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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化处理的消毒鞋柜，

包括框体、设于所述框体顶部的顶板、设于所述

框体底部的底板、设于所述框体内的隔板及活动

连接于所述框体内的柜门，所述隔板为多组，所

述隔板内设有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动腔内设

有可做升降运动的安装板，所述安装板底部设有

消毒灯；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设有第一连接块，

所述第一连接块上设有接线端子，所述安装板上

设有与所述接线端子相配合的第一通孔，所述第

一通孔内设有可做升降运动的第二连接块；所述

第一活动腔上方设有第二活动腔，所述第二活动

腔内设有用于驱动所述第二连接块做升降运动

的第一传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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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处理的消毒鞋柜，包括框体（1）、设于所述框体（1）顶部的顶板（3）、设于

所述框体（1）底部的底板（4）、设于所述框体（1）内的隔板（2）及活动连接于所述框体（1）内

的柜门（5），所述隔板（2）为多组，所述隔板（2）内设有第一活动腔（29），所述第一活动腔

（29）内设有可做升降运动的安装板（7），所述安装板（7）底部设有消毒灯（74）；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活动腔（29）底部设有第一连接块（291），所述第一连接块（291）上设有接线端子

（2911），所述安装板（7）上设有与所述接线端子（2911）相配合的第一通孔（75），所述第一通

孔（75）内设有可做升降运动的第二连接块（72）；所述第一活动腔（29）上方设有第二活动腔

（210），所述第二活动腔（210）内设有用于驱动所述第二连接块（72）做升降运动的第一传动

组件；所述框体（1）内设有第三活动腔（14），所述第三活动腔（14）内设有第二传动组件，所

述第一活动腔（29）内设有与所述第二传动组件相配合的传动板（28），所述传动板（28）活动

连接于所述第二连接块（72）上；所述第一传动组件包括穿设于所述第二活动腔（210）内的

第一连接杆（22）、设于所述第一连接杆（22）下方的金属弹片（220）、设于所述第二活动腔

（210）内的第一推块（230）及设于所述第一推块（230）侧壁上的第一推杆（2301）；所述第一

连接杆（22）顶部设有支撑杆（21），所述支撑杆（21）底部设有支撑弹簧（24），所述支撑弹簧

（24）与所述隔板（2）相固连；所述第二活动腔（210）内顶部设有第三通孔，所述隔板（2）顶部

设有与所述第三通孔相配合的定位管（23），所述定位管（23）顶部设有第一限位板，所述第

一连接杆（22）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一限位板相配合的第三推板（221）；所述第二传动组件包

括设于所述第三活动腔（14）内的安装箱（6）、设于所述安装箱（6）内的第一储液腔（61）、设

于所述第一储液腔（61）一侧的第二储液腔（63）、设于所述第一储液腔（63）内的第二推块

（621）及设于所述第二储液腔（63）内的第四推板（65），所述第一储液腔（61）和所述第二储

液腔（63）通过一第五通孔（64）相通；所述第二推块（621）上设有与所述传动板（28）相配合

的第二推杆（62）；所述框体（1）内壁上设有安装腔（16），所述安装腔（16）侧壁上设有第一透

气孔（18），所述框体（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透气孔（18）相配合的第二透气孔（11），所述

安装腔（16）内设有用于封闭所述第一通气孔（11）和第二通气孔（18）的遮光组件；所述安装

腔（16）内设有活性炭过滤网（12），所述活性炭过滤网（12）设于所述遮光组件一侧；所述遮

光组件包括设于所述安装腔（126）内的转辊（17）和绕设于所述转辊（17）上的遮光布（171），

所述安装腔（16）一侧设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输出轴与所述转辊（17）相固连；所述遮

光布（171）底部设有第四连接块（1711），所述安装腔（16）底部设有与所述第四连接块

（1711）相配合的第五连接块（161），所述第四连接块（1711）和所述第五连接块（161）均为磁

性材料制成；

所述安装板（7）顶部设有第二推板（82），所述第一活动腔（29）顶部设有第一推板（81），

所述第一推板（81）和所述第二推板（82）通过一伸缩套（83）相连；所述框体（1）内壁上设有

储气腔（15），所述伸缩套（73）与所述储气腔（15）相通；所述框体（1）侧壁上设有气泵（13），

所述气泵（13）的输气管与所述储气腔（15）相通；

所述第一活动腔（29）底部设有多组第一复位弹簧（292），所述第一活动腔（29）底部设

有与所述消毒灯（74）相配合的第二通孔（294），所述第二通孔（294）侧壁上设有多组第二复

位弹簧（293）；所述第二通孔（294）内壁上设有多个密封膜片（2941）；

所述第一活动腔（29）顶部设有第三连接块（240），所述第三连接块（240）上设有连接

轴，所述传动板（28）上设有与所述连接轴相配合的第四通孔（283），所述传动板（28）底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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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所述第二连接块（72）活动连接的第四连接块（828）；

所述第一通孔（75）内壁上设有凹槽（751），所述凹槽（751）内壁上设有金属杆（76），所

述凹槽（751）内壁上设有与所述金属杆（76）相配合的活动槽，所述金属杆（76）侧壁上设有

第三限位板（761），所述第三限位板（761）上设有固定弹簧（762）。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处理的消毒鞋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接块

（72）顶部设有第二限位板（71），所述第四连接块（282）与所述第二限位板（71）活动连接，所

述第二限位板（71）底部设有限位弹簧（73），所述限位弹簧（73）与所述隔板（2）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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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处理的消毒鞋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家具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自动化处理的消毒鞋柜。

背景技术

[0002] 鞋子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需的生活用品，同时鞋子的舒适度也关系到我们的脚部健

康。由于人体脚部汗液的分泌，鞋子内部会变得潮湿，而且又容易滋生细菌，如果得不到及

时的卫生处理，很容易引发脚部疾病，如脚气等。  消毒鞋柜的主要用途是来陈列闲置的鞋。

中国专利CN106690883A公开的一种自动化处理的消毒鞋柜，柜体的顶壁安装有紫外线灯

管，其下方设置有排列盛放鞋垫的撑杆，方便鞋垫的的紫外照射进行杀菌，同时巧妙的撑杆

结构而非托板，其间隙有利于鞋垫的汗液散发；设置有紫外线灯的蛇形弯管方便进行弯曲

变形，伸入鞋子内腔进行照射杀菌，安全卫生，不损害鞋子；容物盒盛装干燥剂，保持柜体内

部的干燥环境；同时柜体的整体封闭结构，可以防止鞋子的异味散发到室内，保障环境卫

生；上述发明在对鞋子进行消毒杀菌时，只能人工的将紫外线灯放入到鞋子内部对鞋子进

行消毒处理，由于紫外线灯对人体具有伤害性，使用手动的方式极易对人体造成损害；在鞋

子数量较多的情况下，需要逐个的紫外线灯插入到鞋子内部，操作十分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自动化消毒的消毒鞋柜。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自动化处理的消毒鞋柜，包括

框体、设于所述框体顶部的顶板、设于所述框体底部的底板、设于所述框体内的隔板及活动

连接于所述框体内的柜门，所述隔板为多组，所述隔板内设有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动腔

内设有可做升降运动的安装板，所述安装板底部设有消毒灯；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设有第

一连接块，所述第一连接块上设有接线端子，所述安装板上设有与所述接线端子相配合的

第一通孔，所述第一通孔内设有可做升降运动的第二连接块；所述第一活动腔上方设有第

二活动腔，所述第二活动腔内设有用于驱动所述第二连接块做升降运动的第一传动组件;

隔板用于放置鞋子，在将鞋子放置在隔板上后，关闭柜门，安装板自动往下运动，将消毒灯

推入到鞋子内部，使消毒灯对鞋子内部起消毒处理，将对鞋子的消毒处理改成自动化处理，

提升对鞋子处理的效率性；通过第一传动组件对第二连接块的控制，在鞋子放入到隔板上

后将第二连接块往下托推送，使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孔底部与接线端子相接触，通过

第二连接块与接线端子的相互配合接通消毒灯的电源，使消毒灯在进入到鞋子内部后对鞋

子内部进行照射；通过鞋子对消毒灯的电源进行控制，在鞋子放置在对应位置后消毒灯才

正常工作，对消毒灯的使用进行定位，减少消毒鞋柜电能消耗，避免消毒灯对人体造成影

响。

[0005] 作为优选，所述框体内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设有第二传动组件，所

述第一活动腔内设有与所述第二传动组件相配合的传动板，所述传动板活动连接于所述第

二连接块上；第一传动组件和第二传动组件相互配合，在鞋子放置在隔板上后，在第一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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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的作用下将鞋子的重力传递给第二传动组件，使第二传动组件推动第二连接块往下运

动，从而使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孔底部与接线端子相接触，为对应的消毒灯接通电源，

便于消毒灯为鞋子提供消毒处理。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安装板顶部设有第二推板，所述第一活动腔顶部设有第一推板，所

述第一推板和所述第二推板通过一伸缩套相连；所述框体内壁上设有储气腔，所述伸缩套

与所述储气腔相通；所述框体侧壁上设有气泵，所述气泵的输气管与所述储气腔相通；当需

要对鞋子内部进行消毒处理时，通过气泵往储气腔内输入空气，使空气进入到伸缩套内，在

气压的作用下，使伸缩套产生形变，从而使伸缩套推动第一推板和第二推板相背运动，在第

一活动腔的作用下，为第一推板提供支撑力，使第二推板往第一活动腔底部运动，第二推板

推动安装板往下运动，从而使安装板推动消毒灯进入到鞋子内部，为鞋子内部进行消毒处

理；在消毒处理完成后，在气泵的作用下将伸缩套内的空气从伸缩套内抽出，使伸缩套恢复

成原样，便于紫外线灯从鞋子内脱出，方便对鞋子的拿取；通过气泵的方式对安装板进行驱

动，从而对消毒灯的高度进行控制，便于使消毒灯进入到鞋子内部，取代人工的将消毒灯放

置到鞋子中，避免消毒灯对人体造成损害。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设有多组第一复位弹簧，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设

有与所述消毒灯相配合的第二通孔，所述第二通孔侧壁上设有多组第二复位弹簧；所述第

二通孔内壁上设有多个密封膜片；通过第一复位弹簧和第二复位弹簧的相互配合，为安装

板提供支撑力，将安装板固定在第一活动腔中部位置；当气泵将伸缩套内的空气抽出时，在

第一复位弹簧和第二复位弹簧的共同作用下，推动安装板往第一活动腔顶部运动，使第二

连接块与接线端子断开连接，完成消毒灯的复位；当气泵未往伸缩套内通入空气时，消毒灯

处于第二通孔内，通过密封膜片对第二通孔起密封作用，对消毒灯起保护作用，避免消毒灯

在不使用时使灰尘沾染在消毒灯表面，提升消毒灯的消毒效果。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传动组件包括穿设于所述第二活动腔内的第一连接杆、设于

所述第一连接杆下方的金属弹片、设于所述第二活动腔内的第一推块及设于所述第一推块

侧壁上的第一推杆；所述第一连接杆顶部设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底部设有支撑弹簧，所述

支撑弹簧与所述隔板相固连；将鞋子放置在隔板上时，鞋子被置于支撑杆上，在鞋子的重力

作用下，压动支撑杆往下运动，支撑杆往下运动推动第一连接杆往下运动，使第一连接杆挤

压金属弹片，在第一连接杆的作用下使金属弹片产生形变，在金属弹片的作用下推动第一

推块沿着第二活动腔移动，使第一推块推动第一推杆对第二传动组件进行传动，在鞋子的

重力作用下对消毒灯起控制作用，使消毒灯选择性的亮起，使鞋子上方的消毒灯亮起，减少

消毒鞋柜的电能消耗，起到节能作用。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活动腔内顶部设有第三通孔，所述隔板顶部设有与所述第三

通孔相配合的定位管，所述定位管顶部设有第一限位板，所述第一连接杆底部设有与所述

第一限位板相配合的第三推板；通过第三推板与金属弹片的相互接触，便于第一连接杆挤

压金属弹片使金属弹片发生形变，便于通过鞋子对消毒灯的通断进行控制；通过第三推板

与第一限位板的相互配合，避免第一连接杆从定位管内脱出，提升第一连接杆与定位管的

配合效果。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活动腔顶部设有第三连接块，所述第三连接块上设有连接轴，

传动板上设有与所述连接轴相配合的第四通孔，所述传动板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二连接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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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连接的第四连接块；通过第四通孔和连接轴的相互配合，实现传动板与第三连接块的活

动连接，使传动板能够在第三连接块上转动，便于通过传动板对第二连接块起控制作用，便

于通过消毒灯对鞋子内部进行消毒处理。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连接块顶部设有第二限位板，所述第四连接块与所述第二限

位板活动连接，所述第二限位板底部设有限位弹簧，所述限位弹簧与所述隔板相接触；通过

第二限位板和限位弹簧的相互配合，对第二连接块起支撑作用，避免第二连接块在鞋子未

放置在对应位置时进入到第一通孔底部，使鞋子在未放入到鞋柜内时消毒灯不亮起，减少

消毒鞋柜的电能消耗；通过限位弹簧与隔板的相互配合，对第二连接块起连接作用，避免第

二连接块与隔板形成配合，提升消毒鞋柜的结构强度。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传动组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三活动腔内的安装箱、设于所述安

装箱内的第一储液腔、设于所述第一储液腔一侧的第二储液腔、设于所述第一储液腔内的

第二推块及设于所述第二储液腔内的第四推板，所述第一储液腔和所述第二储液腔通过一

第五通孔相通；所述第二推块上设有与所述传动板相配合的第二推杆；鞋子在放置在支撑

杆上后，在鞋子和第一传动组件的配合下，使第一推杆推动第四推板往第二储液腔内部运

动，在第四推板的作用下，将第二储液腔内的液体推入到第一储液腔内，从而推动第二推块

沿着第一储液腔移动，使第二推杆推动传动板进行转动，从而使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

孔底部，便于第二连接块与接线端子相接触，为消毒灯提供电能，使消毒灯在下降后对鞋子

内部进行消毒处理。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通孔内壁上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壁上设有金属杆，所述凹槽

内壁上设有与所述金属杆相配合的活动槽，所述金属杆侧壁上设有第三限位板，所述第三

限位板上设有固定弹簧；当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孔内后，第二连接块与金属杆相接触，

在第二连接块的压力作用下，推动金属杆压缩固定弹簧，提升金属杆与第二连接块的连接

效果，在金属杆与第二连接块的作用下，使消毒灯的线路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为消毒灯提

供电力，使消毒灯在进入鞋子内部后为鞋子内部起到良好的消毒处理。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隔板用于放置鞋子，在将鞋子放置在隔板上后，关闭柜门，

安装板自动往下运动，将消毒灯推入到鞋子内部，使消毒灯对鞋子内部起消毒处理，将对鞋

子的消毒处理改成自动化处理，提升对鞋子处理的效率性；通过第一传动组件对第二连接

块的控制，在鞋子放入到隔板上后将第二连接块往下托推送，使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

孔底部与接线端子相接触，通过第二连接块与接线端子的相互配合接通消毒灯的电源，使

消毒灯在进入到鞋子内部后对鞋子内部进行照射；通过鞋子对消毒灯的电源进行控制，在

鞋子放置在对应位置后消毒灯才正常工作，对消毒灯的使用进行定位，减少消毒鞋柜电能

消耗，避免消毒灯对人体造成影响。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一。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二。

[0018] 图4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三。

[0019] 图5为图4中的A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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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6为本发明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隔板的爆炸示意图。

[0022] 图8为本发明隔板的剖面示意图一。

[0023] 图9为图8中的B处放大图。

[0024] 图10为本发明隔板的剖面示意图二。

[0025] 图11为本发明隔板的剖面示意图三。

[0026] 图12为图11中的C处放大图。

[0027] 图13为本发明隔板的剖面示意图四。

[0028] 图14为本发明安装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5为本发明安装板的仰视图。

[0030] 图16为图15中的D处放大图。

[0031] 图17为本发明第二传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8为本发明传动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

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34] 如图1-18所示，一种自动化处理的消毒鞋柜，包括框体1、设于所述框体1顶部的顶

板3、设于所述框体1底部的底板4、设于所述框体1内的隔板2及活动连接于所述框体1内的

柜门5，所述隔板2为多组，隔板用于放置鞋子，隔板将框体分隔成多个储物仓，便于放置多

双鞋子，一块隔板上可放置多双鞋子，提升鞋柜容量；底板和顶板与隔板相互配合，使最顶

上的隔板和最底下的隔板与底板和顶板相互形成储物仓，便于鞋子的放置；柜门铰接于框

体上，柜门对鞋柜起封闭作用，避免对鞋子进行存储；所述隔板2内设有第一活动腔29，所述

第一活动腔29内设有可做升降运动的安装板7，所述安装板7底部设有消毒灯74，消毒灯为

紫外线消毒灯，安装板底部设有多个消毒灯，每两个消毒灯形成一组，消毒灯设于隔板靠近

柜门一端的上方，鞋子放置于消毒灯的正下方；所述第一活动腔29底部设有第一连接块

291，所述第一连接块291上设有接线端子2911，第一连接块与电源相通，接线端子分别连接

电源的正负极，一组消毒灯相对应一个第一连接块，通过第一连接块为每组消毒灯提供电

能；所述安装板7上设有与所述接线端子2911相配合的第一通孔75，所述第一通孔75内设有

可做升降运动的第二连接块72，通过第二连接块与接线端子的相互接触，为消毒灯提供电

能，使消毒灯能够对鞋子内部起消毒处理；所述第一活动腔29上方设有第二活动腔210，所

述第二活动腔210内设有用于驱动所述第二连接块72做升降运动的第一传动组件；框体侧

壁上设有控制面板，控制面板内设有PLC控制器，用于对消毒衣柜进行操控，控制面板上设

有显示屏和操控按钮，便于使用者进行操控。

[0035] 将鞋子放入到鞋柜内时，鞋子被放置在隔板上，通过隔板对鞋子起支撑作用，鞋子

在放置时，鞋子的前端朝里，使鞋子跟部朝外放置，将鞋子放置在消毒灯下方，关闭柜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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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控制面板对鞋柜进行操作，在控制面板的作用下，可对鞋柜消毒的时间和时长进行控制，

可将鞋柜的消毒时间设置在半夜，避免鞋柜消毒时操作者误将柜门开启，防止消毒灯对人

体造成影响；在第一传动组件和鞋子的配合下，使鞋子放置在隔板上后，在第一传动组件的

作用下使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孔底部，在第二连接块作用下将第一通孔填满；随后在

控制面板的操控下，驱动安装板往下运动，使安装板推动消毒灯往下运动，使消毒灯插入到

鞋子内部，安装板在往下运动后带动第一通孔和第二连接块往下运动，使第二连接块与接

线端子相互接触，从而为对应位置上的消毒灯提供电能，使消毒灯在进入到鞋子内部后亮

起，便于对鞋子内部进行消毒处理；未放置鞋子的位置第一传动组件不工作，第二连接块未

进入到第一通孔底部，使第二连接块与接线端子断开接触，从而使未放置鞋子位置处的消

毒灯在下降后不会亮起，对每组消毒灯进行精准的控制，避免消毒灯在下降后无差别亮起，

降低消毒鞋柜的电能消耗。

[0036] 所述框体1内设有第三活动腔14，所述第三活动腔14内设有第二传动组件，所述第

一活动腔29内设有与所述第二传动组件相配合的传动板28，所述传动板28活动连接于所述

第二连接块72上；第一传动组件和第二传动组件相互配合，在鞋子放置在隔板上后，在第一

传动组件的作用下将鞋子的重力传递给第二传动组件，使第二传动组件推动第二连接块往

下运动，从而使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孔底部与接线端子相接触，为对应的消毒灯接通

电源，便于消毒灯为鞋子提供消毒处理。

[0037] 所述安装板7顶部设有第二推板82，所述第一活动腔29顶部设有第一推板81，所述

第一推板81和所述第二推板82通过一伸缩套83相连；伸缩套为乳胶材料制成，伸缩套表面

呈波纹形节后，伸缩套可进行纵向的拉伸；所述框体1内壁上设有储气腔15，所述伸缩套73

与所述储气腔15相通；伸缩套侧壁上设有第一通气孔831，隔板侧壁上设有与第一通空气相

对应的第二通气孔27，储气腔侧壁上设有与第二通气孔相对应的第三通气孔152，所述框体

1侧壁上设有气泵13，所述气泵13的输气管与所述储气腔15相通，储气腔侧壁上设有第四通

气孔151，气泵的输气管穿设于第四通气孔内；当到达控制面板设定的消毒时间后，在控制

面板操控下，使气泵往储气腔内通入空气，储气腔与每组隔板上的伸缩套均相通，随着储气

腔内的气体增加，使空气进入到伸缩套内，在气压腔的作用下，推动伸缩套发生形变，从而

使伸缩套推动第一推板和第二推板相背运动，在第一活动腔的作用下，为第一推板提供支

撑力，使第二推板往第一活动腔底部运动，第二推板推动安装板往下运动，从而使安装板推

动消毒灯进入到鞋子内部，为鞋子内部进行消毒处理；在消毒处理完成后，在气泵的作用下

将伸缩套内的空气从伸缩套内抽出，使伸缩套恢复成原样，便于紫外线灯从鞋子内脱出，方

便对鞋子的拿取；通过气泵的方式对安装板进行驱动，从而对消毒灯的高度进行控制，便于

使消毒灯进入到鞋子内部，取代人工的将消毒灯放置到鞋子中，避免消毒灯对人体造成损

害。

[0038] 所述第一活动腔29底部设有多组第一复位弹簧292，所述第一活动腔29底部设有

与所述消毒灯74相配合的第二通孔294，所述第二通孔294侧壁上设有多组第二复位弹簧

293；所述第二通孔294内壁上设有多个密封膜片2941；第二通孔内设有四片密封膜片，密封

膜片为橡胶材料制成，当密封膜片处于不受力时，四片密封膜片处于水平状态，相互配合对

第二通孔起封闭作用；当气泵未往伸缩套内通入空气时，消毒灯处于密封膜片上方，通过密

封膜片对消毒灯起保护作用，避免灰尘过多的沾染在消毒灯上影响消毒灯的消毒效果；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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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灯底部为圆弧形结构，便于消毒灯在往下运动时将四片密封膜片分开，方便消毒灯从第

二通孔内伸出，避免消毒灯在从第二通孔内伸出时对密封膜片造成损伤，对密封膜片起保

护作用；通过第一复位弹簧和第二复位弹簧的相互配合，为安装板提供支撑力，将安装板固

定在第一活动腔中部位置；当气泵将伸缩套内的空气抽出时，在第一复位弹簧和第二复位

弹簧的共同作用下，推动安装板往第一活动腔顶部运动，使第二连接块与接线端子断开连

接，完成消毒灯的复位。

[0039] 所述第一传动组件包括穿设于所述第二活动腔210内的第一连接杆22、设于所述

第一连接杆22下方的金属弹片220、设于所述第二活动腔210内的第一推块230及设于所述

第一推块230侧壁上的第一推杆2301；金属弹片为圆弧形结构，金属弹片的一端与第二活动

腔内壁相接触，另一端与第一推板相接触；所述第一连接杆22顶部设有支撑杆21，支撑杆设

于消毒灯下方，所述支撑杆21底部设有支撑弹簧24，一个支撑杆底部设有两个支撑弹簧，两

个支撑弹簧分别设于支撑杆底部两端，为支撑杆提供支撑力，所述支撑弹簧24与所述隔板2

相固连；所述第二活动腔210内顶部设有第三通孔，所述隔板2顶部设有与所述第三通孔相

配合的定位管23，所述定位管23顶部设有第一限位板，所述第一连接杆22底部设有与所述

第一限位板相配合的第三推板221，在第一限位板和第三推板的配合下，使第三推板无法从

定位管中脱出，提升第一连接杆与定位杆的配合效果；通过第三推板与金属弹片的相互接

触，便于第一连接杆挤压金属弹片使金属弹片发生形变，便于通过鞋子对消毒灯的通断进

行控制。

[0040] 当将鞋子放置在隔板上时，将鞋子的跟部放置在支撑杆上，使鞋子的重力积聚在

支撑杆上，对支撑杆产生压力，支撑杆接受鞋子的重力后往下压缩第一连接杆，使第一连接

杆推动第三推板往下运动，第三推板与金属弹片顶面相接触，使金属弹片顶部受力发生形

变，由于金属弹片一端与第二活动腔内壁接触，使金属弹片往第二活动腔内部产生形变，从

而使金属弹片推动第一推块往第二活动腔内部运动，第二活动腔与隔板外侧相通，在第一

推块的作用下推动第一推杆进行移动，使第一推杆与第二传动组件相互配合，从而为传动

板进行传动，使传动板带动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孔内，便于第二连接块与接线端子相

配合为消毒灯提供电能。

[0041] 所述第一活动腔29顶部设有第三连接块240，所述第三连接块240上设有连接轴，

所述传动板28上设有与所述连接轴相配合的第四通孔283，所述传动板28底部设有与所述

第二连接块72活动连接的第四连接块828；传动板上设有第五推板281，在第五推板的作用

下使第二传动组件更好的与的与第五推板相配合；通过第四通孔和连接轴的相互配合，实

现传动板与第三连接块的活动连接，使传动板能够在第三连接块上转动，便于通过传动板

对第二连接块起控制作用，便于通过消毒灯对鞋子内部进行消毒处理。

[0042] 所述第二连接块72顶部设有第二限位板71，所述第四连接块282与所述第二限位

板71活动连接，所述第二限位板71底部设有限位弹簧73，所述限位弹簧73与所述隔板2相接

触；所述活动连接为铰接，通过第二限位板和限位弹簧的相互配合，对第二连接块起支撑作

用，避免第二连接块在鞋子未放置在对应位置时进入到第一通孔底部，使鞋子在未放入到

鞋柜内时消毒灯不亮起，减少消毒鞋柜的电能消耗；通过限位弹簧与隔板的相互配合，对第

二连接块起连接作用，避免第二连接块与隔板形成配合，提升消毒鞋柜的结构强度。

[0043] 所述第二传动组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三活动腔14内的安装箱6、设于所述安装箱6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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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储液腔61、设于所述第一储液腔61一侧的第二储液腔63、设于所述第一储液腔63内

的第二推块621及设于所述第二储液腔63内的第四推板65，所述第一储液腔61和所述第二

储液腔63通过一第五通孔64相通；所述第二推块621上设有与所述传动板28相配合的第二

推杆62；第一储液腔和第二储液腔内装有液压油，第二储液腔内设有第四限位板，通过第四

限位板与第四推板的相互配合，避免第四推板从第二储液腔内脱出，第二推杆铰接于第五

推板上；当鞋子在放置在支撑杆上后，在鞋子的重力作用下推动第一推杆与第四推板相接

触，在第四推板的作用下，将第二储液腔内的液压油通过第五通孔推入到第一储液腔内，使

第一储液腔内的液面上升，在液压的作用下推动第二推块往上运动，使第二推块推动第二

推杆往上运动，第二推杆推动第五推板一端往上运动，使第五推板带动传动板一端往上运

动，传动板绕着连接轴进行转动，使传动板另一端往下运动，从而往下推动第二连接块，使

第二连接块嵌入到第一通孔内；当安装板在气泵的作用下下降时，第二推杆继续推动第五

推板一端往上运动，使第二连接块始终嵌于第一通孔内，便于第二连接块与接线端子相互

配合为消毒灯提供电力。

[0044] 所述第一通孔75内壁上设有凹槽751，所述凹槽751内壁上设有金属杆76，所述凹

槽751内壁上设有与所述金属杆76相配合的活动槽，所述金属杆76侧壁上设有第三限位板

761，所述第三限位板761上设有固定弹簧762；金属杆可进入到活动槽内，金属杆与一组消

毒灯串联，通过金属杆和第二连接块的接触使消毒灯的线路行程一个闭合的回路；第二连

接块为导电材料制成；当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孔内后，第二连接块与金属杆相接触，在

第二连接块的压力作用下，推动金属杆压缩固定弹簧，提升金属杆与第二连接块的连接效

果，在金属杆与第二连接块的作用下，使消毒灯的线路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为消毒灯提供

电力，使消毒灯在进入鞋子内部后为鞋子内部起到良好的消毒处理；金属杆顶部为弧面结

构，便于在第二连接块进入到第一通孔内后推动金属杆进入到活动槽内，避免第二连接块

对金属杆造成损伤，对金属杆起保护作用。

[0045] 所述框体1内壁上设有安装腔16，所述安装腔16侧壁上设有第一透气孔18，所述框

体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透气孔18相配合的第二透气孔11，所述安装腔16内设有用于封

闭所述第一通气孔11和第二通气孔18的遮光组件；所述安装腔16内设有活性炭过滤网12，

所述活性炭过滤网12设于所述遮光组件一侧；第一透气孔和第二透气孔孔径相同，第一透

气孔孔径大于活性炭过滤网滤孔孔径；通过活性炭过滤网对鞋柜内进入到外界中的气体进

行过滤，有效的将鞋子中的异味进行滤除，避免鞋子中的异味散发到室内对室内空气造成

影响；外界空气在进入到鞋柜内时经过活性炭过滤网过滤，将空气中的灰尘等颗粒进行滤

除，避免灰尘进入到鞋柜内造成鞋子表面的脏污，改善鞋子的储存环境；在消毒灯对鞋柜内

部进行消毒处理时，遮光组件将第一透气孔和第二透气孔封闭，避免消毒灯的灯光从第一

透气孔和第二透气孔内射出，防止消毒灯对人体造成伤害。

[0046] 所述遮光组件包括设于所述安装腔126内的转辊17和绕设于所述转辊17上的遮光

布171，所述安装腔16一侧设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输出轴与所述转辊17相固连；第一

活动腔底部设有压力传感器，当气泵往伸缩套内通入气体，在气压的作用下使安装板往下

运动时，安装板往下运动与压力传感器相接触，压力传感器将信号反馈给控制面板，使控制

面板驱动驱动电机开始工作，驱动电机带动转辊转动，转辊在转动的过程中将绕设于转辊

上的遮光布从转辊上放下，使遮光布对铺于安装腔内，通过遮光布对鞋柜内部起遮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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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消毒灯的灯光从透气孔内射出，使鞋柜内形成不透光的环境；当达到消毒时长后，在气

泵和复位弹簧的作用下使安装板上升，压力传感器上不再接受信号，压力传感器将信号反

馈给控制面板，使控制面板驱动驱动电机反向转动，使遮光布重新绕设于转辊上，将第一透

气孔和第二透气孔开启，为鞋柜内部提供通风的环境，便于对鞋子的储存。

[0047] 所述遮光布171底部设有第四连接块1711，所述安装腔16底部设有与所述第四连

接块1711相配合的第五连接块161，所述第四连接块1711和所述第五连接块161均为磁性材

料制成，所述第四连接块1711与所述第五连接块161的磁性相斥；当转轴转动时，在第四连

接块的作用下，为遮光布底部提供配重效果，增加遮光布的重力，使遮光布在第四连接块的

作用下稳定的下降，便于使遮光布从转辊上散开对鞋柜内起遮光作用；通过第四连与第五

连接块磁性的配合，使遮光布将第一透气孔横亘在安装腔内，提升遮光布对鞋柜内部的遮

光效果。

[0048] 所述隔板2侧壁上设有滑块250，所述框体1内壁上设有与所述滑块250相配合的滑

槽；所述隔板2底部设有第六连接块260，所述第六连接块260上设有盛料槽2601，所述盛料

槽2601底部设有多个第六通孔2602；通过滑块与滑槽的相互配合，实现隔板与框体的可拆

卸连接，可方便的将隔板从框体内取出，便于对隔板进行检修；盛料槽内可放置干燥剂，对

鞋柜内部的空气进行干燥处理，对从鞋子中蒸发的汗液进行吸收，避免汗液从鞋柜内散出，

防止鞋柜内的空气影响外界的空气，改善鞋柜内的空气质量。

[0049] 顶板内设有第一活动腔，顶板内第一活动腔内的结构与隔板内第一活动腔内的结

构相同；顶板底部设有第六连接块，顶板底部的第六连接块与隔板底部的第六连接块结构

相同；底板内设有第二活动腔，底板内第二活动腔的结构与隔板内的第二活动腔内的结构

相同；在底板和顶板的配合下，使放置于最上层和最下层的鞋子也能得到消毒处理，使鞋子

在鞋柜内能够得到全面的消毒处理。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8/8 页

11

CN 111728374 A

11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5 页

12

CN 111728374 A

12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15 页

13

CN 111728374 A

13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15 页

14

CN 111728374 A

14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15 页

15

CN 111728374 A

15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15 页

16

CN 111728374 A

16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15 页

17

CN 111728374 A

17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15 页

18

CN 111728374 A

18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8/15 页

19

CN 111728374 A

19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9/15 页

20

CN 111728374 A

20



图10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10/15 页

21

CN 111728374 A

21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11/15 页

22

CN 111728374 A

22



图13

图14

说　明　书　附　图 12/15 页

23

CN 111728374 A

23



图15

图16

说　明　书　附　图 13/15 页

24

CN 111728374 A

24



图17

说　明　书　附　图 14/15 页

25

CN 111728374 A

25



图18

说　明　书　附　图 15/15 页

26

CN 111728374 A

2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DRA00021
	DRA00022
	DRA00023
	DRA00024
	DRA00025
	DRA0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