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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抽取器包括能够沿待清洗的表面移动

的底座，该底座包括搅拌器。还包括分配喷嘴；抽

吸喷嘴；抽吸源，该抽吸源与抽吸喷嘴流体连通，

抽吸源能够操作以通过抽吸喷嘴抽吸来自所述

表面的流体；回水箱，与所述抽吸源流体连通，以

接收和存放通过抽吸喷嘴抽吸的流体和灰尘；供

水箱，由所述底座支撑，供水箱与分配喷嘴流体

连通，以将清洗流体提供给分配喷嘴；泵，该泵与

供水箱和分配喷嘴流体连通，以将来自供水箱的

流体传送至分配喷嘴；电机，该电机可操作为驱

动搅拌器和泵，以及驱动机构，该驱动机构连接

至电机、搅拌器和泵，驱动机构可操作为选择性

地将搅拌器和泵连接至电机，以交替地驱动所述

搅拌器和所述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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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抽取器清洗机，包括：

底座，该底座能够沿待清洗的表面移动，所述底座包括抽吸喷嘴；

配件工具，该配件工具连接至所述底座，用于地上清洗；所述配件工具包括分配喷嘴；

手柄，该手柄枢转地连接至所述底座，用于在大致竖直位置和倾斜的操作位置之间移

动；

抽吸源，该抽吸源与所述抽吸喷嘴流体连通，所述抽吸源能够操作以通过所述抽吸喷

嘴抽吸来自所述表面的流体和灰尘；

回水箱，该回水箱由所述底座支撑，所述回水箱与所述抽吸源流体连通，以接收和存放

通过所述抽吸喷嘴抽吸的所述流体和灰尘；

供水箱，该供水箱由所述底座支撑，所述供水箱与所述分配喷嘴流体连通，以将清洗流

体提供给所述分配喷嘴；

泵，该泵与所述供水箱和所述分配喷嘴流体连通，以将来自所述供水箱的流体传送给

所述分配喷嘴；

电机，该电机可操作为驱动所述泵，所述电机包括输出轴；

皮带，该皮带连接至所述电机的所述输出轴和所述泵，以选择性地驱动所述泵；以及

皮带张紧器，该皮带张紧器能够相对于所述皮带移动，当所述手柄位于所述大致竖直

位置时，所述皮带张紧器接合所述皮带以张紧所述皮带；并且，当所述手柄位于所述倾斜的

操作位置时，所述皮带张紧器不接合所述皮带，以不张紧所述皮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抽取器清洗机，其中，所述抽吸喷嘴为第一抽吸喷嘴，并且其

中，所述配件工具包括第二抽吸喷嘴，该第二抽吸喷嘴与所述抽吸源流体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抽取器清洗机，其中，所述分配喷嘴为第一分配喷嘴，并且其

中，所述底座包括第二分配喷嘴，该第二分配喷嘴与所述供水箱流体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抽取器清洗机，其中，所述底座还包括搅拌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抽取器清洗机，其中，所述皮带张紧器能够在第一位置和第二

位置之间枢转，在所述第一位置，所述皮带张紧器接合所述皮带，在所述第二位置，所述皮

带张紧器不接合所述皮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抽取器清洗机，其中，当所述手柄位于所述大致竖直位置时，

所述手柄的一部分接合所述皮带张紧器，以将所述皮带张紧器枢转至所述第一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抽取器清洗机，还包括；连接于所述皮带张紧器的约束件，其

中，所述约束件迫使所述皮带张紧器朝向所述第二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抽取器清洗机，其中，当所述手柄位于倾斜的操作位置时，所

述手柄的所述一部分与所述皮带张紧器分开，以允许所述皮带张紧器移动到所述第二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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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器清洗机

[0001] 本申请是2015年1月30日递交的、申请号为201580007316.6的中国专利申请的分

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抽取器清洗机(extractor  cleaning  machine)，并且更具体地，涉及

包括用于使用一个电机选择性地驱动多个部件的驱动机构的抽取器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3] 典型地，抽取器清洗机包括通过一个或多个电机驱动的一个或多个部件。例如，抽

取器清洗机可以包括搅拌刷、泵、抽风机以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电机驱动的车轮。搅

拌刷用于擦洗待清洗的表面。抽风机产生吸力，该吸力将来自待清洗的表面的灰尘吸入。车

轮便于抽取器清洗机移动横过表面。许多抽取器清洗机还包括配件工具，以有助于清洗除

了地板表面之外的表面。这些配件工具用于地上的清洗。例如，配件工具可以用于清洗窗

帘、台阶等。配件工具有时还借助泵来分配清洗流体。

发明内容

[0004]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本发明提供一种抽取器清洗机，该抽取器清洗机包括能够沿

待清洗的表面移动的底座，该底座包括搅拌器。所述抽取器清洗机还包括：分配喷嘴；抽吸

喷嘴；抽吸源，该抽吸源与所述抽吸喷嘴流体连通，所述抽吸源能够操作以通过所述抽吸喷

嘴抽吸来自所述表面的流体。该抽取器清洗机还包括回水箱，该回水箱由所述底座支撑，所

述回水箱与所述抽吸源流体连通，以接收和存放通过所述抽吸喷嘴抽吸的流体和灰尘。该

抽取器清洗机也包括供水箱，该供水箱由所述底座支撑，所述供水箱与所述分配喷嘴流体

连通，以将清洗流体提供给所述分配喷嘴。该抽取器清洗机还包括泵，该泵与所述供水箱和

所述分配喷嘴流体连通，以将来自所述供水箱的流体传送至所述分配喷嘴。该抽取器清洗

机也包括电机，该电机可操作为驱动所述搅拌器和所述泵，所述电机包括输出轴。该抽取器

清洗机也包括驱动机构，该驱动机构连接至所述电机的输出轴、所述搅拌器和所述泵，所述

驱动机构可操作为选择性地将所述搅拌器和所述泵连接至所述电机，以交替地驱动所述搅

拌器和所述泵。

[0005] 在本发明的另一种实施方式中，本发明提供一种抽取器清洗机，该抽取器清洗机

包括能够沿待清洗的表面移动的底座，该底座包括抽吸喷嘴。所述抽取器清洗机还包括：配

件工具，该配件工具连接至所述底座，用于地上清洗；所述配件工具包括分配喷嘴；该抽取

器清洗机还包括手柄，该手柄枢转地连接至所述底座，用于在大致竖直位置和倾斜的操作

位置之间移动；及抽吸源，该抽吸源与所述抽吸喷嘴流体连通，所述抽吸源能够操作以通过

所述抽吸喷嘴抽吸来自所述表面的流体和灰尘。该抽取器清洗机也包括回水箱，该回水箱

由所述底座支撑，所述回水箱与所述抽吸源流体连通，以接收和存放通过所述抽吸喷嘴抽

吸的所述流体和灰尘。该抽取器清洗机还包括供水箱，该供水箱由所述底座支撑，所述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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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与所述分配喷嘴流体连通，以将清洗流体提供给所述分配喷嘴。该抽取器清洗机也包括

泵，该泵与所述供水箱和所述分配喷嘴流体连通，以将来自所述供水箱的流体传送给所述

分配喷嘴。该抽取器清洗机还包括电机，该电机可操作为驱动所述泵，所述电机包括输出

轴。该抽取器清洗机也包括皮带，该皮带连接至所述电机的所述输出轴和所述泵，以选择性

地驱动所述泵；以及皮带张紧器，该皮带张紧器能够相对于所述皮带移动，当所述手柄位于

所述大致竖直位置时，所述皮带张紧器接合所述皮带以张紧所述皮带；并且，当所述手柄位

于所述倾斜的操作位置时，所述皮带张紧器不接合所述皮带，以不张紧所述皮带。

[0006] 在另外一种实施方式中，本发明提供一种驱动机构，用于选择性地驱动抽取器清

洗机的第一部件和第二部件，所述抽取器清洗机包括具有输出轴的电机，所述驱动机构包

括第一驱动件，该第一驱动件将所述第一部件连接至所述电机的所述输出轴。所述驱动机

构也包括第二驱动件，该第二驱动件将所述第二部件连接至所述电机的所述输出轴。所述

驱动机构还包括致动装置，该致动装置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一驱动件和第二驱动件移动，以

选择性地接合所述第一驱动件和第二驱动件，并且交替地驱动所述第一部件和所述第二部

件。

[0007] 通过以下详细描述和附图，本发明的其它方面将变得清楚。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抽取器清洗机的立体图，其中，抽取器清洗机包括位于竖直位置的手柄；

[0009] 图2是抽取器清洗机的侧视图，手柄位于倾斜的操作位置；

[0010] 图3是抽取器清洗机的侧视图，其中，手柄位于竖直位置，并且配件工具位于操作

位置；

[0011] 图4是用于交替地驱动抽取器清洗机的泵和搅拌器的驱动机构的立体图；

[0012] 图5是图4中的驱动机构位于第一位置以驱动泵的示意图；

[0013] 图6是图4中的驱动机构位于第二位置以驱动搅拌器的示意图；

[0014] 图7是用于交替地驱动抽取器清洗机的泵和搅拌器的第二驱动机构的立体图；

[0015] 图8是图7中的驱动机构位于第一位置以驱动泵的示意图；

[0016] 图9是图7中的驱动机构位于第二位置以驱动搅拌器的示意图；

[0017] 图10是用于交替地驱动抽取器清洗机的泵和搅拌器的第三驱动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在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之前，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应用并不局限

于以下描述中所公开或附图中所示的部件结构和布置。相反的是，本发明能够通过多种途

径实施为或实现为其它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图1示出了抽取器清洗机10。所示的抽取器清洗机10(在下文中将简化称为“抽取

器”)可操作以清洁诸如，例如地板的表面的直立抽取器。在某些具体实施方式中，抽取器可

以操作以清洗诸如地毯、木地板、瓷砖等多种表面。抽取器10将清洗液(例如，水、清洁剂或

者水和清洁剂的混合物)分配在表面上以清洗表面。之后，抽取器10吸走表面的清洗流体和

灰尘，使得表面相对干净和干燥。

[0020] 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抽取器10包括底座14、连接至底座14的手柄18、用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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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洗的配件工具26、电机30、抽吸系统以及流体分配系统。底座14支撑抽取器10的其它部

件，并且包括两个车轮34(图1中示出了其中一个)以便于抽取器10沿表面的移动。在所示的

具体实施方式中，车轮34为惰轮。在其它具体实施方式中，车轮34可以为驱动轮。

[0021] 底座14还包括抽吸喷嘴35、分配喷嘴36(图2)和搅拌器37。吸嘴35为抽吸系统的一

部分，并且靠近底座14的下表面设置。吸嘴35将灰尘、流体和其它物体吸入抽取器10中，以

清洗表面。分配喷嘴36为流体分配系统的一部分，并且邻近抽吸喷嘴35。分配喷嘴36分配清

洗流体到待清洗的表面。所示的搅拌器37为支撑在底座14上的卧式刷辊，该卧式刷辊邻近

于抽吸喷嘴35和分配喷嘴36。搅拌器37通过电机30驱动以相对于底座14旋转。在所示的具

体实施方式中，搅拌器37包括鬃毛和/或击打棒，以帮助擦洗、击打和以其他方式清洁表面。

在其他具体实施方式中，其他合适的搅拌器也可以使用或备选地使用。

[0022] 手柄18枢转地连接至底座14并从底座14延伸。手柄18能够在竖直位置(图1)和倾

斜位置(图2)之间移动。当位于竖直位置(图1)时，手柄18有助于抽取器10的存储。当位于倾

斜位置(图2)时，手柄18有助于沿着待清洗的表面移动底座14。

[0023] 如图3所示，当手柄18位于竖直位置(图1)时，配件工具26可用于地上清洗。在所示

的具体实施方式中，配件工具26包括第一软管38、第二软管40和请洗头42。清洗头42包括分

配喷嘴46和抽吸喷嘴50。在某些具体实施方式中，清洗头42还可以包括动力搅拌器或非动

力搅拌器，以帮助擦洗或以其它方式清洗表面。在某些具体实施方式汇总，清洗头42可从配

件工具26移除，并且可以使用不同的清洗头进行例如家具、窗帘、台阶等的地板以上的清洗

功能。

[0024] 第一软管38或第一导管连接至底座14上的第一连接部分52。第一连接部分52与流

体分配系统连通，以通过第一软管38将清洗溶液传送至清洗头42的分配喷嘴46。第二软管

40或第二导管连接至底座14的第二连接部分54。第二连接部分54通过抽吸喷嘴50与抽吸系

统连通，以在清洁头42的抽吸喷嘴50处产生吸力。在某些具体实施方式中，第一软管38和第

二软管40通过套筒连接在一起，套筒封装第一软管38和第二软管40。在另外的具体实施方

式中，第一软管38和第二软管40可以以另一种合适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例如第一软管38和

第二软管40可以沿第一软管38和第二软管40的长度方向通过紧固件连接在一起。当配件工

具26不使用时，配件工具26可以在邻近于手柄18的后表面的存放位置中收起，如图1中所

示。

[0025] 抽吸系统包括地板表面抽吸子系统和配件工具抽吸子系统。地板表面抽吸子系统

包括抽风机、回水箱58和连接至底座14的抽吸喷嘴35。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抽风机通

常支撑在底座18的位于回水箱58的下方的位置。在其他具体实施方式中，抽风机可以定位

在抽取器10的其它位置。抽风机安装在电机30上并且通过电机30直接驱动。抽风机与连接

至底座14的抽吸喷嘴35流体连通，并且产生真空以通过连接至底座14的抽吸喷嘴35将表面

的流体和灰尘吸走，并推进流体和灰尘进入回水箱58。

[0026] 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回水箱58直接连接至底座14，并通过底座14支撑。在其

它具体实施方式中，回水箱58可以直接连接至手柄18，也是通过底座14支撑。回水箱58接收

连接至底座的抽吸喷嘴35从表面吸走的流体和灰尘。在其它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回水箱58

能够从抽取器10移除。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回水箱58包括手柄66以便于将回水箱58

从底座14取走。回水箱58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用户可操作的闩扣、磁体或其它连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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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回水箱58可释放地固定于抽取器10。

[0027] 配件工具抽吸子系统包括抽风机、回水箱58、配件工具26上的抽吸喷嘴50以及连

接于抽吸喷嘴50的第二软管40。第二软管40为配件工具26的抽吸软管。抽吸软管40与配件

工具26的抽风机和抽吸喷嘴50流体连通，以将待清洗表面的流体和灰尘吸走。如上所示，抽

风机产生真空以通过配件工具26上的抽吸喷嘴50将流体、灰尘和其它物体吸走。回水箱58

接收通过配件工具26的抽吸喷嘴50吸入的任何流体和灰尘。

[0028] 流体分配系统通过底座14支撑，并且包括重力流体分配子系统和配件工具分配子

系统。重力流体分配子系统包括供水箱70、位于底座14上的分配喷嘴36、触发器68以及将供

水箱70连接至底座14的分配喷嘴36的导管。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供水箱70连接至手

柄18，并且通过底座14支撑。在其它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供水箱70直接连接至底座14，並且

由底座14支撑。供水箱70与连接至底座14的分配喷嘴36流体连通，以将清洗流体分配给待

清洗表面。触发器68设置在手柄18上，并且可致动地通过分配喷嘴36将清洗流体喷射或分

配到表面上。导管包括连接至触发器68的阀，该阀可以通过致动触发器68而选择性地打开。

该阀允许流体从供水箱70中流出。重力将清洗流体向下吸，以通过连接至底座14的分配喷

嘴36排出。在某些具体实施方式中，供水箱70为分配喷嘴36提供两个独立的清洗流体(例如

水和清洁剂)。之后，重力流体分配子系统混合流体并通过连接至底座14的分配喷嘴36将混

合后的清洗流体分配到表面上。在某些具体实施方式中，重力流体分配子系统可替代地包

括泵，以将清洗流体从供水箱70抽走。

[0029] 配件工具分配子系统包括供水箱70、泵74、配件工具26的分配喷嘴46、触发器78、

配件工具26的第一软管38以及导管，该导管将配件工具26的第一软管38连接至供水箱70和

泵74。如图4中所示，泵74设置在底座14中，通常位于搅拌器37的上方。泵74通过入口75将供

水箱组件70中的清洗流体吸走，并且通过出口76将清洗流体推进到连接至配件工具26的分

配喷嘴46从，以进行地上清洗。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泵74通过电机30驱动。参考图3，

供水箱70还通过第一软管38与连接至配件工具26的分配喷嘴46流体连通，以将清洗流体分

配给待清洗的表面。在其它具体实施方式中，触发器78可以设置在配件工具26上的其它位

置。触发器78可致动地将清洗流体通过配件工具26的分配喷嘴46喷射或分配。第一软管38

包括连接至触发器78的阀，通过致动触发器78可以选择性地打开阀，以允许流体流出配件

工具42的分配喷嘴46。

[0030] 参考图1，电机30选择性地驱动卧式搅拌器37和泵74。电机30通常设置在底座14

上，通常位于搅拌器37和泵74的后方。当底座14用于清洗地板表面时，电机30驱动搅拌器

37，当配件工具26用于地上清洗时，电机30驱动泵74。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电机30还

驱动抽吸系统的抽风机。

[0031] 如图4中所示，抽取器10还包括驱动机构100，以选择性地将电机30连接至搅拌器

37和泵74中的一者。在其他具体实施方式中，驱动机构100可以用于将电机30连接至抽取器

10的其他部件。驱动机构包括第一皮带86、第二皮带90、皮带张紧器94和约束件(forcing 

member)98。第一皮带或泵皮带86在电机30的输出轴32和泵74之间延伸，以选择性地驱动泵

74。第二皮带或者搅拌器皮带90在电机30的输出轴32和搅拌器37之间延伸，以选择性地驱

动搅拌器37。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皮带86、90为由弹性材料制成的环形带。在其他具

体实施方式中，皮带86、90可以为其他类型的驱动件，适于将泵74和搅拌器37连接至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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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032] 皮带张紧器94在驱动机构中，驱动机构包括第一端部分101和与第一端部分101相

对的第二端部分102。皮带张紧器94还包括位于第二端部分102的滚轴103。滚轴103交替地

接合搅拌器皮带90和泵皮带86，以选择性地张紧皮带86、90。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第

一端部分101通常小于第二端部分102，并且第一端部分101包括笔直的表面，该笔直的表面

大体上形成矩形轮廓。

[0033] 皮带张紧器94还包括引导件106，该引导件106设置在皮带张紧器94的上表面上。

引导件106设置在销104和皮带张紧器94的第二部分102之间，并且在皮带张紧器94的上方

帮助引导泵皮带86。在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引导件106提供平滑的表面，该平滑的表面

用于当泵皮带86驱动泵74时泵皮带86在该平滑的表面上滑动。在其他的具体实施方式中，

皮带张紧器94还可以包括第二引导件，该第二引导件设置在皮带张紧器94的下表面上，以

在皮带张紧器94的下方帮助引导搅拌器皮带90。在另外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皮带张紧器94

可以足够远地设置，以使得皮带86、90不需要引导件106。

[0034] 如图5和图6中所示，皮带张紧器94在第一位置(图5)和第二位置(图6)之间枢转。

皮带张紧器94围绕由销104限定的枢转轴枢转。在其他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枢转轴可以由其

他紧固部件限定，例如螺钉等。当在第一位置(图5)时，皮带张紧器94的第二部分102被向上

引导以张紧泵皮带86。当在第二位置(图6)时，皮带张紧器94的第二部分102被向下引导以

张紧搅拌器皮带90。约束件98围绕销104安装。约束件98迫使皮带张紧器94朝向第二位置。

在所示的实施方式中，约束件98为扭矩弹簧。扭矩弹簧98配置为使得皮带张紧器94被迫向

第二位置。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其他机构以迫使皮带张紧器94朝向第二位置。在另

外的具体实施方式总，约束件98可以配置为迫使皮带张紧器94朝向第一位置。

[0035] 如图5所示，在第一位置，皮带张紧器94张紧泵皮带86。当泵皮带86被张紧，电机30

带动泵74运转，清洗流体被传送至位于配件工具26的分配喷嘴46，用于地上清洗。在该位

置，皮带张紧器94与搅拌器皮带90间隔开，以使得搅拌器皮带90不被张紧，并且搅拌器37不

被电机30驱动。

[0036] 如图6所示，在第二位置，皮带张紧器94张紧搅拌器皮带90。当搅拌器皮带90被张

紧，电机30使得搅拌器37转动，以提高底座14下方表面的清洗。在该位置，皮带张紧器94与

泵皮带86间隔开，以使得泵皮带86不被张紧，并且泵74不被电机30驱动。

[0037] 在所示的实施方式中，皮带张紧器94的位置由手柄18的位置控制。手柄18机械地

连接至皮带张紧器94，并且引起皮带张紧器94从第二位置(图6)移动到第一位置(图5)。在

所示的实施方式中，手柄18包括肩部110，当手柄18位于竖直位置时，肩部110接合皮带张紧

器94的第一端部分101的上表面。当手柄18的肩部110接合皮带张紧器94的第一端部分101

时，手柄18在皮带张紧器94的第一端部分101施加力F。力F克服来自约束件98的迫使力，并

且将皮带张紧器94移动到第一位置(图5)。当手柄18位于倾斜位置(图2)时，手柄18的肩部

110从皮带张紧器94移开。之后，皮带张紧器94被约束件98迫使至第二位置(图6)。在其他实

施方式中，手柄18可以通过其他机构(例如连杆或齿轮)机械地连接至皮带张紧器94。

[0038] 在其他实施方式中，皮带张紧器94的位置可以由另外合适的致动器控制，而不是

由手柄18的位置控制。例如，皮带张紧器94的位置可以由位于抽取器10的底座14上的开关

或杠杆控制。在这种实施方式中，开关或杠杆可以由用户致动(独立于手柄18)以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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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移动皮带张紧器94。开关或杠杆可以通过机械的机构或电学的机构移动

皮带张紧器94。

[0039] 在其他实施方式中，皮带张紧器94并不包括约束件98。相反地，抽取器10包括第一

致动器和第二致动器，第一致动器将皮带张紧器94朝向第一位置(图5)移动，第二致动器将

皮带张紧器94朝向第二位置(图6)移动。例如，在这种实施方式中，手柄18可以包括第一肩

部和第二肩部。当手柄18位于竖直位置(图1)时，第一肩部可以接合皮带张紧器94，以将皮

带张紧器94移动到第二位置(图6)。当手柄18位于倾斜位置(图2)时，第二肩部可以接合皮

带张紧器94，以将皮带张紧器94移动到第一位置(图5)。

[0040] 在操作中，用户使用抽取器10清洗地板表面。用户倾斜手柄18，并且滚动抽取器10

越过待清洗的地板表面。用户致动触发器68，以通过连接于底座14的分配喷嘴36将清洗流

体分配到表面上。由于手柄18的倾斜位置，因此，皮带张紧器94位于第二位置(图6)，以使得

电机30带动搅拌器37转动，从而擦洗或击打表面。电机30还驱动抽风机以在喷嘴35、50中产

生真空力。连接于底座14的抽吸喷嘴35将来自表面的清洗流体和灰尘吸入到回水箱58。

[0041] 当用户想要进行地上清洗时，用户将手柄18放在垂直、竖直位置，并且将配件工具

26连接到底座14上的第一连接端口52和第二连接端口54。由于手柄18的竖直位置，皮带张

紧器94位于第一位置(图5)，以使得电机30驱动泵74，以将清洗流体传送至清洗头42。用户

使用连接于配件工具26的清洗头42进行地上清洗。清洗流体流过分配软管38并且通过连接

至配件工具26的分配喷嘴46分配。通过连接至配件工具26的抽吸喷嘴50和抽吸软管40将流

体和灰尘吸入到回水箱58中。当用户完成地上清洗时，他/她将配件工具26从第一连接端口

52和第二连接端口54拆下来，并且将配件工具26放在其存放位置。

[0042] 图7至图9示出了驱动机构200的另一种实施方式，以选择性地将电机30连接至搅

拌器237和泵74中的一者上。驱动机构200包括与图4至图6中所示的驱动机构100相似的部

件，相似的部件使用相同的参考数字加200表示。驱动机构200包括第一皮带286、第二皮带

290、皮带张紧器294和约束件298。第一皮带或泵皮带286在电机30的输出轴32和泵74之间

延伸，以选择性地驱动泵74。第二皮带或搅拌器皮带290在电机30的输出轴32和搅拌器237

之间延伸，以选择性地驱动搅拌器237。尽管图1至图7中所示的搅拌器237看起来有別于图1

至图6中的搅拌器37，但搅拌器37、237都为卧式刷辊，并且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运转。在所示

的实施方式中，皮带286、290均为由弹性材料制成的环形带。

[0043] 皮带张紧器294包括第一端部分201和与第一端部分201相对的第二端部分202。皮

带张紧器294还包括设置在第二端部分202的滚轴203。滚轴203选择性地接合搅拌器皮带

290和泵皮带286，以选择性地张紧皮带286、290。在所示的实施方式中，第一端部分201和第

二端部分202为近似相同的尺寸，并且大体上形成圆形轮廓。

[0044] 如图8和图9所示，皮带张紧器294在第一位置(图8)和第二位置(图9)之间枢转。皮

带张紧器294围绕由销204限定的枢转轴枢转。当位于第一位置(图8)时，皮带张紧器294的

第二部分202被向上引导，以张紧泵皮带286。当位于第二位置(图9)时，皮带张紧器294的第

二部分被向下引导，以张紧搅拌器皮带290。约束件298围绕销204安装，并且将皮带张紧器

294压向至第二位置。

[0045] 皮带张紧器294还包括法兰208。法兰208接合抽取器10的手柄18，以将皮带张紧器

294从第二位置(图9)移动到第一位置(图8)。手柄18作用在法兰208上的力克服来自约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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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的迫使力，并且将皮带张紧器294移动到第一位置(图8)。当手柄18位于倾斜位置(图2)

时，手柄18不接合皮带张紧器294。之后，皮带张紧器294通过约束件298被压向至第二位置

(图9)。

[0046] 如图8中所示，在第一位置，皮带张紧器294张紧泵皮带286。当泵皮带286张紧时，

电机30带动泵74运转，并且清洁流体被传送至位于配件工具26上的分配喷嘴46，用于地上

清洗。在该位置，皮带张紧器294与搅拌器皮带290间隔开，以使得搅拌器皮带290不被张紧，

并且搅拌器237不被电机30驱动。

[0047] 如图9所示，在第二位置，皮带张紧器294张紧搅拌器皮带290。当搅拌器皮带290张

紧时，电机30使得搅拌器237旋转，以提高底座14下方的表面的清洗。在该位置，皮带张紧器

294与泵皮带286间隔开，以使得泵皮带286不被张紧，并且泵74不被电机30驱动。

[0048] 图10示出了驱动机构300的另一种实施方式，以选择性地将电机30连接至搅拌器

237和泵74中的一者。驱动机构300包括与图7至图9中所示的驱动机构100相似的部件，并且

相同的部分使用相同的参考数字加300。驱动机构300包括第一泵皮带302、第二泵皮带314、

搅拌器皮带390、皮带张紧器394和约束件98。第一泵皮带302将泵74连接至惰性滑轮310。第

二泵皮带314将惰性滑轮310连接至电机30的输出轴32。搅拌器皮带390将搅拌器237连接至

电机30的输出轴32。在所示的实施方式中，泵74大体设置在电机30的后面，并且电机30大体

设置在搅拌器237和泵74之间，并且惰性滑轮310大体设置在搅拌器237的上方。惰性滑轮

310围绕限定在惰性滑轮310中心的轴旋转。驱动机构300包括惰性滑轮310和第二泵皮带

314允许泵74设置在搅拌器237的后面，或者抽取器10上的其它位置，而不是搅拌器237的上

方。

[0049] 皮带张紧器394能够以与参考图5和图6所描述的皮带张紧器94相似的方式在第一

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枢转。不管皮带张紧器394处于什么位置，第一泵皮带302都保持张紧。

在第一位置，皮带张紧器394张紧第二泵皮带314。当第二皮带314通过皮带张紧器394张紧

时，惰性滑轮310响应于电机的转动而旋转。惰性滑轮310的转动通过张紧第一泵皮带302驱

动泵74。在第一位置，搅拌器皮带390不张紧，并且搅拌器237不被电机30驱动。在第二位置，

如图10所示，皮带张紧器394张紧搅拌器皮带390。当搅拌器皮带390通过皮带张紧器394张

紧时，电机30驱动搅拌器237。在第二位置，第二泵皮带314不张紧，并且泵74不被电机30驱

动。驱动机构300驱动泵74和搅拌器237的其它操作大致与以上参考图4和图5所描述的驱动

机构100相同。

[0050] 因此，除了其他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抽取器，该抽取器包括驱动机构，该驱动机

构连接至电机以备选地驱动搅拌器和泵中的一者。本发明的多个特征和优点在下述的权利

要求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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