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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steam mop includes a case (1), a handle (2), a reservoir (3), a steam
generation device (6), and a flow acceleration device (5) The case (1) is placed on the
ground and is provided with a cleaning surface which is downward and opposite to the
ground The cleaning surface has a steam outlet The handle (2) is connected to the
case (1) and extends upwardly, so as to make the case (1) moving on the ground The
reservoir (3) with a water inlet (30) and a water outlet (340) is implanted in the case (1)
and is detachable from the case (1) The steam generation device (6) with a water inlet
and a steam outlet is arranged in the case (1) The steam outlet of the steam generation
device (6) communicates with the steam outlet of the cleaning surface It is provided
with a steam generation cavity for communicating between the water inlet and the steam
outlet of the steam generation device (6) It is also provided with a heating device for
heating the steam generation cavity The flow acceleration device (5) is arranged in the
case (1) for introducing the water in the reservoir (3) into the steam generation device (6)
by a certain velocity Since the reservoir (3) may be conveniently detached from the case
(1) and be separated from the mop, the reservoir (3) may be filled with water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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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神蒸汽拖把 包括 : 克休 ( 1) 置于地面 具有一朝下勻地而相肘的除污表而 咳除污表面具有蒸汽出

口 手柄 (2) ， 核克休 ( 1) 連接井向上延伸 以便操臥咳克休 ( 1) 在地面移功 水箱 ( 3) , 司拆卸地嵌沒于

所述克休 ( , 井投有加水 (30) 和出水口 (340) 蒸汽形成裝置 (6) , 投于所迷莞休 ( 1) 內，具有迸 7

口和蒸汽出口 蒸汽形成裝置 (6) 的蒸汽出口勻除污表面的蒸汽出口迸通 在迸水口和蒸汽出口之同沒有勻二者

連通的蒸汽形成腔 另外迂投有肘咳蒸汽形成腔迸行加熟的加熟裝置 流速增加裝置 (5 ) , 役于所迷克休 ( 1 ) 內 ,

用于軀使水箱 ( 3 ) 中的水以一定速度流入蒸汽形成裝置 (6) 由于水箱 ( 3 ) 可方便地伙所迷的亮休 ( 1) 拆下而

拖拙分再，因此可革狙肘水箱 ( 3 ) 水。



一神蒸汽拖把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清拮工具，具休地沈是指一神蒸汽拖把。

背景技木

拖把是常見的家庭用清拮工具之一，可用于清浩地面或培面，甚至是門或玻

璃窗等。力了提高清浩效率，人們投汁出了蒸汽拖把，在拖把占被清浩表面接蝕

的部位噴出蒸汽，肘被清浩表面迸行加混和加熱，以便更好地去除被清浩表面的

污物。

中回寺利 02102443．公升了一神 "蒸汽拖把
，

其主要拮枸包括 支托在地

面的亮休 手柄，勻亮休相連井伙亮休向上延伸足移弋以允昨站立在地面上操作

亮休 儲水器，包含在亮休中，用來儲存水，包括水出口 加熱板，在儲水器外

部，用來接收伙所迷水出口以第一流速流出的水 流速增加裝置，勻儲水器連接，

用來特流銓所迷的水出口的水的流速增加到大于所迷第一流速。

癸似的蒸汽拖把迂有很多，其基本結枸中都必不可少地包含一介水箱，用于

存儲形成蒸汽的水。咳水箱勻整介拖把固定在一起，在使用吋元法拆卸，在需要

向水箱中加水吋，則要特整介拖把移功到水槽中迸行加水，迭梓操作多有不便。

炭明內容

本友明提供一神蒸汽拖把，其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現有蒸汽拖把的水箱勻拖把

主休固定力一休而元法拆卸，早致了加水不方便的缺貞。

本友明采用如下技木方案 一神蒸汽拖把，包括 亮休，置于地面，具有一

朝下勻地面相肘的除污表面，咳除污表面具有蒸汽出口 手柄，勻咳克休連接井

向上延伸，以供站立于地面吋操臥咳亮休在地面移功 水箱，可拆卸地嵌投于所

迷亮休上，井沒有加水口和出水口 蒸汽形成裝置，投于所迷亮休內，具有迸水

口和蒸汽出口，蒸汽出口勻亮休除污表面的蒸汽出口連通，在迸水口和蒸汽出口



之同投有勻二者達通的蒸汽形成腔，另外速投有肘咳蒸汽形成腔迸行加熱的加熱

裝置 流速增加裝置，投于所述亮休內，用于軀使水箱中的水以一定速度流入蒸

汽形成裝置。

前迷一神蒸汽拖把，其流速增加裝置力一達接于所迷水箱出水口和蒸汽形成

裝置迸水口之同的泵。

前述一神蒸汽拖把，其水箱嵌投于亮休的前上方，包括達成一休的一前側怪

直部和一后側水平部，其表面勻所迷亮休的項面及前側面形成一完整的整休。

所述水箱的加水口投于其后側水乎部的項面，咳加水口上投有使水箱內部勻

外界隔萬的蓋。

所述水箱的出水口投于其前側怪直部的底面，咳出水口上投有一防止水箱拆

萬亮休后其內部的水 自核出水口流出的肢套，咳肢套包括一杯狀休及達接于咳杯

狀休上的扁乎狀休，咳杯狀休外周勻水箱出水口周緣嵌套達接，咳扁乎狀休具有

閉合的、可被撐升的通道 所迷亮休肘匝位置投有一達接所迷水箱和流速增加裝

置的達接件，咳達接件具有一達接插共，咳達接插共由下至上插入所迷肢套的杯

狀休，井撐升所迷的扁乎狀休。

所迷水箱后側水平部的后側面勻所迷亮休的肘匝位置之何投有卡接裝置。

迸一步地，所述卡接裝置包括投于水箱的后側水乎部后側面的彈片和投于所

迷亮佈村匝位置的卡槽，所迷彈片一端勻水箱的后側水平部的后側面達接，井向

上延伸，在其后側面近上端部投有一卡各，所迷卡槽的形狀勻咳彈片的形狀相造

配 咳卡接裝置江包括投于水箱前側怪直部丙側的臥向插接架以及投于亮休相匝

位置供咳插接冬插接的插接槽。

由上迷肘本友明的描述可知，和現有技木相此，本友明具有如下仇貞 咳蒸

汽拖把的拮枸克服了以前蒸汽拖把的水箱必須勻亮休達力一休的思堆慣性，刨造

性地使水箱可方便地伙所迷的亮休拆下而勻拖把分萬，伙而革狙肘水箱迸行加

水，使加水迫程非常方便。



團 1 力本友明立休結枸示意圈

團 2 力本友明水箱勻亮休分萬的立休拮枸示意囤

圈 3 力本友明的立休分解示意團

圈 4 力克休的上克的立休拮枸示意力

團 5 力本友明水箱的立休拮枸示意圈

圈 6 力本友明水臭另一角度的立休拮枸示意團

圈 7 力本友明水箱出水口灶的肢套的立休緒枸示意囤

圈 8 力本友明亮休內用于占水箱出水口達接的達接件的立休拮枸示意圈

圈 9 力本友明出口朝向亮休除污表面的蒸汽出口接共的立休結枸示意圈。

具休丈施方式

本友明的奕底在于提供一神水箱可狙立分萬出未的蒸汽拖把，以便于加水的

操作。下面參照圈 1至圈 9 視明本友明的具休安施方式。

參照圈 1，咳蒸汽拖把主要鈷枸包括莞休 、手柄 2、水箱 3 參照圈 3，亮

休 1 由上亮 11、底板 2 卡接井通迂螺打敬固達接而成，亮休內投有蒸汽形成裝

置 6、流速增加裝置 5。

參照圈 ，咳亮休 置于地面，其底板 12 具有一朝下勻地面相肘的除污表

面，咳除污表面具有蒸汽出口，參照團 3，咳蒸汽出口形成于通迂螺打固定于底

板 12 方的蒸汽出口接共 7，咳蒸汽出口接共 7 的具休緒枸參照團 9 所示，其

具有丙介用于敏固于底板 12 的凸耳 7 、72。手柄 2 勻核亮休 1達接井向上延

伸，以供站立于地面吋操執咳克休 在地面移功，以便底板 12 的除污表面占地

面磨擦伙而突現肘地面迸行清浩。手柄 2 占咳亮休 1 之同通迂接共 2 突現可特

功的達接，以便在清拮地面吋手柄 2 勻亮休 之回能相肘特功，井且咳接共 2 1

迂提供屯源達接錢 自手柄 2 迸入亮休 1 的通道，此部分拮枸力常兄技木，井且不

是本岌明的重貞，在此不佯細槐明。



參照圈 1 至團 3，水箱 3 可拆卸地嵌投于亮休 ，井投有加水口 30 和出

水口 340 。咳水箱 3 由碩亮 33 和底亮 34 扣接而成。水箱 3 嵌投于亮休 1 的前上

方，同吋參照團 5、囤 6，包括達成一休的一前側怪盲部 32 和一后側水乎部 31

亮休 表面凹投有供其嵌入的槽 10，水箱 3 表面勻亮休 1 的攻面及前側面形

成一完整的整休。

參照圈 5，水箱 3 的加水口 30 投于其后側水乎部 31 的項面，咳加水口 30

上投有使水箱 3 內部勻外界隔萬的蓋 30 ，而咳蓋 30 取下后可伙咳加水口 30

向水箱內加水。

參照團 3 和圈 6，水箱 3 的出水口 340 役于其前側怪盲部 32 的底面。參照

圈 7，咳出水口340 L投有一防止水箱 3 拆萬亮休 后其內部的水自核出水口340

流出的肢套 34 1，核肢套 34 包括一杯狀休 34 及達接于咳杯狀休 3411 的扁

平狀休 34 2，咳杯狀休 341 外周勻水箱 3 出水口 340 周緣嵌套達接，咳扁乎狀

休 34 12 具有閉合的、可被撐升的通道 34 13。參照團 3、圈 4 及圈 8，亮休 1 肘

匝位置 101 投有一達接件 4，咳達接件 4 具有一達接插共 41，咳達接插央 4 由

下至上插入所迷肢套 34 的杯狀休 3411，井撐升所迷的扁平狀休 34 12 的通道

34 13，使水箱 3 內的水得以流鋒其出水口 340 。咳達接件 4 的另一接共 42 達接

到所述的流速增加裝置 5。

參照團 4 和圈 5，水箱 3 后側水乎部 3 1 的后側面勻所述亮休 1 的肘匝位置

之同投有卡接裝置。核卡接裝置包括投于水箱 3 的后側水乎部 31后側面的彈片

82 和投于亮休 1肘匝位置的卡槽 8 1，核彈片 82 端勻水箱 3 的后側水乎部 3

的后側面達接，井向上延伸，在其后側面近上端部投有一卡荼 821，所迷卡槽 8 1

的形狀勻咳彈片 82 及卡荼 821 的形狀相造配。彈片 82 勻卡槽 81 的配合主要使

水箱 3 和亮休 1 在怪直方向上定位。咳卡接裝置江包括沒于水箱 3 前側怪直部

32 丙側的扒向插接集 84 以及投于亮休 3 相匝位置供咳插接冬 84 插接的插接槽

83，插接槽 83 和插接奈 84 的配合主要是便水箱 3 和亮休 1在水乎方向上定位。



拆水箱 3 吋，只需按匝彈片 82 即可格水箱 3 向上提起，相反，安裝吋直接格水

箱 3 向下匝，使彈片 82 和卡槽 8 配合定位即可。

參照團 3，蒸汽形成裝置 6 投于亮休 1 內，具有迸水口和蒸汽出口，蒸汽出

口勻亮休 1底板 2 除污表面的蒸汽出口接共 7 運通，迸水口勻流速增加裝置達

通。在迸水口和蒸汽出口之同投有勻二者達通的蒸汽形成腔，另外汪投有肘咳蒸

汽形成腔迸行加熱的加熱裝置。夫于蒸汽形成裝置 6 的具休拮枸，申清人己鋒另

案申清，其寺利申清弓力 2006 10135235．7，岌明名林力 用于家用屯器的蒸汽

形成方法及裝置"，在此不佯細碗明。

流速增加裝置 5 力一達接于所迷水箱 3 和蒸汽形成裝置 6 之同的泵，用于班

使水箱 3 中的水以一定速度流入蒸汽形成裝置 6。

上迷仗力本岌明的一介具休突施方式，但本友明的投汁枸思井不局限于此，

凡利用此枸思肘本友明迸行非突反性的改功，均匝厲于侵犯本友明保扣范囿的行

力。



杖利要求

、一神蒸汽拖把，包括

亮休，置于地面，具有一朝下勻地面相肘的除污表面，咳除污表面具有

蒸汽出口

手柄，勻咳亮休達接井向上延伸，以供站立于地面吋操臥咳亮休在地面

移功

水箱，可拆卸地嵌投于所迷克休上，井投有加水口和出水口

蒸汽形成裝置，投于所述亮休內，具有迸水口和蒸汽出口，蒸汽出口勻

亮休除污表面的蒸汽出口達通，在迸水口和蒸汽出口之同投有勻二者達通的

蒸汽形成腔，另外汪投有肘咳蒸汽形成腔迸行加熟的加熟裝貴

流速增加裝置，投于所迷亮休內，用于嶇使水箱中的水以一定速度流入

蒸汽形成裝置。

、如杖利要求 所述的一神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 所述流速增加裝置力一達

接于所迷水箱出水口和蒸汽形成裝置迸水口之回的泵。

、如杖利要求 所述的一神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箱嵌投于亮休的前

上方，包括達成一休的一前側怪直部和一后側水平部，其表面勻所迷亮休的

項面及前側面形成一完整的整休。

、如杖利要求 3 所迷的一神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 所迷水箱的加水口投于其

后側水平部的碩面，咳加水口上投有使水箱內部勻外界隔萬的蓋。

、如杖利要求 3 所迷的一神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 所迷水箱的出水口投于其

前側怪直部的底面，咳出水口上投有一防止水箱拆萬亮休后其內部的水 自咳

出水口流出的肢套，咳肢套包括一杯狀休及達接于咳杯狀休上的扁乎狀休，

咳杯狀休外周勻水箱出水口周緣嵌套達接，咳扁平狀休具有閉合的、可被撐

升的通道 所述亮休肘匝位置投有一運接所迷水箱和流速增加裝置的達接件，

咳達接件具有一達接插共，咳達接插共由下至上插入所迷肢套的杯狀休，井



撐升所迷的扁乎狀休。

6、如杖利要求 3 所述的一神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 所迷水箱后側水乎部的后

側面勻所迷亮休的肘匝位置之同投有卡接裝置。

7、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一神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 所述卡接裝置包括投于水

箱的后側水乎部后側面的彈片和投于所迷亮休肘匝位置的卡槽，所迷彈片一端勻

水箱的后側水乎部的后側面連接，井向上延伸，在其后側面近上端部投有一卡冬，

所迷卡槽的形狀勻咳彈片的形狀相造配 咳卡接裝置江包括投于水箱前側怪直部

丙側的臥向插接集以及投于亮休相匝位置供咳插接集插接的插接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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