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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现

阶段洗衣占用了我们的部分时间，生活中洗烘袜

子是繁琐不快捷的，不方便，效率低。实现不了

“智能生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发明对袜子

日常烘洗和消毒进行了思考与研究，在经过详细

的理论推理与校核计算后，设计出了袜子烘干与

消毒一体化装置，该装置主要包含了超声波底

座、可旋转套柱、升降丝杆固定盘、整体翻面装

置、烘干消毒外壳。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克服了

传统人工手洗袜费时费力、操作繁琐等弊端，节

省了日常生活中不必要时间，该装置性能可靠，

使用健康,适合在家庭及酒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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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超声波发生器、外壳、旋转辅助内柱、

可旋转套柱、丝杆和丝杆螺母，所述外壳上端设有半圆形顶面，所述外壳内圆侧面上端设有

T型紫外灯，所述紫外灯下端设有等距设有环形烘干灯带，所述外壳下端设有限位端，所述

限位端设有表面等距设有四个清洗槽，所述限位端表面中间设有丝杆，所述丝杆顶面设有

步进电机，中间设有螺母固定架，所述固定架为长方体螺母套设在丝杆中间，所述固定架固

定可旋转套柱，所述可旋转套柱底面设有触头，所述可旋转套柱内部设有旋转辅助内柱，所

述旋转辅助内柱为双层空心圆柱，外层圆柱中间设有四个第一滑爪、所述旋转辅助内柱的

内柱为单口封闭型空心圆柱，底部设有第二滑爪，整体套在双层空心圆柱上，与辅助内柱滑

爪契合。所述旋转辅助内柱底面设有弹簧上板，所述弹簧上板底面设有弹簧，所述弹簧另一

端设有弹簧底板，所述弹簧底板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设有短丝杆，所述短丝杆穿过弹簧与

旋转辅助内柱连接，所述短丝杆另一端设有第二电机，所述外壳底面设有底座，所述底座表

面中间设有超声波发生器，所述底座下端设有夹层，夹层内设有单片机和控制器，电源线与

市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架为长方体

螺母套设在丝杆中间，所述螺母两端设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另一端设固定块，所述固定块

设有横向通孔，所述通孔内设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两端设有夹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柱顶面材料为

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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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家电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过去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或依靠没有实现智能化的工具做家务，在信  息

化的普及下，为减少人力及时间，逐渐出现智能家居。然而在现有技术下小物  件的清洗无

法单独实现全自动，只能依靠积少成多或与大物件衣服混合清洗(如  袜子)。在快节奏的生

活下不能实现快捷便利，不能实现快速替换穿戴，还浪费  人力及时间。因此，本发明利用洗

衣机的清洗装置，加之巧妙的机械结构，实现  翻面清洗，凭借热灯光的热量进行烘干，利用

紫外灯对袜子实现消毒。方便人们  在家快速洗袜子、手套等小巧的衣物，实现现洗现用，方

便快捷。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一种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包括：  超声波发生器、外

壳、旋转辅助内柱、可旋转套柱、丝杆和丝杆螺母，  所述外壳上端设有半圆形顶面，所述外

壳内圆侧面上端设有T型紫外  灯，所述紫外灯下端设有等距设有环形烘干灯带，所述外壳

下端设有 限位端，所述限位端设有表面等距设有四个清洗槽，所述限位端表面  中间设有

丝杆，所述丝杆顶面设有步进电机，中间设有螺母固定架，  所述固定架为长方体螺母套设

在丝杆中间，所述固定架固定可旋转套  柱，所述可旋转套柱底面设有触头，所述可旋转套

柱内部设有旋转辅  助内柱，所述旋转辅助内柱为双层空心圆柱，外层圆柱中间设有四个 

第一滑爪、所述旋转辅助内柱的内柱为单口封闭型空心圆柱，底部设  有第二滑爪，整体套

在双层空心圆柱上，与辅助内柱滑爪契合。所述  旋转辅助内柱底面设有弹簧上板，所述弹

簧上板底面设有弹簧，所述  弹簧另一端设有弹簧底板，所述弹簧底板设有通孔，所述通孔

内设有  短丝杆，所述短丝杆穿过弹簧与旋转辅助内柱连接，所述短丝杆另一  端设有第二

电机，所述外壳底面设有底座，所述底座表面中间设有超  声波发生器，所述底座下端设有

夹层，夹层内设有单片机和控制器， 电源线与市电连接。

[0004] 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固定架为长方体螺母套设在丝杆中间，所  述螺母两端设有

连接轴，所述连接轴另一端设固定块，所述固定块设  有横向通孔，所述通孔内设有固定轴，

所述固定轴两端设有夹子。

[0005] 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内柱顶面材料为磁铁。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公开一种袜子洗烘  一体机，具有以

下内容：超声波底座利用超声波发生器发出高频声波  震动水流，水分子瞬间炸裂，溶解、分

离污垢，可有效实现袜子清洁。  可旋转套柱固定袜子与升降盘内部清洗装置结合，电机带

动可旋转套  柱旋转，利用摩擦对袜子进行进一步清洗，可保证较高的清洁度。升 降丝杆固

定盘可控制可旋转套柱带动袜子升降。整体翻面装置(旋转  辅助内柱和内柱)利用机械装

置对袜子进行翻面，保证袜子内外都可 以进行清洗。升降丝杆固定盘内的清洗槽内置凹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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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面，加强摩擦。  烘干消毒外壳固定在升降丝杆固定盘之上，旋转套柱带动袜子上升时 

对袜子进行烘干消毒。单片机控制器控制清洗时间及电机转动方向与 转速。

附图说明：

[0007]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  与本发明的实施

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08] 在附图中：

[0009]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示意图；

[0010] 图2为本发明的超声波清洗底座示意图；

[0011] 图3为本发明的升降丝杆固定盘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的旋转辅助内柱示意图；

[0013] 图5为本发明的内柱示意图；

[0014] 图6为本发明的可旋转套柱示意图；

[0015] 图7为本发明的烘干消毒外壳示意图；附图标记：1-可旋转套  柱、,2-步进电机、3-

旋转辅助内柱、4-内柱、5-第一滑爪、6-第二  滑爪、7-超声波发生器、9-清洗槽、11-,弹簧、

12-外壳、13-丝杆、  14-弹簧上板、16-触头、17-固定架、18-第二电机、19-短丝杆、20-  底

座、21紫外灯、22-烘干灯带、23-限位端、24-弹簧底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所示，一种智能袜子洗烘一体机，包括：超声波发生器7、  外壳12、旋转辅助内

柱3、可旋转套柱1、丝杆13和丝杆螺母17，  所述外壳12为中空圆柱体，上端设有半圆形顶

面，所述外壳12内圆  侧面上端设有T型紫外灯21，所述紫外灯21下端设有等距设有环形  烘

干灯带22，所述外壳12下端设有限位端23，所述限位端23设有  表面等距设有四个清洗槽9，

所述清洗槽9为圆柱体，内壁为设有凸  起颗粒，所述限位端23表面中间设有丝杆13，所述丝

杆13顶面设  有步进电机2，中间设有螺母固定架17，所述固定架17为长方体螺  母套设在丝

杆13中间，所述螺母两端设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另一  端设固定块，所述固定块设有横向

通孔，所述通孔内设有固定轴，所  述固定轴两端设有夹子，所述夹子固定可旋转套柱1，所

述可旋转套  柱1底面设有触头16，所述触头1616为J形钩，所述可旋转套柱1 内部设有旋转

辅助内柱3，所述旋转辅助内柱3为双层空心圆柱外层  圆柱中间设有四个第一滑爪5、所述

旋转辅助内柱3的内柱4为单口  封闭型空心圆柱，顶面材料为磁铁，底部设有第二滑爪6，整

体套在  双层空心圆柱上，与辅助内柱滑爪契合。所述旋转辅助内柱3底面设  有弹簧上板

14，所述弹簧上板14底面设有弹簧11，所述弹簧11另  一端设有弹簧底板24，所述弹簧底板

24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设有  短丝杆19，所述短丝杆19穿过弹簧11与旋转辅助内柱3连接，

所  述短丝杆19另一端设有第二电机18，所述外壳12底面设有底座20，  所述底座20表面中

间设有超声波发生器7，所述底座20下端设有夹  层，夹层内设有单片机和控制器，电源线与

市电连接。

[0017] 工作原理：使用者需要将袜子套在可旋转套柱1上，连接电源后，  单片机开始工

作，控制步进电机2旋转，丝杆13转动，固定架17向  下运动，使可旋转套柱1向下运动，到达

清洗槽9内，单片机控制短  丝杆19转动，可旋转套柱1快速转动，完成第一步清洗工作。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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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程序控制短丝杆19停止转动，可旋转套柱1停止转动，再控制小 电机18转动，短丝杆19转

动，旋转辅助内柱3上升，内柱4套在旋  转辅助内柱3上由第一滑爪5、第二滑爪6相契合，旋

转辅助内柱3  上升时带动内柱4上升，使内柱4到达袜子表面，继续上升，内柱4  进入到可旋

转套柱1内，使袜子套在内柱3表面，单片机控制步进电  机2旋转，丝杆13转动，固定架17向

上运动，使可旋转套柱1离开  清洗槽9，此时超声波发生器7发出高频声波震动水流，水分子

瞬间  炸裂，溶解、分离污垢，完成袜子内部清洗，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2  旋转，丝杆13转动，

固定架17向下运动，带动可旋转套柱1下降，  使可旋转套柱1上触头16触碰旋转辅助内柱3

弹簧上板14，内柱4  上表面磁铁吸附到套柱上表面袜子固定装置10上，单片机再控制第  二

电机18反向转动，短丝杆19转动，旋转辅助内柱3下降，滑爪5、  6运动到内柱4底部尖端位置

(临界点)，在弹簧11的作用下向上弹  回，过了临界点后第一滑爪5、第二滑爪6继续向右侧

转动，完成90°  旋转，并带动袜子固定装置10同时旋转90°，袜子固定装置10钩  住袜子，使

其挂在可旋转套柱1顶部外沿，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2旋  转，丝杆13转动，固定架17向上运

动，带动可旋转套柱1上升，同 时袜子上升，到达外壳12。单片机控制电机15转动，可旋转套

柱1  旋转，完成袜子甩干过程，单片机控制外壳12完成烘干消毒过程。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

机2旋转，丝杆13转动，丝杆螺母固定架17向上  运动，带动可旋转套住1上升，到达外壳顶

部，完成工作进程。

[0018]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技术手段所公开的  技术手段，还包

括由以上技术特征等同替换所组成的技术方案。本发 明的未尽事宜，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

的公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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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8

CN 111411472 A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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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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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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