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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洁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包括：移动主机，一端与

所移动主体连接的下手柄，及一端与所述下手柄

另一端连接的上手柄，所述移动主机包括：移动

主体壳体结构，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

的控制电路结构，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

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构连接的传动刷结构，设

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控制电路

结构连接的尾气收集器，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

体结构内、与所述尾气收集器连接的集尘器，及

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控制电

路结构及所述尾气收集器连接的湿气发生器。集

扫地和拖地功能于一体，拖地后不湿滑，节能及

清洁能力更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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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包括：移动主机，一端与所移动主体连接的下手柄，及一端与

所述下手柄另一端连接的上手柄，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主机包括：移动主体壳体结构，设

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的控制电路结构，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

控制电路结构连接的传动刷结构，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构

连接的尾气收集器，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尾气收集器连接的集尘器，及

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构及所述尾气收集器连接的湿气发生

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尘拖地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湿气发生器包括：超声波振

动片，设置在所述超声波振动片上的集水盒，及与所述集水盒连接的湿气排出管。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尘拖地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刷结构包括：设置在所

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的传动组件，及分别与所述传动组件连接、且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

壳体结构内的后旋转刷和前旋转刷，所述前旋转刷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前端，所

述后旋转刷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结构后端。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吸尘拖地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

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且设置在所述后旋转刷一侧的吸力马达，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

结构内、且设置在所述后旋转刷一侧边的旋转刷马达，及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

且设置在所述前旋转刷一侧的风叶。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吸尘拖地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叶与所述吸力马达、所述

旋转刷马达与所述后旋转刷、及所述前旋转刷和所述后旋转刷均通过同带轮连接。

6.如权利要求3至5任一项所述的吸尘拖地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旋转刷包括旋

转滚筒，及盖设在所述旋转滚筒上的抹布。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尘拖地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包括：设

置在底部的移动主机体支架，及盖设在所述移动主机体支架上的移动主机体盖。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尘拖地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集尘器包括：集尘盒盒体，设

置在集成盒盒体上的集尘盒上盖，设置在集尘盒盒体内的过滤器，及设置在所述过滤器上

的隔离网。

9.如权利要求8所述吸尘拖地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器上设置有过滤棉和/或

过滤纤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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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洁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吸尘器都是只具有扫地吸尘的作用。对于大多数使用者来说，吸尘

后，还需要再使用拖把做深度拖擦清洁。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吸尘拖地一体机。现有的吸尘拖地一体

机存在以下缺陷：

[0004] 1、人工湿润拖布费时间和人力。

[0005] 2、喷洒大量的水在地面容易使人滑倒和地面不易干燥。

[0006] 3、拖擦地面清洁度不够，及使用大功率加热生成蒸汽进行拖擦浪费能源。

[0007] 为此，急需提供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来克服上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集扫地和拖地功能于一体，拖地后不湿

滑，节能及清洁能力更好等特点。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10] 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包括：移动主机，一端与所移动主体连接的下手柄，及一端

与所述下手柄另一端连接的上手柄，所述移动主机包括：移动主体壳体结构，设置在所述移

动主体壳体结构内的控制电路结构，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

构连接的传动刷结构，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构连接的尾气

收集器，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尾气收集器连接的集尘器，及设置在所述

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构及所述尾气收集器连接的湿气发生器。

[0011] 优选地，所述湿气发生器包括：超声波振动片，设置在所述超声波振动片上的集水

盒，及与所述集水盒连接的湿气排出管。

[0012] 优选地，所述传动刷结构包括：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的传动组件，及分

别与所述传动组件连接、且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的后旋转刷和前旋转刷，所述

前旋转刷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前端，所述后旋转刷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结构后

端。

[0013] 优选地，所述传动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且设置在所述后旋

转刷一侧的吸力马达，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且设置在所述后旋转刷一侧边的

旋转刷马达，及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且设置在所述前旋转刷一侧的风叶。

[0014] 优选地，所述风叶与所述吸力马达、所述旋转刷马达与所述后旋转刷、及所述前旋

转刷和所述后旋转刷均通过同带轮连接。

[0015] 优选地，所述后旋转刷包括旋转滚筒，及盖设在所述选择滚筒上的抹布。

[0016] 优选地，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包括：设置在底部的移动主机体支架，及盖设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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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移动主机体支架上的移动主机体盖。

[0017] 优选地，所述集尘器包括：集尘盒盒体，设置在所述集成盒盒体上的集尘盒上盖，

设置在所述集尘盒盒体内的过滤器，及设置在所述过滤器上的隔离网。

[0018] 优选地，所述过滤器上设置有过滤棉和/或过滤纤维布。

[0019]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包括：移动主机，一端与所移动主体连接的下

手柄，及一端与所述下手柄另一端连接的上手柄，所述移动主机包括：移动主体壳体结构，

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的控制电路结构，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

述控制电路结构连接的传动刷结构，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

构连接的尾气收集器，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尾气收集器连接的集尘器，

及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构及所述尾气收集器连接的湿气发

生器，使用过程中，所述传送刷结构执行吸尘功能，连同所述集尘器将灰尘和垃圾保留在所

述集尘盒中，真空气流排出，进而到达清扫吸尘的功能，与此同时，所述湿气发生器产生大

量湿气、雾气、水气排出至地面对地面进行湿润，再结合所述传动刷结构对地面进行拖擦，

进而实现自动拖地的功能同时还提清洁系数。进一步结合所述尾气收集器，使得地面无积

水残留，干燥度更好。本实用新型集扫地和拖地功能于一体，拖地后不湿滑，节能及清洁能

力更好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的移动主机的结构分解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的传动刷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的尾气吸入及湿气排出路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的剖视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的另一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具体阐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附图仅供参考和说明使用，不构

成对本实用新型专利保护范围的限制。

[0027] 请参考图1至图6，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吸尘拖地一体机，包括：移动主机1、下手柄2

及上手柄3，其中，所述下手柄2一端与所述移动主机1一端连接，所述下手柄2另一端与所述

上手柄3一端连接。所述上手柄3设置有把手部。

[0028] 所述移动主机1包括：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的

控制电路结构12，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构12连接的传动

刷结构13，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构12连接的尾气收集器

14，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与所述尾气收集器14连接的集尘器15，及设置在所

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与所述控制电路结构12及所述尾气收集器14连接的湿气发生器

16。

[0029] 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包括：设置在底部的移动主机体支架111，及盖设在所述

移动主机体支架111上的移动主机体盖112。更具体地，所述移动主机体支架111上设置有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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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将所述移动主机体支架111分设成前安装槽和后安装槽，所述集成器15设置在所述移动

主机体盖112上、且设置在所述前安装槽上，所述控制电路结构12设置在所述后安装槽上，

所述传动结刷结构13分别设置在所述前安装槽和后安装槽上，使得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紧

凑和设置合理的特点。

[0030] 所述传动刷结构13包括：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的传动组件131，及分

别与所述传动组件131连接、且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的后旋转刷132和前旋转

刷133，所述前旋转刷133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前端，所述后旋转刷132设置在所

述移动主体壳结构11后端。更具体地，所述前旋转刷133设置在所述前安装槽上，所述后旋

转刷132设置在所述后安装槽上，所述前旋转刷133和所述后旋转刷132的长度等于所述移

动主体壳体结构11的宽度。

[0031] 所述传动组件131包括：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且设置在所述后旋转

刷132一侧的吸力马达a1，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且设置在所述后旋转刷132

一侧边的旋转刷马达a2，及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内、且设置在所述前旋转刷132

一侧的风叶a3，所述风叶a3与所述吸力马达a1、所述旋转刷马达a2与所述后旋转刷132、及

所述前旋转刷133和所述后旋转刷132均通过同带轮连接。所述后旋转刷132包括旋转滚筒，

及盖设在所述选择滚筒上的抹布。所述前旋转刷132上包括转轴及设置在转轴上的扫地毛

刷，通过所述扫地毛刷实现对地面清扫功能。

[0032] 所述集尘器15包括：集尘盒盒体151，设置在所述集成盒盒体151上的集尘盒上盖

152，设置在所述集尘盒盒体151内的过滤器153，及设置在所述过滤器153上的隔离网154，

所述过滤器153上设置有过滤棉和/或过滤纤维布。需要说明的是，所述集尘盒15可拆卸地

设置在所述移动主体壳体结构11上。

[0033] 所述湿气发生器16包括：超声波振动片161，设置在所述超声波振动片161上的集

水盒162，及与所述集水盒162连接的湿气排出管163，所述集水盒162上装有水、清洁液及保

护液等。

[0034]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吸尘时，如图3所示吸力马达a1带动所述风叶a3旋转，

产生真空吸力气流，同时所述旋转刷马达a2带动所述前旋转刷132旋转，结合图5所示，所述

前旋转刷132上的扫地毛刷对地面进行清扫，连同真空吸力气流一起把灰尘垃圾顺着灰尘

垃圾收集路径收集到所述集尘器15中，如图6箭头所示，通过所述集成盒中所述隔离网154

隔离比较大体积的灰尘及垃圾，再通过所述过滤器153过滤微小灰尘及垃圾，让灰尘和垃圾

保留在所述集尘盒盒体151中，真空气流通过所述风叶a3排出，进而实现清扫吸尘的功能。

所述旋转刷马达a2驱动前旋转刷的同时，驱动所述后旋转刷132转动，此时，图5中的所述湿

气发生器16中通过所述超声波振动片161的振动，使所述集氺盒162内的液体变成大量湿

气，雾气，水气，这时所述尾气收集14通过尾气吸收管20收集所述风叶a3的尾气，如图4所示

通过尾气路径19进入所述湿气发生器16，吹动里面的湿气，雾气，水气经过湿气排出路径19

接触地面及地面的脏污，对地面及地面的脏污进行湿润，后旋转刷拖擦布通过旋转，摩擦地

面，对地面进行拖擦深度清洁及保养(如图5所示)，本产品靠大量湿气，雾气，水气湿润地

面，地面湿润度不是很大，无明显积水，通过后旋转刷拖擦布的拖擦后，地面无积水残留，使

得地面能够保持干燥。

[0035]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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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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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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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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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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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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