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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
器。主要解决现有拖把挤水器存在结构复杂，
拖
布易损，
操作不够便捷以及使用效果差的技术问
题。
包括储水桶，
所述储水桶的上方具有敞口，
所
述储水桶上设有挤水机构，
所述挤水机构包括操
作挤压架、挤压板以及定位板块，
所述操作挤压
架铰接于储水桶或支架上，
所述挤压板固定于操
作挤压架上，
所述定位块固定于支架处，
所述定
位块上放置有吸水块，
所述操作挤压架能够沿着
铰接点向着定位板块转动并靠近吸水块，
所述吸
水块与挤压板之间用于放置平板拖把。
该拖把挤
水器采用转动挤压的方式实现对平板托把的挤
水，
具有操作方便、
挤水效果好、
效率高以及结构
简单，
提高使用寿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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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包括储水桶(1) ，
所述储水桶(1)的上方具有敞口(2) ，
其特征在于：
储水桶(1)上设有支架(12)和挤水机构，
所述挤水机构包括操作挤压架(3)、
挤
压板(4)以及定位板块(5) ，
所述操作挤压架(3)铰接于储水桶(1)或支架(12)上，
所述挤压
板(4)固定于操作挤压架(3)上，
所述定位板块固定于支架(12)上，
所述定位板块(5)上放置
有吸水块(6) ，
所述操作挤压架(3)能够沿着铰接点向着定位板块转动并靠近吸水块(6) ，
所
述吸水块(6)与挤压板(4)之间用于放置平板拖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操作挤压架(3)为U
型结构，
包括操作部(31)和连接部(32) ，
所述连接部(32)位于操作部(31)两侧并与储水桶
(1)相铰接，
所述操作部(31)与连接部(32)相连接，
所述挤压板(4)固定于连接部(32)上。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挤压板(4)的表面
为多个凹槽(7)水平方向延伸分布并呈栅格状。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储水桶(1)上设有
定位片(8) ，
所述定位片(8)上固定有销轴(9)，
所述连接部(32)铰接于所述销轴(9)上，
所述
销轴(9)上套设有与所述连接部(32)相连接的弹簧(10)。
5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板块
(5)上设有若干通水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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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背景技术
[0002] 拖把挤水器是在一个桶里完成洗、
涮过程，
可以简单迅速地挤去拖布中不需要的
多余的水份，
达到理想的清洁效果。操作十分省力简便。是地板清洁人员欢迎的工具。市场
极为广阔，
除居民家庭使用外，
一些公共场所象商场、
超市、
酒店、剧院、
办公楼、
火车客车内
等需大面积清洁的场所使用更为简便，
而它的先进性、使用的简便性可无以论比。
目前，
市
场上的拖把挤水器由于其结构设计所限，
导致在使用时，
存在操作不便，
挤水效果不理想缺
点，
拖布易损，
而且还存在结构复杂，
从而影响使用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的缺点与不足之处，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
器，
解决现有拖把挤水器存在结构复杂，
操作不够便捷以及使用效果差，
产品寿命短的技术
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包括储水桶，
所述储水桶
的上方具有敞口，
储水桶上设有支架和挤水机构，
所述挤水机构包括操作挤压架、
挤压板以
及定位板块，
所述操作挤压架铰接于储水桶或支架上，
所述挤压板固定于操作挤压架上，
所
述定位板块固定于支架上，
所述定位板块上放置有吸水块，
所述操作挤压架能够沿着铰接
点向着定位板块转动并靠近吸水块，
所述吸水块与挤压板之间用于放置平板拖把。
[0005] 进一步，
所述操作转臂为U型结构，
包括操作部和连接部，
所述连接部位于操作部
两侧与储水桶相铰接，
所述操作部与连接部相连接，
所述挤压板固定于连接部上。
[0006] 进一步，
所述挤压板的表面为多个凹槽水平方向延伸分布并呈栅格状。
[0007] 再进一步，
所述储水桶上设有定位片，
所述定位片上固定有销轴，
所述连接部铰接
于所述销轴上，
所述销轴上套设有与所述连接部相连接的弹簧。
[0008] 再进一步，
所述定位块上设有若干通水孔。
[0009]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该拖把挤水器采用旋转挤压的方式实现对平板托
把的挤水，
具有操作方便、
使用寿命长，
挤水效果好、
效率高以及结构简单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实用新型另一角度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实用新型图4中A处结构放大图。
[0015] 图中，
储水桶1，
敞口2，
操作挤压架3，
操作部31，
连接部32，
挤压板4，
定位板块5，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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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块6，
凹槽7，
定位片8，
销轴9，
弹簧10，
通水孔11，
支架12。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针对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17] 如图所示，
一种挤压吸水式拖把挤水器，
包括储水桶1，
所述储水桶1的上方具有敞
口2，
储水桶1上设有支架和挤水机构，
所述挤水机构包括操作挤压架3、
挤压板4以及定位板
块5，
所述操作挤压架3铰接于储水桶1或支架12上，
所述挤压板4固定于操作挤压架3上，
所
述定位板块固定于支架12上，
所述定位板块5上放置有吸水块6，
所述操作挤压架3能够沿着
铰接点向着定位板块转动并靠近吸水块6，
所述吸水块6与挤压板4之间用于放置平板拖把。
使用时，
把平板式拖把的拖把头放置于吸水块上，
通过手动或者脚踩操作使得操作挤压架
转动，
操作挤压架转动带动挤压板转动并向着吸水块靠拢并不断压缩拖把头，
通过挤压板
的挤压并采用吸水块的吸水作用，
使得拖把实现挤水的目的。根据上述方案，
该拖把挤水器
采用旋转挤压吸水的方式实现对平板托把的挤水，
具有操作方便、
使用寿命长挤水效果好、
效率高以及结构简单等优点。
[0018] 在本实用新型中，
如图所示，
所述操作挤压架3为U型结构，
包括操作部31和连接部
32，
所述连接部32位于操作部31两侧与储水桶1相铰接，
所述操作部31与连接部32相连接，
所述挤压板4固定于连接部32上。操作转臂为U型，
操作部为水平放置，
连接部位于两侧，
连
接部上均固定有挤压板4，
且相互间隔一定的距离，
采用U型结构分布，
便于操作，
且使得挤
压板能够更加直观的查看拖把头被挤压状态，
结构更加简单、合理以及可靠，
提供挤水效
率。
[0019] 在本实用新型中，
如图所示，
所述挤压板4的表面为多个凹槽7水平方向延伸分布
并呈栅格状。述挤压板4为方块状，
其下表面设置多个呈内凹方格状均匀排列分布。采用上
述结构，
有助于挤压板与拖把头接触时，
通过其接触面的分布，
增强接触时的挤压效果，
使
得挤水效果得到有效地提高。
[0020] 在本实用新型中，
如图所示，
所述储水桶1上设有定位片8，
所述定位片8上固定有
销轴9，
所述连接部32铰接于所述销轴9上，
所述销轴9上套设有与所述连接部32相连接的弹
簧10。通过设置定位片，
操作挤压架通过连接部铰接于销轴上，
并采用弹簧的复位效果，
采
用上述结构，
在挤水时，
具有操作轻松，
增加挤水效率，
提高使用效果。
[0021] 在本实用新型中，
如图所示，
所述定位块5上设有若干通水孔11。所述定位块5设置
沿其水平方向分布的通水孔11，
通水孔与储水桶的内侧相通，
在拖把被挤压后的水通过吸
水块吸附并从通水孔流入储水桶内，
增加排水效果，
提高挤水效率。
[0022]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
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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