述开口空腔内平行设有擦地辊和清扫辊且所述擦地辊在前所述清扫辊在后，所述擦地辊辊

体表面设有擦布，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设有至少一排清扫条且所述清扫条为受力后可发生

弯曲弹性形变的材料；所述电机通过机械传动机构驱动所述擦地辊和所述清扫辊转动，所

述擦地辊和所述清扫辊为同向转动，在转动时所述清扫条的端部可接触到所述擦布的擦拭

面，且在产生所述接触时所述清扫条会发生弯曲弹性形变；所述主体的下端后部，还设有垃

圾收纳仓，所述垃圾收纳仓具有朝向所述清扫辊的垃圾入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对于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设

有的至少一排所述清扫条，每排所述清扫条或为直线排列，或为螺旋线排列。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扫条的材质为刷

毛。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扫条的材质为橡

胶，形状为薄片状。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传动机构为渐开线

齿轮传动机构。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传动机构为同步齿

形带传动机构。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主体内的封闭空腔里

设有2个所述电机，一个所述电机驱动所述擦地辊转动，另一个所述电机驱动所述清扫辊转

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主体内的封闭空腔里

只设有1个所述电机，用于驱动所述擦地辊和所述清扫辊转动。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擦地辊的辊体为圆管

状，且在所述辊体表面设有多个通孔。

10.如权利要求1或9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上

的所述擦布，也为圆管状，且所述擦布与所述辊体表面为粘接连接。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收纳仓与所述主

体通过可拆装结构进行连接。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主体的底面，均布着

4个小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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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一种清洁工具，尤其是一种用电机驱动，用于地面清洁，具有擦地

和扫地功能的电动擦扫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地面的清洁通常包括清扫和擦拭2个环节，目前市场已有的电动扫地机，是直杆的

一端与主体活动连接，手握直杆的另一端操纵主体在地面移动，主体内设有电机和毛刷，通

过电机驱动毛刷旋转将垃圾扫到垃圾仓内从而清洁地面，但电动扫地机适合收集体积较大

和重量较重的垃圾，由于毛刷的厚度薄、毛刷之间有间隙，毛刷不能将灰尘全部扫起，因而

对细小灰尘的收集能力差，且细小的灰尘会被扬起，造成2次污染，清扫后还需用潮湿的拖

把擦拭。在中国专利“CN203709946U”名称为“具有擦地功能的电动扫地机”的专利中，介绍

了一种技术方案是在电动扫地机的底面连接了一块擦布，但该擦布在操作时与地面的贴合

不能很紧密，不能像使用平板拖把那样方便用力，因而擦拭效果不明显，且擦布用脏后需要

取下用手清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擦地和清扫

的工作可同时完成且用电机驱动辅助完成，清洁过程中细小的灰尘不会被扬起造成2次污

染。进一步可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擦地的拖布不需要用手洗涤而是通过电机驱动辅助完成

清洁，从而使清洁过程达到省时、省力、轻松的效果。

[0004]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发明内容如下：

[0005] 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包含主体和操纵杆，所述操纵杆的一端与所述主体的上端

活动连接，所述主体内设有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的下端前部，还设有一开口空腔，在

所述开口空腔内平行设有擦地辊和清扫辊且所述擦地辊在前所述清扫辊在后，所述擦地辊

辊体表面设有擦布，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设有至少一排清扫条且所述清扫条为受力后可发

生弯曲弹性形变的材料；所述电机通过机械传动机构驱动所述擦地辊和所述清扫辊转动，

所述擦地辊和所述清扫辊为同向转动，在转动时所述清扫条的端部可接触到所述擦布的擦

拭面，且在产生所述接触时所述清扫条会发生弯曲弹性形变；所述主体的下端后部，还设有

垃圾收纳仓，所述垃圾收纳仓具有朝向所述清扫辊的垃圾入口。

[0006] 作为一种优选，对于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设有的至少一排所述清扫条，每排所述

清扫条或为直线排列，或为螺旋线排列。

[0007]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清扫条的材质为刷毛。

[0008]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清扫条的材质为橡胶，形状为薄片状。

[0009]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机械传动机构为齿轮传动机构，尤其是渐开线齿轮传动机构。

[0010]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机械传动机构为皮带传动机构，尤其是同步齿形带传动机构。

[0011] 作为一种优选，在所述主体内的封闭空腔里设有2个所述电机，一个所述电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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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擦地辊转动，另一个所述电机驱动所述清扫辊转动。

[0012] 作为一种优选，在所述主体内的封闭空腔里只设有1个所述电机，用于驱动所述擦

地辊和所述清扫辊转动。

[0013]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擦地辊的辊体为圆管状，且在所述辊体表面设有多个通孔。

[0014]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上的所述擦布，也为圆管状，且所述擦布与所

述辊体表面为粘接连接。

[0015]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垃圾收纳仓与所述主体通过可拆装结构进行连接。

[0016] 作为一种优选，在所述主体的底面，均布着4个小滚轮。

[0017] 作为一种优选，本实用新型还可另外配置一个清洗桶，所述清洗桶的内侧壁具有

盛水水位标志，所述水位的高度尺寸小于或等于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上所述擦布擦拭面到

轴心的半径尺寸。因为所述擦地辊是可以旋转的，因此只需将所述擦布擦拭面的一部分浸

入水中，在旋转时就能使其全部都在水中进行清洗，不仅节水，而且可防止电机和电气部分

接触到水而发生损坏。所述擦布需要清洗时，先将可拆装的垃圾仓取下，然后打开电源，手

握操纵杆将主体放入盛水的清洗桶内并将擦地辊的转轴之下的部分浸入水面，旋转的所述

擦地辊能将所述辊体表面的擦布浸湿并在水中进行漂洗，同向旋转的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

的所述清扫条可接触到所述擦布的擦拭面，所述清洗条不断刮刷所述擦布的擦拭面将其刷

洗干净。同时，旋转的所述擦布和所述清扫条浸水后甩出的水分能将主体前端下部的所述

开口空腔的表面冲洗干净。然后手握所述操纵杆提起所述主体使其脱离水面，旋转的所述

擦地辊上擦布表面的水分通过离心力被甩出，另外，所述清洗条与所述擦布擦拭面接触，也

有去除水分的效果，并且所述圆管状擦地辊辊体表面具有多个通孔，更容易使所述擦地辊

辊体上的擦布表面的水分通过离心力被甩出。达到可擦地的潮湿度便可继续使用。

[0018] 通过实施本实用新型，在清洁地面时，打开电源，手握操纵杆使所述主体在地面移

动，所述擦地辊在前，所属垃圾收纳仓在后，旋转的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上的所述擦布的擦

拭面和旋转的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上的所述清扫条都与地面接触，潮湿的所述擦布与地面

接触且相对地面向后旋转，可将地面细小的灰尘和垃圾或粘在所述擦布的擦拭面上、或被

甩在后面的地面及所述清扫辊上，后面同向旋转的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上的所述清扫条与

所述擦布擦拭面接触且不断刮刷所述擦布擦拭面，所述清扫条在发生接触的同时会发生弯

曲弹性形变，就像用扫地笤箸扫地那样发生弯曲弹性形变，因此所述清扫条能更有效地将

所述擦布擦拭面上的垃圾和灰尘颗粒刮刷下来，使所述擦布擦拭面得以清洁，延长了所述

擦地辊擦布擦拭面变污浊的时间，从而延长了所述擦地辊擦地操作的使用时间，同时，所述

清扫辊辊体表面上的所述清扫条还与地面接触且也是相对于地面向后旋转，因此，所述清

扫条还将那些从所述擦地辊擦布擦拭面上刮刷下的垃圾和地面上的垃圾扫入垃圾仓内。由

于所述擦布的擦拭面是湿的，不会产生扬尘并能将地面的灰尘擦拭干净，同时是用电机驱

动的，操作者只需要手握操作杆的上端控制主体的移动方向即可，不需要像用拖把擦地那

样用手向地面施加压力，因此，整个清洁地面的过程省时、省力、轻松。本产品另外还具有的

特点还在于：本实用新型还可另外配置一个清洗桶，手不用沾水，通过所述电机驱动所述擦

地辊转动就能将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的擦布和所述主体下端前部的开口空腔内表面清洗

干净，克服了现有电动扫地机滚刷空腔内不易清洁的缺点。况且，还可利用电机驱动所述擦

地辊旋转，通过离心力使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的擦布去除水分达到可擦地的潮湿度，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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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使用过程的省力和轻松。因此，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的说明。

[0020] 图1所示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的结构说明图；

[0021] 图2所示为该实施方式的一个内部结构说明图；

[0022] 图3所示为该实施方式的另一个内部结构说明图；

[0023] 图4所示为该实施方式所述擦地辊和所述清扫辊的结构说明图；

[0024] 图5所示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实施方式的结构说明图；

[0025] 图6所示为该实施方式的内部结构说明图；

[0026] 图7所示为所述清扫辊的另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说明图；

[0027] 图8所示为所述清扫辊的又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说明图；

[0028] 图1至图6介绍的2种实施方式相比较，它们的外观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于内部的结

构，例如，图1中，外观部分表达不充分的地方可以结合图5进行理解。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0030] 图1所示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的结构图，图2所示为该实施方式的一

个内部结构说明图，图3所示为该实施方式的另一个内部结构说明图，图4所示为该实施方

式所述擦地辊和所述清扫辊的结构说明图。如图1所示，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包含主体(2)

和操纵杆(1)，所述操纵杆(1)的一端与所述主体(2)的上端活动连接。如图1所示，所述主体

(2)包含上盖(21)、底壳(22)，为了方便表达，图1中所述上盖(21)和所述底壳(22)的一侧刨

去了部分。所述上盖(21)固定在所述底壳(22)的上端并形成一个封闭的空腔，所述空腔内

设置有2个电机(25)，在所述主体(2)的下端前部，也即所述底壳(22)的下部还设有一开口

空腔，在所述开口空腔内平行设有擦地辊(23)和清扫辊(24)且所述擦地辊(23)在前所述清

扫辊(24)在后。如图1和图4所示，所述擦地辊(23)的辊体表面(231)设有擦布(232)，所述清

扫辊(24)的辊体表面(241)设有6排清扫条(242)，所述清扫条(242)是受力后可发生弯曲形

变的弹性材料，图1和图4中，所述清扫条(242)的材质为刷毛，且所述每排刷毛由多束刷毛

排列为一条直线。如图1所示，一个电机(25)驱动所述擦地辊(23)，另一个电机(25)驱动所

述清扫辊(24)。所述电机(25)转轴头部的驱动轮(251)通过皮带(252)驱动所述擦地辊(23)

一端和所述清扫辊(24)一端都具有的从动轮(253)转动，也即所述电机(25)驱动所述擦地

辊(23)和所述清扫辊(24)转动的机械传动机构为皮带传动机构，图1中，所述皮带(252)的

内侧具有齿形，所述驱动轮(251)和所述从动轮(253)的轮周表面也具有齿形，它们靠啮合

进行传动，因此所述皮带传动机构为同步齿形带传动机构。如图1所示，所述擦地辊(23)和

所述清扫辊(24)为同向转动，所述电机(25)、所述擦地辊(23)和所述清扫辊(24)都是逆时

针方向转动，且在转动过程中，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241)上的材质为刷毛的清扫条(242)

可刷到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231)上所述擦布(232)的擦拭面，也即所述擦地辊(23)轴心与

所述清扫辊(24)轴心的距离尺寸，小于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231)上所述擦布(232)擦拭面

到其轴心的半径尺寸与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241)上所述清扫条(242)的端部到其轴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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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尺寸之和，在发生所述接触时，所述材质为刷毛的清扫条(242)会发生弯曲弹性形变。

如图1所示，在所述主体(2)的下端后部，还设有垃圾收纳仓(26)，所述垃圾收纳仓(26)具有

朝向清扫辊(24)的垃圾入口(261)。参见图5所示，所述垃圾收纳仓(26)的两侧具有滑槽

(262)，所述底壳(22)后部两侧具有滑轨(227)，所述垃圾收纳仓(26)与所述主体(2)是通过

可拆装结构进行连接。在实际的应用中，所述垃圾收纳仓(26)与所述主体(2)的可拆装结构

还包含卡扣、磁吸等其他一些定位结构，但在此不做详细的说明。如图1和图5所示，所述垃

圾仓(26)上所述垃圾入口(261)的长度应大于所述清扫辊(24)上所述清扫条(242)的端部

投影到所述清扫辊(24)转轴轴心线上的长度，这样方便垃圾的进入。图1中，材质为刷毛且

为直线排列的所述清扫条(242)的长度尺寸等于所述清扫条(242)的端部投影到所述清扫

辊(24)转轴轴心线上的长度尺寸，该尺寸小于垃圾入口(261)的长度尺寸。

[0031] 如图2所示，为所述主体(2)拿去所述上盖(21)和所述垃圾收纳仓(26)后的结构说

明图，所述主体(2)内还包含电池(28)。所述底壳(22)的上端，具有2个没有展示出的长方形

通孔用于皮带(252)运转时的让位孔，2个所述长方形通孔的周边，还具有方框形突起

(222)，在所述方框形突起(222)的上端面，还各有1个小压盖(221)，所述方框形突起(222)

和所述小压盖(221)在贴合面上各有一个半圆形豁口用于电机(25)转轴的让位，此种结构

的设计可防止清洗擦地辊时，水进入到电机和电气部分所在的封闭腔内。如图3所示，底壳

(22)下部的两侧，具有若干筋条(225)，其中的一些所述筋条(225)用于固定轴承座(226)，

本实施方式中，共有4个轴承座(226)，还有一些所述筋条(225)围成了方框形，在所述方框

形的上面，图3的左侧固定有小压盖(223)，图3的右侧固定有大压盖(224)，图中，大压盖

(224)为显示内部刨去了部分。大压盖(224)、小压盖(223)和所述围成了方框形的一些筋条

(225)将轴承座(226)固定并将皮带传动部分封闭起来进行保护，在大压盖(224)和小压盖

(223)上还设置有小滚轮(27)，结合图1，在所述垃圾收纳仓的底面也设置有2个小滚轮

(27)，也即在所述主体(2)的底面，均布着4个滚轮。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的所述擦布可选用

毛长的织物，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上的所述清扫条也具有一定的弹性，且它们是在旋转的，

因而，它们与地面不需要紧密地接触，这4个滚轮能保证所述擦地辊及所述清扫辊与地面保

持合适的接触度，并能使所述主体(2)在地面轻松滑动。

[0032] 图4所示为该实施方式所述擦地辊和所述清扫辊的结构说明图，如图4所示，所述

擦地辊(23)的辊体为圆管状，且在辊体表面(231)设有多个通孔(233)，设置多个所述通孔

(233)的作用在于：在清洗所述擦布(232)后将所述擦布脱离水面，电机驱动擦地辊(23)旋

转，通孔对应位置部分的所述擦布(232)上的水分更容易被甩出。同时，清扫辊(24)上的清

扫条(242)也在刮刷所述擦布(232)的擦拭面，也有使所述擦布(232)减少水分的作用。在平

时的放置时，多个通孔(233)还能起到通风透气的作用。如图4所示，所述擦地辊(23)的辊体

表面(231)上的所述擦布(232)，也为圆管状，且所述擦布(232)与所述辊体表面(231)为粘

接连接，此处的结构为了理解方便，可参见市场上刷墙面用的涂料辊的织物与塑料辊表面

连接的结构。如图4所示，所述清扫辊(24)的辊体表面(241)上设有的清扫条(242)为6排，每

排材质为刷毛的清扫条(242)由多束直线排列的刷毛组成。所述刷毛均为直立状态，且每束

刷毛均垂直于与辊体表面(241)。

[0033] 图5所示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实施方式的结构说明图，图6所示为该实施方

式的内部结构说明图，图6中，所述主体2拿去了所述上盖(21)，所述下壳(22)刨去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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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至图6介绍的2种实施方式相比较，它们的外观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于内部的结构。如图5

和图6所示，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包含主体(2)和操纵杆(1)，所述操纵杆(1)的一端与所述

主体(2)的上端活动连接。所述主体(2)包含上盖(21)、底壳(22)，所述上盖(21)固定在所述

底壳(22)的上端从而形成一个封闭的空腔，所述空腔内设置有1个电机(25)，在所述主体

(2)的下端后部，还设有垃圾收纳仓(26)。在所述主体(2)的下端前部，也即所述底壳(22)的

下部还设有一开口空腔，在所述开口空腔内平行设有擦地辊(23)和清扫辊(24)且所述擦地

辊(23)在前所述清扫辊(24)在后，所述擦地辊(23)的辊体表面(231)设有擦布(232)，所述

清扫辊(24)的辊体表面(241)设有清扫条(242)，如图6所示，所述电机(25)转轴头部的驱动

齿轮(254)通过过渡齿轮(255)驱动所述擦地辊(23)一端和所述清扫辊(24)一端都具有的

从动齿轮(256)转动，也即所述1个电机(25)驱动所述擦地辊(23)和所述清扫辊(24)转动的

机械传动机构为齿轮传动机构，图中所示的驱动齿轮(254)、过渡齿轮(255)和从动齿轮

(256)均为渐开线齿轮，因此它们的传动机构为渐开线齿轮传动机构。如图6所示，所述擦地

辊(23)和所述清扫辊(24)为同向转动，所述电机(25)转轴头部的驱动齿轮(254)为逆时针

转动，所述过渡齿轮(255)为顺时针转动，所述擦地辊(23)和所述清扫辊(24)都是逆时针方

向转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图6中所述的渐开线齿轮传动机构并非最适合本实用新型的齿

轮传动机构，而是一种结构简单，适于表达本实用新型中只采用1个所述电机(25)，就可驱

动所述擦地辊(23)和所述清扫辊(24)转动的一种齿轮传动机构。用1个所述电机(25)，就可

驱动所述擦地辊(23)和所述清扫辊(24)的转动机构还有其他的方案，同时，可采用的机械

传动机构还有链传动等，也可以是渐开线齿轮传动和同步皮带传动的组合的传动机构，但

这些不是本实用新型重点讨论的内容，在此不做详细说明。图5和图6所示，在转动过程中，

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241)上的所述清扫条(242)可以接触到所述擦地辊辊体表面(231)上

的所述擦布的擦拭面，也即所述擦地辊(23)轴心与所述清扫辊(24)轴心的距离，小于所述

擦地辊辊体表面(231)上所述擦布(232)擦拭面到轴心的半径尺寸与所述清扫辊辊体表面

(241)上所述清扫条(242)的端部到轴心的半径尺寸之和。如图5所示，所述垃圾收纳仓(26)

的两侧具有滑槽(262)，所述底壳(22)后部两侧具有滑轨(227)，所述垃圾收纳仓(26)与所

述主体(2)是通过可拆装结构进行连接。

[0034] 图7所示为所述清扫辊(24)的另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说明图，如图7所示，所述清

扫辊(24)的辊体表面(241)上设有2排所述清扫条(242)，所述清扫条的材质橡胶，形状为薄

片状，且为直线排列，在实际的应用中，所述辊体表面(241)和所述清扫条(242)可以是一次

成型而成的一个整体。图8所示为所述清扫辊(24)的又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说明图，如图8

所示，所述清扫辊(24)的辊体表面(241)上设有1排所述清扫条(242)，该排所述清扫条

(242)的材质为刷毛，该排所述刷毛由多束刷毛按螺旋线的方式排列而成。图7和图8中所示

的清扫条(242)均为受力后可发生弯曲形变的弹性材料。

[0035]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实用新型说明内容及具体实施方式中，只是说明了其中有代

表性的一些结构方案，且并未进行全面的说明，因此不应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

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所附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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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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