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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ELECTRIC STEAM MOP

(54) 发明名称 ：一种 电动蒸汽拖把

(57) Abstract: A kind of electric steam mop(l), includes: a shell(2), which
i s arranged on a surface to be cleaned, and has a downside decontaminating
surface towards to the surface to be cleaned, wherein the decontaminating
surface has a steam outlet; a handhold part(3), which i s connected with the
shell(2) for holding; a water tank(4), having a water inlet and a water out
let; a steam forming device(5), having a water inlet and a steam outlet
which i s connected with the steam outlet of the decontaminating surface of
the shell(2), wherein a steam forming cavity i s formed between the water
inlet and the steam outlet of the steam forming device(5), and a heating de
vice used for heating the steam forming cavity i s also provided; a water
pump(6), which i s mounted between the water tank(4) and the steam form
ing device(5) for driving the water in the water tank(4) to flow to the steam
forming device(5); and an electromotor( 10), which i s connected to the w a
ter pump(6) in a driving manner to drive the water pum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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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 电动蒸汽拖把 a ) ，包拈 ：壳体 ，置于待清洁面 ，具有 一朝下与该待清洁面相 对的除污面 ，该除

污面具有蒸汽 出 口；手持部 （3 ) ， 与该 壳体 （2 ) 连接 以供手持 ；水箱 （4 ) ，设有加水 口和 出水 口；蒸汽形成装

置 （5 ) , 具有进 水 口和蒸汽 出 口，蒸汽 出 口与壳体 (2) 除污面 的蒸汽 出 口连通 ，在蒸汽 形成装置 （5 ) 的进水 口和

蒸汽 出 Π之 间设有蒸汽形成腔 ，另外还设有对该蒸汽形成腔进行加热 的加热装置 ；水泵 （6 ) ，设于所述水箱 （4 )

和 蒸汽形成装置 （5 ) 之 间，用于驱使水箱 （4 ) 中的水流入蒸汽形成装置 （5) ；电机 （10 ) ，与所述水泵 （6 ) 传

动连接 以驱动 水泵 （6) 动 作 。



说 明书

Title of Invention: 一种电动蒸汽拖把

技术领域

技术领域

[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洁工具，特别是指一种通过电机驱动水泵工作的电动蒸汽拖

把。

背景技术

背景技术

[2] 拖把是常见的家庭用清洁工具之一，可用于清洁地面或墙面，甚至是门或玻璃

窗等。为了提高清洁效率，人们设计出了蒸汽拖把，在拖把与被清洁表面接触

的部位喷出蒸汽，对被清洁表面进行加湿和加热，以便更好地去除被清洁表面

的污物。

[3] 中国专利CN200520120479.9 公开的'一种蒸汽地刷'，它包括手柄，主机体以及

与主机体活动连接的地板刷，在主机体内设有手动水泵、水箱和蒸汽发生器；

手动水泵、水箱、蒸汽发生器及地板刷之间通过管道相连通；所述的手柄直接

与手动水泵中的活塞杆连接并操纵手动水泵工作，所述的地板刷上包裹有清洁

布。通过控制手柄的动作可使主机体生成蒸汽并送入地板刷，从而达到清洗的

目的。但上述手动式蒸汽地板刷存在一些不足，由于需要给蒸汽发生器补充水

就必须给手动水泵中的水一定压力，一使手动水泵中的水压大于蒸汽发生器中

的，而所述蒸汽地刷中手柄直接与手动水泵中的活塞杆相连，工作吋，手必须

给手柄一定的推力，工作吋间稍长，手臂便会感觉到吃力、不舒服。

[4] 类似的手动式蒸汽拖把还有很多，其结构与所述蒸汽地刷基本相同。这些蒸汽

拖把操作比较麻烦、费力而且喷出的蒸汽不连续和均匀。

对发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动蒸汽拖把，其 目的在于克服上述手动式蒸汽拖把操

作费力，且喷出的蒸汽不连续和均匀的缺陷。



技术解决方案

[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7] 一种电动蒸汽拖把，包括壳体，置于待清洁面，具有一朝下与该待清洁

[8] 面相对的除污面，该除污面具有蒸汽出口；手持部，与该壳体连接以供手持；

水箱，设有加水口和出水口；蒸汽形成装置，具有进水口和蒸汽出口，蒸汽出

口与壳体除污面的蒸汽出口连通，在进水口和蒸汽出口之间设有与二者连通的

蒸汽形成腔，另外还设有对该蒸汽形成腔进行加热的加热装置；水泵，设于所

述水箱和蒸汽形成装置之间，用于驱使水箱中的水流入蒸汽形成装置；电机，

与所述水泵传动连接以驱动水泵动作。

[9] 所述水泵为往复式水泵，其活塞杆外伸端设有一对该活塞杆进行往复式按压的

凸轮机构，该凸轮机构的转动轴与所述电机输出轴通过减速机构传动连接。

[10] 所述壳体于活塞杆的周围通过一围壁形成一滑槽，该滑槽内设有一与活塞杆端

部抵接的滑块，所述凸轮机构的凸轮周面与该滑块抵接。

[11] 所述减速机构包括与所述电机输出轴固定的蜗杆、与该蜗杆啮合的蜗轮、与该

蜗轮同轴固定的初级齿轮以及与该初级齿轮啮合并与所述凸轮机构的转动轴固

定的次级齿轮。

[12] 所述手持部上设有控制该电机启停的按钮。

有益效果

[13] 由上述对本实用新型的描述可知，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由于釆用电机来驱动水泵动作，无需再用手动的方式按压水泵的活塞杆，只需

启动电机，即可使水泵动作，因而操作方便、省力；釆用电机驱动水泵工作，

只要未关闭电机，即可使水泵连续动作，喷出的蒸汽也更连续、有力和均匀；

本实用新型可以很方便地应用于原有蒸汽拖把，无需对现有蒸汽拖把进行大的

改进，只需在原有蒸汽拖把的基础上增加电机和凸轮机构即可，付出较小的成

本而获得较好的效果。

附图说明

[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分解示意图；



[16] 图3为电动机及水泵活塞的剖面图；

[17] 图4为 凸轮机构、电机及二者之间的减速机构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本 发明的最佳 实施方式

[18] 参照图1、图2， 一种电动蒸汽拖把 1，主要包括置于地面的壳体2、方便使用者

操纵的手持部3、水箱4、蒸汽形成装置5以及水泵6。

[19] 参照图2，所述壳体2具有一朝下且和地面相对的除污面，该除污面上设有蒸汽

出口；所述手持部3与该壳体2连接并向上延伸，以方便使用者操纵；所述水箱4

设于所述壳体2上，并设有加水 口和出水 口。此部分结构为常见技术，并且不是

本实用新型的重点，在此不详细说明。

[20] 参照图2，所述蒸汽形成装置5设于所述壳体2内，其具有进水 口和蒸汽出口，

蒸汽出口与壳体2除污面的蒸汽出口连通，在进水 口和蒸汽出口之间设有与二者

连通的蒸汽形成腔，另外还设有对该蒸汽形成腔进行加热的加热装置。关于蒸

汽形成装置5的具体结构，申请人已经另案申请，其专利申请号为200610135235.

7，发明名称为'用于家用电器的蒸汽形成方法及装置'，在此不详细说明。

[21] 参照图3、图4，所述水泵6为往复式水泵，水泵6的活塞杆外伸端6 1上设有一对

该活塞杆外伸端6 1进行往复式按压的凸轮机构7，壳体2于该活塞杆外伸端6 1的

周围通过一围壁 8形成一滑槽，该滑槽内设有一与活塞杆外伸端6 1抵接的滑块9

，所述凸轮机构7的凸轮周面与该滑块9抵接。该凸轮机构7的一侧设有一电机 10

，该凸轮机构7的转动轴与该电机 10输出轴通过减速机构78传动连接。凸轮机构

7、电机 10和二者之间的减速机构78安装于壳体2内，该减速机构78包括与所述

电机 10的输出轴固定的蜗杆 111、与该蜗杆 111啮合的蜗轮 112、与该蜗轮 112同

轴固定的初级齿轮 121以及与该初级齿轮 121啮合并与所述凸轮机构7的转动轴固

定的次级齿轮 122。该初级齿轮 121的转轴和次级齿轮 122的转轴架设于所述壳体

2内，该减速机构78起减速传动作用。通过电机 10、减速机构78以及凸轮机构7

的相互配合，带动水泵6的活塞运动，利用活塞的往复运动从水箱4中抽水，并

送入蒸汽形成装置形成蒸汽，从而有效地对地面进行高温清洗。

[22] 参照图1，使用吋，只需按下设置于手持部3上端的按钮3 1，便可启动电机，使

得电动蒸汽拖把 1工作。



[23] 另外，本实用新型的水箱和蒸汽形成装置也可设于手持部，且可根据实际需要

调整手持部的长度，所述拖把不光可以用来清洁地面，也可用于清洁桌面或其

它表面，并达到 良好的清洁效果。

[24] 本实用新型釆用电动方式来驱动水泵，无需再用手动的方式按压水泵的活塞杆

，因而操作方便、省力；并且可使水泵连续动作，喷出的蒸汽也更连续、有力

和均匀。

本 发明的实施方式

[25] 参照图1、图2， 一种电动蒸汽拖把 1，主要包括置于地面的壳体2、方便使用者

操纵的手持部3、水箱4、蒸汽形成装置5以及水泵6。

[26] 参照图2，所述壳体2具有一朝下且和地面相对的除污面，该除污面上设有蒸汽

出口；所述手持部3与该壳体2连接并向上延伸，以方便使用者操纵；所述水箱4

设于所述壳体2上，并设有加水 口和出水 口。此部分结构为常见技术，并且不是

本实用新型的重点，在此不详细说明。

[27] 参照图2，所述蒸汽形成装置5设于所述壳体2内，其具有进水 口和蒸汽出口，

蒸汽出口与壳体2除污面的蒸汽出口连通 ，在进水 口和蒸汽出口之间设有与二者

连通的蒸汽形成腔，另外还设有对该蒸汽形成腔进行加热的加热装置。关于蒸

汽形成装置5的具体结构，申请人已经另案申请，其专利申请号为200610135235.

7，发明名称为'用于家用电器的蒸汽形成方法及装置'，在此不详细说明。

[28] 参照图3、图4，所述水泵6为往复式水泵，水泵6的活塞杆外伸端6 1上设有一对

该活塞杆外伸端6 1进行往复式按压的凸轮机构7，壳体2于该活塞杆外伸端6 1的

周围通过一围壁 8形成一滑槽，该滑槽内设有一与活塞杆外伸端6 1抵接的滑块9

，所述凸轮机构7的凸轮周面与该滑块9抵接。该凸轮机构7的一侧设有一电机 10

，该凸轮机构7的转动轴与该电机 10输出轴通过减速机构78传动连接。凸轮机构

7、电机 10和二者之间的减速机构78安装于壳体2内，该减速机构78包括与所述

电机 10的输出轴固定的蜗杆 111、与该蜗杆 111啮合的蜗轮 112、与该蜗轮 112同

轴固定的初级齿轮 121以及与该初级齿轮 121啮合并与所述凸轮机构7的转动轴固

定的次级齿轮 122。该初级齿轮 121的转轴和次级齿轮 122的转轴架设于所述壳体

2内，该减速机构78起减速传动作用。通过电机 10、减速机构78以及凸轮机构7



的相互配合，带动水泵6的活塞运动，利用活塞的往复运动从水箱4中抽水，并

送入蒸汽形成装置形成蒸汽，从而有效地对地面进行高温清洗。

[29] 参照图1，使用吋，只需按下设置于手持部3上端的按钮3 1，便可启动电机，使

得电动蒸汽拖把 1工作。

[30] 另外，本实用新型的水箱和蒸汽形成装置也可设于手持部，且可根据实际需要

调整手持部的长度，所述拖把不光可以用来清洁地面，也可用于清洁桌面或其

它表面，并达到良好的清洁效果。

[31] 本实用新型釆用电动方式来驱动水泵，无需再用手动的方式按压水泵的活塞杆

，因而操作方便、省力；并且可使水泵连续动作，喷出的蒸汽也更连续、有力

和均匀。

工业实用性

[32] 本实用新型釆用电动方式来驱动水泵，无需再用手动的方式按压水泵的活塞杆

，因而操作方便、省力；可使水泵连续动作，喷出的蒸汽也更连续、有力和均

匀；并且容易实现，具有良好的工业实用性。

序列表 自由内容

[33]



权利要求书

[Claim 1] 一种电动蒸汽拖把，包括：

壳体，置于待清洁面，具有一朝下与该待清洁面相对的除污面，

该除污面具有蒸汽出口；

手持部，与该壳体连接以供手持；

水箱，设有加水口和出水口；

蒸汽形成装置，具有进水口和蒸汽出口，蒸汽出口与壳体除污面

的蒸汽出口连通，在进水口和蒸汽出口之间设有与二者连通的蒸

汽形成腔，另外还设有对该蒸汽形成腔进行加热的加热装置；

水泵，设于所述水箱和蒸汽形成装置之间，用于驱使水箱中的水

流入蒸汽形成装置；

电机，与所述水泵传动连接以驱动水泵动作。

[Claim 2 ]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动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为

往复式水泵，其活塞杆外伸端设有一对该活塞杆进行往复式按压

的凸轮机构，该凸轮机构的转动轴与所述电机输出轴通过减速机

构传动连接。

[Claim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动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于

活塞杆的周围通过一围壁形成一滑槽，该滑槽内设有一与活塞杆

端部抵接的滑块，所述凸轮机构的凸轮周面与该滑块抵接。

[Claim 4 ]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动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机

构包括与所述电机输出轴固定的蜗杆、与该蜗杆啮合的蜗轮、与

该蜗轮同轴固定的初级齿轮以及与该初级齿轮啮合并与所述凸轮

机构的转动轴固定的次级齿轮。

[Claim 5]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动蒸汽拖把，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持部

上设有控制该电机启停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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