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215043.6

(22)申请日 2019.07.30

(73)专利权人 胡琪

地址 321300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东城街

道堰头村八苑小区121号

    专利权人 李威

(72)发明人 胡琪　李威　

(51)Int.Cl.

A47L 13/58(2006.01)

A47L 13/6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拖把清洁工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清洁工具技术领域，特指一

种拖把清洁工具，包括相配合拖把和拖把桶，所

述拖把包括可拉长和压短的拖把杆和带擦拭物

的拖把头，所述拖把头包括连接座和拖把盘，拖

把盘固设在连接座上，连接座转动连接在拖把杆

上，在压短拖把杆的过程中，外杆可驱动内杆转

动；所述拖把桶内设置有内桶，拖把桶的底部设

置有清洗支撑装置，内桶中部设置有穿口，支撑

装置上端穿过所述穿口并裸露在外，拖把头可抵

靠在支撑装置上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支撑

装置内设置有抽液机构和升降机构，本实用新型

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且稳定的，清洗干净的拖把清

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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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拖把清洁工具，包括相配合拖把和拖把桶，所述拖把包括可拉长和压短的拖把

杆和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所述拖把头包括连接座和拖把盘，拖把盘固设在连接座上，连接座

转动连接在拖把杆上，在压短拖把杆的过程中，外杆可驱动内杆转动，以此同时，固定在内

杆上的拖把头也进行转动；其特征在于：所述拖把桶内设置有内桶，拖把桶的底部设置有清

洗支撑装置，内桶中部设置有穿口，清洗支撑装置上端穿过所述穿口并裸露在外，拖把头可

抵靠在清洗支撑装置上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清洗支撑装置内设置有抽液机构和升降

机构，

在升降机构作用下，拖把头可在内桶中上下移动，并可使拖把头位于高位和低位；

当拖把头位于低位时，拖把头旋转可带动抽液机构运动，当抽液机构运动时，拖把桶内

的清水被抽出并喷射在拖把头的擦拭物上，喷出的液体吸附在擦拭物上或者流入内桶中，

拖把头旋转从而在内桶中进行清洗；当拖把头位于高位时，拖把头旋转不可带动抽液机构

运动，拖把头旋转从而在内桶中进行脱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拖把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桶的穿口处设置有挡壁，

在挡壁的作用下，内桶形成污水储存区，清洗支撑装置的端部高于挡壁。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拖把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液机构包括定位座和

转动座，定位座设置在拖把桶中，转动座套设在定位座内，转动座和/或定位座设置有导流

叶片，并且，导流叶片设置在转动座和定位座之间的间隙中，当转动座被驱动旋转，在导流

叶片的作用下，抽液机构在拖把桶内抽液并向外喷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拖把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座内套设有升降件，升

降件可在转动座内上下移动，并且转动座的内侧壁上设置有保持升降件的高、低保持位，当

升降件位于高保持位时，拖把头的连接座抵靠在升降件上并且拖把头转动不可带动升降件

转动，当升降件位于低保持位时，拖把头的连接座抵靠在升降件上并且拖把头上的擦拭物

压紧在转动座上，转动拖把头，擦拭物通过摩擦力带动转动座转动并进行抽液。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拖把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件的侧壁上延伸出若干

凸起，转动座的内侧壁设置有限位所述凸起的轨道，轨道为封闭状，轨道内交替设置有高保

持位和低保持位，轨道于高保持位和低保持位的上方均设置有导向齿，在导向齿的作用下，

升降件在转动座内单向转动并交替进入高保持位和低保持位；并且，拖把头的连接座中部

设置有凹孔，升降件的端部设置有支杆，支杆可进入和退出所述凹孔中，支杆的侧壁和凹孔

的侧壁上设置有相互抵靠的凸筋和凹槽，需要外力才可使两者分离，当使用者上拉拖把头

时，拖把头带动升降件在转动座内上下移动并实现升降件交替保持在高保持位和低保持位

上。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拖把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拖把桶中部固定有转轴，定

位座和转动座相互固定，并且定位座和转动座均转动设置在转轴上；

或者，所述拖把桶中部固定有转轴，所述定位座固设在拖把桶中，转动座通过转轴转动

设置定位座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拖把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座的底部设置有清水入

口，定位座于清水入口处设置有螺旋筋条，所述转动座的侧壁设置有所述导流叶片，导流叶

片用于搅动位于转动座和定位座间隙中液体并使液体随螺旋筋条的轨道向上抽液。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拖把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座的上端向侧边延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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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凸筋，环形凸筋设置在转动座和定位座之间间隙的上端，在环形凸筋的作用下，由导流

叶片抽出的清水喷射在环形凸筋上并向四周散发；

或者，转动座的上端设置有压板，压板的外径大于转动座的外径，压板和转动座之间形

成阻挡壁，阻挡壁设置在转动座和定位座之间间隙的上端，在阻挡壁的作用下，由导流叶片

抽出的清水喷射在阻挡壁上并向四周散发。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拖把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桶中设置有有清洗件，当

拖把头位于低位时，拖把头抵靠在清新支撑装置上并且擦拭物与清洗件之间相接触并进行

辅助清洗，所述清洗件呈长条形，清洗件为毛刷/齿刷/压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拖把清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桶的底部可拆卸设置有

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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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拖把清洁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清洁工具技术领域，特指一种拖把清洁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拖把桶以及配套的拖把是日常家居生活中的必需品，家家户户都会配备一个甚至

多个，以达到更高的清洁效果。旋转拖把和旋转拖把桶由于技术更为成熟、成本较低的优

点，市场接受度更高。但是现在的旋转拖把桶还存在以下几点问题：a、分区操作，当清洗完

成后需要拉起然后放置甩水篮中，如中国专利号2010102900637所示，使用者在更换清洗区

时，会发生污水溅出，b、没有实现清水污水分离，液体全部集中在拖把桶内的一个位置，甩

干拖把后，虽然擦拭物表面较为干净，但其仍是在污水中进行漂洗后甩干实现的，治标不治

本；c、拖把桶没有刷洗的功能，污水可以甩干，但是黏在擦拭物上的杂物处理有一定难度。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且稳定的，清洗干净的清洁工具。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拖把清洁工具，包括相配合拖把和拖把桶，所述拖把包括可拉长和压短的拖

把杆和带擦拭物的拖把头，所述拖把头包括连接座和拖把盘，拖把盘固设在连接座上，连接

座转动连接在拖把杆上，在压短拖把杆的过程中，外杆可驱动内杆转动，以此同时，固定在

内杆上的拖把头也进行转动；所述拖把桶内设置有内桶，拖把桶的底部设置有清洗支撑装

置，内桶中部设置有穿口，清洗支撑装置上端穿过所述穿口并裸露在外，拖把头可抵靠在清

洗支撑装置上并阻止拖把头压紧擦拭物，清洗支撑装置内设置有抽液机构和升降机构，

[0006] 在升降机构作用下，拖把头可在内桶中上下移动，并可使拖把头位于高位和低位；

[0007] 当拖把头位于低位时，拖把头旋转可带动抽液机构运动，当抽液机构运动时，拖把

桶内的清水被抽出并喷射在拖把头的擦拭物上，喷出的液体吸附在擦拭物上或者流入内桶

中，拖把头旋转从而在内桶中进行清洗；当拖把头位于高位时，拖把头旋转不可带动抽液机

构运动，拖把头旋转从而在内桶中进行脱水。

[0008] 所述内桶的穿口处设置有挡壁，在挡壁的作用下，内桶形成污水储存区，清洗支撑

装置的端部高于挡壁。

[0009] 所述抽液机构包括定位座和转动座，定位座设置在拖把桶中，转动座套设在定位

座内，转动座和/或定位座设置有导流叶片，并且，导流叶片设置在转动座和定位座之间的

间隙中，当转动座被驱动旋转，在导流叶片的作用下，抽液机构在拖把桶内抽液并向外喷

出。

[0010] 所述转动座内套设有升降件，升降件可在转动座内上下移动，并且转动座的内侧

壁上设置有保持升降件的高低保持位，当升降件位于高保持位时，拖把头的连接座抵靠在

升降件上并且拖把头转动不可带动升降件转动，当升降件位于低保持位时，拖把头的连接

座抵靠在升降件上并且拖把头上的擦拭物压紧在转动座上，转动拖把头，擦拭物通过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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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带动转动座转动并进行抽液。

[0011] 所述升降件的侧壁上延伸处若干凸起，转动座的内侧壁设置有限位所述凸起的轨

道，轨道为封闭状，轨道内交替设置有高保持位和低保持位，轨道于高保持位和低保持位的

上方均设置有导向齿，在导向齿的作用下，升降件在转动座内单向转动并交替进入高保持

位和低保持位；并且，拖把头的连接座中部设置有凹孔，升降件的端部设置有支杆，支杆可

进入和退出所述凹孔中，支杆的侧壁和凹孔的侧壁上设置有相互抵靠的凸筋和凹槽，需要

外力才可使两者分离，当使用者上拉拖把头时，拖把头带动升降件在转动座内上下移动并

实现升降件交替保持在高保持位和低保持位上。

[0012] 所述拖把桶中部固定有转轴，定位座和转动座相互固定，并且定位座和转动座均

转动设置在转轴上；

[0013] 或者，所述拖把桶中部固定有转轴，所述定位座固设在拖把桶中，转动座通过转轴

转动设置定位座内。

[0014] 所述定位座的底部设置有清水入口，定位座于清水入口处设置有螺旋筋条，所述

转动座的侧壁设置有所述导流叶片，导流叶片用于搅动位于转动座和定位座间隙中液体并

使液体随螺旋筋条的轨道向上抽液。

[0015] 所述转动座的上端向侧边延伸出环形凸筋，环形凸筋设置在转动座和定位座之间

间隙的上端，在环形凸筋的作用下，由导流叶片抽出的清水喷射在环形凸筋上并向四周散

发；

[0016] 或者，转动座的上端设置有压板，压板的外径大于转动座的外径，压板和转动座之

间形成阻挡壁，阻挡壁设置在转动座和定位座之间间隙的上端，在阻挡壁的作用下，由导流

叶片抽出的清水喷射在阻挡壁上并向四周散发。

[0017] 所述内桶中设置有有清洗件，当拖把头位于低位时，拖把头抵靠在清新支撑装置

上并且擦拭物与清洗件之间相接触并进行辅助清洗，所述清洗件呈长条形，清洗件为毛刷/

齿刷/压辊。

[0018] 所述内桶的底部可拆卸设置有堵塞。

[0019]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突出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

[0020] 1、本实用新型采用拖把自身转动力去驱动抽液机构，将拖把桶中的清水喷射在拖

把头的擦拭物上，进行拖把头的旋转清洗，以保证每次进行清洗均为清水进行冲刷擦拭物，

喷出的液体吸附在擦拭物上或者流入内桶中，实现清水污水分离；在升降机构的作用下，实

现高位的甩干和低位的清洗，通过悬浮的方式进行快速甩干和清洗。使用者先在内桶中进

行清洗，然后抬高拖把头进行悬浮式甩干，使用者在更换清洗模式的过程中不需要将拖把

头抬出拖把桶的范围内，有效避免污水外溅，并且污水均存储在内桶内，清水不断的从拖把

桶中抽出进行拖把头的清洗，实现清水污水分离。

[0021] 2、本实用新型的转动座的上端设置有压板，压板的外径大于转动座的外径，压板

和转动座之间形成阻挡壁，阻挡壁设置在转动座和定位座之间间隙的上端，在阻挡壁的作

用下，由导流叶片抽出的清水喷射在阻挡壁上并向四周散发，通过阻挡壁进行喷出液体的

导向，让喷出的液体向四周散发，有效的将擦拭物喷湿，保证擦拭物的清洗效果。

[0022] 3、本实用新型的内桶中设置有有清洗件，当拖把头位于低位时，拖把头抵靠在清

新支撑装置上并且擦拭物与清洗件之间相接触并进行辅助清洗，所述清洗件呈长条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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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件为毛刷/齿刷/压辊，优选为毛刷，在清洗的过程中进行擦拭物的毛刷清理，可以有效的

去除擦拭物表面的毛发和杂物，让清洗变得更加有效。

[0023] 4、本实用新型的所述内桶的底部可拆卸设置有堵塞，通过堵塞导通内桶和拖把

桶，当使用者需要往拖把桶内注入清水时，拔下堵塞即可，操作简单。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清洗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图1的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甩干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清洗支撑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清洗支撑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清洗支撑装置爆炸结构示意图；

[0031] 图8是本实用新型的清洗支撑装置爆炸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1-拖把桶；10-清水储存区；2-内桶；21-挡壁；22-清洗件；  23-污水储存区；

24-堵塞；3-拖把；31-拖把杆；32-拖把头；321-连接座；  322-拖把盘；323-凹孔；324-凸筋；

33-擦拭物；4-清洗支撑装置；41-定位座；  411-螺旋筋条；42-转动座；421-导流叶片；422-

轨道；424-定位轴；  4221-低保持位；4222-高保持位；4223-导向齿；43-升降件；431-支杆； 

432-凹槽；433-保持轴；434-凸起；44-压板；441-阻挡壁；45-转轴；  46-定位座；48-清水入

口；49-清水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以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见图1-8所示：

[0034] 一种拖把清洁工具，包括相配合拖把和拖把桶1，所述拖把包括可拉长和压短的拖

把杆31和带擦拭物33的拖把头32，拖把杆31包括内杆和外杆，内杆和外杆可相对伸缩运动

实现拖把杆的拉长和压短，在压短拖把杆的过程中，外杆可驱动内杆转动，以此同时固定在

内杆上的拖把头32也进行转动，由于内杆和外杆之间相对驱动的的结构为现有技术，因此

下文不在赘述以及附图标示 ，详情可参考中国专利号 ：C N 2 0 1 0 1 0 2 9 0 0 6 3 7、

CN2010202394946、CN2010202611045、  CN201310045274.8等，实际上拖把杆31的单向传动

技术已是现有技术，本申请的实用新型只要能实现拉长和/压短拖把杆31并驱动拖把头32

转动的均可，市场上已经存在若干该产品，而且技术成熟，只需要采购即可。

[0035] 所述拖把桶1内设置有内桶2，拖把桶1的底部设置有清洗支撑装置4，内桶2中部设

置有穿口，清洗支撑装置4上端穿过所述穿口并裸露在外，拖把头  32可抵靠在清洗支撑装

置4上并阻止拖把头32压紧擦拭物33，清洗支撑装置  32内设置有抽液机构和升降机构，

[0036] 在升降机构作用下，拖把头32可在内桶2中上下移动，并可使拖把头32  位于高位

和低位；

[0037] 当拖把头32位于低位时，拖把头32旋转可带动抽液机构运动，当抽液机构运动时，

拖把桶1内的清水被抽出并喷射在拖把头32的擦拭物33上，以保证每次进行清洗均为清水

进行冲刷擦拭物33，喷出的液体吸附在擦拭物33上或者流入内桶2中，实现清水污水分离，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211534290 U

6



拖把头32旋转从而在内桶2中进行清洗；当拖把头32位于高位时，拖把头32旋转不可带动抽

液机构运动，拖把头32旋转从而在内桶2中进行脱水。在升降机构的作用下，实现高位的甩

干和低位的清洗，通过悬浮的方式进行快速甩干和清洗。使用者先在内桶2中进行清洗，然

后抬高拖把头32进行悬浮式甩干，使用者在更换清洗模式的过程中不需要将拖把头32抬出

拖把桶1的范围内，有效避免污水外溅，并且污水均存储在内桶  2内，清水不断的从拖把桶1

中抽出进行拖把头32的清洗，实现清水污水分离。

[0038] 所述内桶2的穿口处设置有挡壁21，在挡壁21的作用下，内桶2形成污水储存区23，

实际上，内桶2和拖把桶1之间形成了清水储存区10，通过内桶2  和拖把桶1形成真正意义上

的清水和污水分离。清洗支撑装置4的端部高于挡壁21，避免拖把头32和内桶2之间存在干

涉。

[0039] 所述抽液机构包括定位座41和转动座42，定位座41设置在拖把桶1中，转动座42套

设在定位座41内，转动座42和/或定位座41设置有导流叶片421，优选为转动座42的侧壁上

设置有导流叶片421，并且，导流叶片421设置在转动座42和定位座41之间的间隙中，当转动

座42被驱动旋转，在导流叶片421 的作用下，抽液机构在拖把桶1内抽液并向外喷出。

[0040] 所述转动座42内套设有升降件43，升降件43可在转动座42内上下移动，并且转动

座42的内侧壁上设置有保持升降件43的高、低保持位4222,4221，当升降件43位于高保持位

4222时，拖把头32的连接座321抵靠在升降件43上并且拖把头32转动不可带动升降件43转

动，当升降件43位于低保持位4221  时，拖把头32的连接座321抵靠在升降件43上并且拖把

头32上的擦拭物33  压紧在转动座42上，转动拖把头32，擦拭物33通过摩擦力带动转动座42

转动并进行抽液，如图2所示，擦拭物33压紧在转动座42上沿。

[0041] 拖把头32的连接座321中部设置有凹孔323，升降件43的端部设置有支杆  431，支

杆431可进入和退出所述凹孔323中，通过支杆431和凹孔323减少两者的转动摩擦力，支杆

431的侧壁和凹孔323的侧壁上设置有相互抵靠的凸筋  324和凹槽432，需要一定的外力才

可使两者分离，当使用者上拉拖把头32时，拖把头32带动升降件43在转动座42内上下移动

并实现升降件43交替保持在高保持位4222和低保持位4221上，当使用者不进行清洗拖把

时，加大上拉力，即可将支杆431和凹孔323分离。为了让结构更为合理，升降件43的上端安

置有保持轴433，保持轴433上设置有支杆431，支杆431转动连接在保持轴433  上，通过该结

果保证拖把头32不能通过支杆431带动抽水机构和升降机构进行转动，支杆431下端设置有

翻边与升降件43之间形成所述凹槽432。

[0042] 所述升降件43的侧壁上延伸处若干凸起434，转动座42的内侧壁设置有限位所述

凸起434的轨道422，轨道422为封闭状，轨道422内交替设置有高保持位4222和低保持位

4221，轨道42于高保持位4222和低保持位4221的上方均设置有导向齿4223，在导向齿4223

的作用下，升降件43在转动座42内单向转动并交替进入高保持位4222和低保持位4221。轨

道422可以是一体式结构成型在转动座42内侧壁上，也可以是分体是结构，封闭式轨道422

固设在转动座  42的内侧，考虑生产的便捷，优选为分体式结构，如图7和图8所示。

[0043] 所述拖把桶1中部固定有转轴45，定位座41和转动座42相互固定，并且定位座41和

转动座42均转动设置在转轴45上；或者，所述拖把桶1中部固定有转轴45，所述定位座41固

设在拖把桶1中，转动座42通过转轴45转动设置定位座41内。实际上两种连接方式均可，第

一种方式的出液量少于第二种方式，但是方式1的安装方式和连接部件的使用损耗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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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把桶1为长期使用产品，因此本申请优选为方式1。为让方式1的结构更为合理，转动座42

底部延伸出了定位轴424，通过定位座46和定位轴424相互卡紧连接将转动座42转动连接在

转轴45上，设置定位座46的主要原因在于：转动座42下方的定位轴424  在注塑过程中可能

存在形变问题，因此通过定位座46进行辅助支撑，并且定位座46为耐磨材质以延长使用寿

命。

[0044] 所述定位座41的底部设置有清水入口48，定位座41于清水入口48处设置有螺旋筋

条411，所述转动座42的侧壁设置有所述导流叶片421，导流叶片421  用于搅动位于转动座

42和定位座41间隙中液体并使液体随螺旋筋条411的轨道向上抽液，通过定位座41和转动

座42相互配合形成水泵结构，优选为螺旋筋条411和导流叶片421均为螺旋状筋条，给予液

体导向，实际上，为了方便开模导流叶片421为纵向筋条。

[0045] 所述转动座42的上端向侧边延伸出环形凸筋，环形凸筋设置在转动座和定位座之

间间隙的上端，在环形凸筋的作用下，由导流叶片抽出的清水喷射在环形凸筋上并向四周

散发；或者，转动座42的上端设置有压板44，压板44的外径大于转动座42的外径，压板44和

转动座42之间形成阻挡壁441，阻挡壁441  设置在转动座42和定位座41之间间隙的上端，在

阻挡壁441的作用下，由导流叶片421抽出的清水喷射在阻挡壁441上并向四周散发。由于配

件较多，避免之间产生干涉，因此优选为后者。

[0046] 所述内桶2中设置有清洗件22，当拖把头32位于低位时，拖把头32抵靠在清新支撑

装置4上并且擦拭物33与清洗件22之间相接触并进行辅助清洗，所述清洗件22呈长条形，清

洗件22为毛刷/齿刷/压辊，优选为毛刷，在清洗的过程中进行擦拭物33的毛刷清理，可以有

效的去除擦拭物33表面的毛发和杂物，让清洗变得更加有效。

[0047] 所述擦拭物33为清洁布，拖把头32和清洁布均优选为圆形，圆形配合旋转清洗更

佳，而且圆形擦拭物的工作面更大。

[0048] 所述内桶2的底部可拆卸设置有堵塞24，通过堵塞24导通内桶2和拖把桶  1，当使

用者需要往拖把桶1内注入清水时，拔下堵塞24即可，操作简单。

[0049]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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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9

CN 211534290 U

9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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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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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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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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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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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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