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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宠物猫清洗装置基于手

机APP的使用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01：将

宠物猫放入笼子，把宠物猫的四肢伸入所述的脚

部清洗组件内，把头伸入所述圆形通孔，并用所

述脖子固定装置将宠物猫的脖子固定；步骤S02：

打开所述APP，进行水温设定以及清洁模式设定；

所述清洁模式包括：清洗模式和冲凉模式；步骤

S03：清洗结束后，拨动所述限位件，将四个脚部

清洗组件取出，让宠物猫站在笼内，然后通过APP

开启烘干功能；步骤S04：待宠物猫的毛发干后，

解开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取出宠物猫。本发明能

有效提高宠物猫清洗装置的工作效率，避免用户

操作不当造成装置的损坏或者对宠物猫造成伤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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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宠物猫清洗装置基于手机APP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提供一宠物猫清洗装

置，所述宠物猫清洗装置包括一笼子、一身体清洗组件和一烘干组件；所述笼子的顶部敞

开，所述笼子的前方设置有一门板，所述门板中部开设有一圆形通孔，所述圆形通孔上设置

有橡胶门帘；所述笼子的后方设置有一隔板，所述隔板外侧设置有一箱体，所述箱体内设置

有热水器和一鼓风机；所述箱体的侧壁上部分对应所述鼓风机进风口处设置有螺旋状进风

孔；所述鼓风机的出风口设置有电热丝；所述箱体的侧壁下部分对应热水器处设置有散热

孔；所述箱体的前侧壁的做下角设置有一开关门，所述开关门内设置有皂液瓶；

所述门板和隔板之间架设有一导轨，所述导轨上设置有一小型轨道车，所述身体清洗

组件和烘干组件设置于所述小型轨道车的下方；

所述烘干组件包括：一气体缓冲腔，所述气体缓冲腔连接有一导气管，所述导气管与所

述鼓风机连接，所述气体缓冲腔的左右两侧向外设置有两个弧形气管臂，且两个弧形气管

臂的端部与所述气体缓冲腔相贯通，两个弧形气管臂的尾部为密封；所述弧形气管臂的内

侧壁上开设有多个的出气孔；所述小型轨道车的下方设置有一连接杆，所述连接杆与所述

气体缓冲腔的顶部相连接；

所述身体清洗组件包括：一导水管；所述皂液瓶的盖子上设置有导液管，所述导液管依

次经电磁阀、小型抽水泵与所述导水管连接；所述导水管的顶部与所述气体缓冲腔底部连

接，所述导水管的中部连接有一进水管，所述进水管与所述热水器连接；所述导水管的底部

向两旁延伸有两个弧形出水管，所述弧形出水管的内侧壁上均匀开设有多个的喷水口，且

弧形出水管的内侧壁上设置有多个的毛刷丝；所述笼子底部侧壁设置有一排水管；

所述清洗烘干设备还包括：四个脚部清洗组件；所述笼子底部表面并排设置有两个轨

道槽，四个脚部清洗组件中的两两脚部清洗组件设置于一个轨道槽上；

所述四个脚部清洗组件结构相同，所述脚部清洗组件包括旋转电机、环形托盘、以及脚

部套管；所述旋转电机设置于所述轨道槽上，所述环形托盘底部固定于所述旋转电机的旋

转电机轴上，所述环形托盘的内壁上设置有第一齿牙；所述脚部套管包括一轴承，所述轴承

的外圈壁上设置有第二齿牙，且轴承的外圈上向上垂直设置有至少三根立杆，所述三根立

杆顶部设置有一套环；所述轴承的内圈内固定有一站脚盘；所述轴承设置于所述环形托盘

上，且轴承上的第二齿牙和环形托盘上的第一齿牙相啮合；所述环形托盘的外侧壁上设置

有限位件，当第二齿牙啮合于第一齿牙后，用于对第二齿牙限位，避免第二齿牙从环形托盘

中脱离出来；

所述三根立杆外侧上包裹有一清洗布，所述清洗布的首端设置有公魔术贴，所述清洗

布的末端设置有母魔术贴；所述清洗布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的毛刷丝；

靠近所述门板的笼子底面上设置有一脖子固定装置，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包括一可伸缩

调节杆，所述可伸缩调节杆的顶部设置有弧形支撑座，所述弧形支撑座上设置有固定皮带；

所述可伸缩调节杆的侧壁上设置有限位孔，以便伸缩限位用；

所述箱体的前侧壁上设置有触摸显示屏，所述触摸显示屏下设置有电路板，所述电路

板上设置有MCU，所述MCU连接有鼓风机驱动电路、电热丝驱动电路、小型轨道车驱动电路、

电热水器控制电路、电磁阀驱动电路、小型抽水泵驱动电路、旋转电机驱动电路以及无线通

讯电路；所述无线通讯电路用于经无线网络与用户手机通讯，所述用户手机设置有APP，按

照以下步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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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01：将宠物猫放入笼子，把宠物猫的四肢伸入所述的脚部清洗组件内，把头伸入

所述圆形通孔，并用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将宠物猫的脖子固定；

步骤S02：打开所述APP，进行水温设定以及清洁模式设定；所述清洁模式包括：清洗模

式和冲凉模式；

所述清洗模式包括：

S0211:根据设定的水温，开启热水器进行喷洗，控制所述小型轨道车以第一预定速度

前后移动3次，在第三次移动时打开小型抽水泵和电磁阀1S;

S0212：关闭热水器，再开启脚部清洗组件的旋转电机，同时控制小型轨道车以第二预

定速度分段式前后移动，每段往返4~6次，全程重复3~5次；

S0213：开启热水器，同时开启脚部清洗组件的电机以及控制小型轨道车以第三预定速

度前后移动进行喷洗，并持续1.5~3分钟；

所述冲凉模式包括：S0221:根据设定的水温，开启热水器进行喷洗，开启脚部清洗组件

的电机，控制所述小型轨道车以所述第二预定速度前后移动，并持续2~3分钟;

步骤S03：清洗结束后，拨动所述限位件，将四个脚部清洗组件取出，让宠物猫站在笼

内，然后通过APP开启烘干功能；

所述的烘干功能包括自动式烘干和人工操控式烘干，所述自动式烘干是开启所述的电

热丝和鼓风机，控制所述小型轨道车以第四预定速度前后移动,并持续4~6分钟；所述人工

操控式烘干是在所述用户的手机上显示虚拟的宠物猫图像，然后手动控制在宠物猫图像上

的虚拟烘干头实现对弧形气管臂位置的控制;

步骤S04：待宠物猫的毛发干后，解开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取出宠物猫；

所述第一预定速度是0.3~1CM/S，所述第二预定速度是7CM/S，所述第三预定速度是0.2

~0.5CM/S，所述第四预定速度是3~4CM/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宠物猫清洗装置基于手机APP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04后还包括将清洗布拆出进行清洗，清洗后将清洗布重新包覆在所述三根立杆

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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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宠物猫清洗装置基于手机APP的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宠物猫清洗装置基于手机APP的使

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宠物猫都是家养，需要经常洗澡，特别是宠物猫洗澡，一般是直接放在洗清

浴室内进行清洗，这样的清洗虽然空间比较大，但是宠物猫在清洗过程中难免不安分，全身

进行抖动，这样会将身上的水溅到人体身上，且宠物猫在清洗过程中都是通过人工进行清

洗的，这样清洗的效率十分低下，清洗后宠物猫还要进行烘干操作，这样一个流程下来，清

洗十分麻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宠物猫清洗装置基于手机APP的使用方

法，能方便用户对宠物猫清洗装置的操作，提高清洗效率。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宠物猫清洗装置基于手机APP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提供一宠物猫清洗装置，所述宠物猫清洗装置包括一笼子、一身体清洗组件和一烘干组

件；所述笼子的顶部敞开，所述笼子的前方设置有一门板，所述门板中部开设有一圆形通

孔，所述圆形通孔上设置有橡胶门帘；所述笼子的后方设置有一隔板，所述隔板外侧设置有

一箱体，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热水器和一鼓风机；所述箱体的侧壁上部分对应所述鼓风机进

风口处设置有螺旋状进风孔；所述鼓风机的出风口设置有电热丝；所述箱体的侧壁下部分

对应热水器处设置有散热孔；所述箱体的前侧壁的做下角设置有一开关门，所述开关门内

设置有皂液瓶；

[0005] 所述门板和隔板之间架设有一导轨，所述导轨上设置有一小型轨道车，所述身体

清洗组件和烘干组件设置于所述小型轨道车的下方；

[0006] 所述烘干组件包括：一气体缓冲腔，所述气体缓冲腔连接有一导气管，所述导气管

与所述鼓风机连接，所述气体缓冲腔的左右两侧向外设置有两个弧形气管臂，且两个弧形

气管臂的端部与所述气体缓冲腔相贯通，两个弧形气管臂的尾部为密封；所述弧形气管臂

的内侧壁上开设有多个的出气孔；所述小型轨道车的下方设置有一连接杆，所述连接杆与

所述气体缓冲腔的顶部相连接；

[0007] 所述身体清洗组件包括：一导水管；所述皂液瓶的盖子上设置有导液管，所述导液

管依次经电磁阀、小型抽水泵与所述导水管连接；所述导水管的顶部与所述气体缓冲腔底

部连接，所述导水管的中部连接有一进水管，所述进水管与所述热水器连接；所述导水管的

底部向两旁延伸有两个弧形出水管，所述弧形出水管的内侧壁上均匀开设有多个的喷水

口，且弧形出水管的内侧壁上设置有多个的毛刷丝；所述笼子底部侧壁设置有一排水管；

[0008] 所述清洗烘干设备还包括：四个脚部清洗组件；所述笼子底部表面并排设置有两

个轨道槽，四个脚部清洗组件中的两两脚部清洗组件设置于一个轨道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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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四个脚部清洗组件结构相同，所述脚部清洗组件包括旋转电机、环形托盘、以

及脚部套管；所述旋转电机设置于所述轨道槽上，所述环形托盘底部固定于所述旋转电机

的旋转电机轴上，所述环形托盘的内壁上设置有第一齿牙；所述脚部套管包括一轴承，所述

轴承的外圈壁上设置有第二齿牙，且轴承的外圈上向上垂直设置有至少三根立杆，所述三

根立杆顶部设置有一套环；所述轴承的内圈内固定有一站脚盘；所述轴承设置于所述环形

托盘上，且轴承上的第二齿牙和环形托盘上的第一齿牙相啮合；所述环形托盘的外侧壁上

设置有限位件，当第二齿牙啮合于第一齿牙后，用于对第二齿牙限位，避免第二齿牙从环形

托盘中脱离出来；

[0010] 所述三根立杆外侧上包裹有一清洗布，所述清洗布的首端设置有公魔术贴，所述

清洗布的末端设置有母魔术贴；所述清洗布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的毛刷丝；

[0011] 靠近所述门板的笼子底面上设置有一脖子固定装置，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包括一可

伸缩调节杆，所述可伸缩调节杆的顶部设置有弧形支撑座，所述弧形支撑座上设置有固定

皮带；所述可伸缩调节杆的侧壁上设置有限位孔，以便伸缩限位用；

[0012] 所述箱体的前侧壁上设置有触摸显示屏，所述触摸显示屏下设置有电路板，所述

电路板上设置有MCU，所述MCU连接有鼓风机驱动电路、电热丝驱动电路、小型轨道车驱动电

路、电热水器控制电路、电磁阀驱动电路、小型抽水泵驱动电路、旋转电机驱动电路以及无

线通讯电路；所述无线通讯电路用于经无线网络与用户手机通讯，所述用户手机设置有

APP，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0013] 步骤S01：将宠物猫放入笼子，把宠物猫的四肢伸入所述的脚部清洗组件内，把头

伸入所述圆形通孔，并用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将宠物猫的脖子固定；

[0014] 步骤S02：打开所述APP，进行水温设定以及清洁模式设定；所述清洁模式包括：清

洗模式和冲凉模式；

[0015] 所述清洗模式包括：

[0016] S0211：根据设定的水温，开启热水器进行喷洗，控制所述小型轨道车以第一预定

速度前后移动3次，在第三次移动时打开小型抽水泵和电磁阀1S；

[0017] S0212：关闭热水器，再开启脚部清洗组件的旋转电机，同时控制小型轨道车以第

二预定速度分段式前后移动，每段往返4~6次，全程重复3~5次；

[0018] S0213：开启热水器，同时开启脚部清洗组件的电机以及控制小型轨道车以第三预

定速度前后移动进行喷洗，并持续1.5~3分钟；

[0019] 所述冲凉模式包括：S0221：根据设定的水温，开启热水器进行喷洗，开启脚部清洗

组件的电机，控制所述小型轨道车以所述第二预定速度前后移动，并持续2~3分钟；

[0020] 步骤S03：清洗结束后，拨动所述限位件，将四个脚部清洗组件取出，让宠物猫站在

笼内，然后通过APP开启烘干功能；

[0021] 所述的烘干功能包括自动式烘干和人工操控式烘干，所述自动式烘干是开启所述

的电热丝和鼓风机，控制所述小型轨道车以第四预定速度前后移动，并持续4~6分钟；所述

人工操控式烘干是在所述用户的手机上显示虚拟的宠物猫图像，然后手动控制在宠物猫图

像上的虚拟烘干头实现对弧形气管臂位置的控制；

[0022] 步骤S04：待宠物猫的毛发干后，解开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取出宠物猫。

[0023]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预定速度是0.3~1CM/S，所述第二预定速度是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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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所述第三预定速度是0.2~0.5CM/S，所述第四预定速度是3~4CM/S。

[0024]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04后还包括将清洗布拆出进行清洗，清洗后将清

洗布重新包覆在所述三根立杆外侧。

[0025]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的使用方法能有效提高宠物猫清洗装置的工作效率，

避免用户操作不当造成装置的损坏或者对宠物猫造成伤害；该宠物猫清洗装置包括一身体

清洗组件和一烘干组件；通过热水器往身体清洗组件中的导水管进行供水，在喷水的同时，

通过清洗组件上的毛刷丝对宠物猫身体进行清洗，清洗后，直接开启鼓风机，通过鼓风机往

气体缓冲腔中通入气流，这样气体缓冲腔的气体往两个弧形气管臂的出气孔流出气体，从

而对宠物猫进行烘干操作；本发明巧妙的将烘干气体从可前后移动且位置可控的弧形气管

臂吹出，不仅烘干效果好，对宠物猫的多个部位进行烘干，而且还能通过系统进行控制，对

局部定位烘干，克服了现有烘干气体从一头吹入，导致宠物猫局部毛发受热过久，对毛发造

成损伤以及局部干燥了，有些部位还是湿的现象发生；该脚部清洗组件能对宠物猫的脚部

进行全方位清洗，这样能对宠物进行快速清洗，且清洗后能直接进行烘干操作，方便用户的

操作。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的脚部清洗组件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的脚部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箱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宠物猫脖子限位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控制电路原理框图；

[0032] 图7是本发明使用方法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宠物猫清洗装置基于手机APP的使用方法，该方法包括提供一

宠物猫清洗装置，请参阅图1至图6所示，该宠物猫清洗装置包括一笼子1，所述清洗烘干设

备还包括一身体清洗组件2和一烘干组件3；所述笼子1的顶部敞开，这样宠物猫能方便放入

笼子1或者从笼子1取出；所述笼子1的前方设置有一门板11，所述门板11中部开设有一圆形

通孔111，所述圆形通孔111上设置有橡胶门帘112；这样宠物猫的头部能至于圆形通孔111

上，宠物猫清洗时，不容易进行乱动；所述笼子1的后方设置有一隔板12，所述隔板12外侧设

置有一箱体，请参见图4，所述箱体4内设置有热水器和一鼓风机；所述箱体4的侧壁上部分

对应所述鼓风机进风口处设置有螺旋状进风孔47；所述鼓风机的出风口设置有电热丝（未

图示）；所述箱体的侧壁下部分对应热水器处设置有散热孔46；所述箱体的前侧壁的做下角

设置有一开关门42，所述开关门内设置有皂液瓶43；所述门板11和隔板12之间架设有一导

轨6，所述导轨6上设置有一小型轨道车7，所述身体清洗组件2和烘干组件3设置于所述小型

轨道车7的下方；该小型轨道车7是现有技术，可以参见3D打印机中的小型轨道车，该小型轨

道车实现自由移动的技术也是现有很成熟的技术在此不进行详细说明。所述烘干组件3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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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气体缓冲腔31，所述气体缓冲腔31连接有一导气管32，所述导气管32与所述鼓风机连

接，所述气体缓冲腔31的左右两侧向外设置有两个弧形气管臂33，且两个弧形气管臂33的

端部与所述气体缓冲腔31相贯通，两个弧形气管臂33的尾部为密封；所述弧形气管臂33的

内侧壁上开设有多个的出气孔331；所述小型轨道车7的下方设置有一连接杆71，所述连接

杆71与所述气体缓冲腔31的顶部相连接；通过鼓风机往气体缓冲腔31中通入气流，这样气

体缓冲腔的气体往两个弧形气管臂33的出气孔331流出气体，从而对宠物猫进行烘干操作；

所述身体清洗组件2包括：一导水管21；所述导水管21的顶部与所述气体缓冲腔31底部连

接，所述导水管21的中部连接有一进水管22，所述进水管22与所述热水器4连接；该热水器4

能往导水管21中输送热水；所述导水管21的底部向两旁延伸有两个弧形出水管23，所述弧

形出水管23的内侧壁上均匀开设有多个的喷水口231，且弧形出水管23的内侧壁上设置有

多个的毛刷丝232；所述笼子1底部侧壁设置有一排水管13。这样在喷水的同时毛刷丝232能

进行清洗。请参见图2至图3所示，在本发明所述清洗烘干设备还包括：四个脚部清洗组件8；

所述笼子1底部表面并排设置有两个轨道槽9，四个脚部清洗组件8中的两两脚部清洗组件

设置于一个轨道槽9上；所述四个脚部清洗组件8结构相同，所述脚部清洗组件8包括旋转电

机81、环形托盘82、以及脚部套管83；所述旋转电机81设置于所述轨道槽9上，所述环形托盘

82底部固定于所述旋转电机81的旋转电机轴上，所述环形托盘82的内壁上设置有第一齿牙

821；所述脚部套管83包括一轴承831，所述轴承831的外圈壁上设置有第二齿牙832，且轴承

831的外圈上向上垂直设置有至少三根立杆833，所述三根立杆833顶部设置有一套环834；

所述轴承831的内圈内固定有一站脚盘835；所述轴承831设置于所述环形托盘82上，且轴承

831上的第二齿牙832和环形托盘82上的第一齿牙821相啮合；这样旋转电机81在进行旋转

的时候，环形托盘82会进行旋转，环形托盘82中的第一齿牙821与轴承831上的第二齿牙832

相啮合，所述环形托盘82的外侧壁上设置有限位件822，当第二齿牙832啮合于第一齿牙821

后，用于对第二齿牙832限位，避免第二齿牙832从环形托盘82中脱离出来；这样轴承831的

外圈会进行旋转，从而轴承831外圈的三根立杆833也进行旋转带动清洗布10进行360度旋

转，从而对宠物猫的脚进行全方位清洗，由于宠物猫的脚是站在站脚盘835上的，在轴承831

的外圈转动的时候，轴承831的内圈是不会旋转的，这样宠物猫的脚能很稳地站在站脚盘

835上。该脚部套管83中的立杆833的高度h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宠物猫的高度进行设置

几套，根据需求来进行安装脚部套管83。该脚部清洗组件8能在轨道槽9上进行左右移动，这

样能根据宠物猫的长度进行调整，使得宠物猫的脚能刚好套入脚部套管中。所述三根立杆

833外侧上包裹有一清洗布10，所述清洗布10的首端设置有公魔术贴101，所述清洗布8的末

端设置有母魔术贴102；所述清洗布10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的毛刷丝232。这样清洗布10能

进行方便的拆装操作，从而能很好地清洗清洗布10。所述笼子底部开设有多个的过滤孔。这

样宠物猫的毛屑能残留在笼子1底部，水会流出。请参见图5，本实施例中，靠近所述门板的

笼子底面上设置有一脖子固定装置，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包括一可伸缩调节杆51，所述可伸

缩调节杆的顶部设置有弧形支撑座52，所述弧形支撑座上设置有固定皮带53；所述可伸缩

调节杆的侧壁上设置有限位孔54，以便伸缩限位用，通过该脖子固定装置，可以很好的起到

宠物猫的固定作用，避免宠物猫的头部在清洗的过程中从圆形通孔111退出来，本发明脖子

固定装置并不以此为限制，其还可以通过限位夹等实现，这里就不进行详细说明。请参见图

6，所述箱体的前侧壁上设置有触摸显示屏，通过触摸显示屏41能知道热水器的温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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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工手动设定模式等；所述触摸显示屏下设置有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设置有MCU，该

CMU可以采用51系列单片机，这里就不列举型号；所述MCU连接有鼓风机驱动电路、电热丝驱

动电路、小型轨道车驱动电路、电热水器控制电路、电磁阀驱动电路、小型抽水泵驱动电路、

旋转电机驱动电路以及无线通讯电路；所述无线通讯电路用于经无线网络与用户手机通

讯，所述用户手机设置有APP，按照以下步骤使用，请参见图7：

[0035] 步骤S01：将宠物猫放入笼子，把宠物猫的四肢伸入所述的脚部清洗组件内，把头

伸入所述圆形通孔，并用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将宠物猫的脖子固定；

[0036] 步骤S02：打开所述APP，进行水温设定以及清洁模式设定；所述清洁模式包括：清

洗模式和冲凉模式；

[0037] 所述清洗模式包括：

[0038] S0211：根据设定的水温，开启热水器进行喷洗，控制所述小型轨道车以第一预定

速度前后移动3次，在第三次移动时打开小型抽水泵和电磁阀1S；

[0039] S0212：关闭热水器，再开启脚部清洗组件的旋转电机，同时控制小型轨道车以第

二预定速度分段式前后移动，每段往返4~6次，全程重复3~5次；

[0040] S0213：开启热水器，同时开启脚部清洗组件的电机以及控制小型轨道车以第三预

定速度前后移动进行喷洗，并持续1.5~3分钟；

[0041] 所述冲凉模式包括：S0221：根据设定的水温，开启热水器进行喷洗，开启脚部清洗

组件的电机，控制所述小型轨道车以所述第二预定速度前后移动，并持续2~3分钟；

[0042] 步骤S03：清洗结束后，拨动所述限位件，将四个脚部清洗组件取出，让宠物猫站在

笼内，然后通过APP开启烘干功能；

[0043] 所述的烘干功能包括自动式烘干和人工操控式烘干，所述自动式烘干是开启所述

的电热丝和鼓风机，控制所述小型轨道车以第四预定速度前后移动，并持续4~6分钟；所述

人工操控式烘干是在所述用户的手机上显示虚拟的宠物猫图像，然后手动控制在宠物猫图

像上的虚拟烘干头实现对弧形气管臂位置的控制；

[0044] 步骤S04：待宠物猫的毛发干后，解开所述脖子固定装置，取出宠物猫。

[0045]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预定速度是0.3~1CM/S，所述第二预定速度是7CM/

S，所述第三预定速度是0.2~0.5CM/S，所述第四预定速度是3~4CM/S。

[0046]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04后还包括将清洗布拆出进行清洗，清洗后将清

洗布重新包覆在所述三根立杆外侧。

[0047] 总之，本发明的使用方法能有效的提高宠物猫清洗装置的清洗效率，能避免用户

由于不知道宠物猫清洗装置的使用方法对宠物猫造成伤害，从而实现进行快速清洗，且清

洗后能直接进行烘干操作，且能对脚部进行全方位清洗。

[0048]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我们所描述的具体的实施例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用于对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定，熟悉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依照本发明的精神所作的等效的修饰以及变化，都应当涵盖在本发明的

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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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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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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