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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消杀装置的技术领域，公开

了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包括箱体以及感应器，

箱体内设置有消毒喷雾装置以及控制器，控制器

分别与消毒喷雾装置以及感应器电性连接，消毒

喷雾装置包括延伸至箱体外的导管以及喷头，导

管的末端连通有储液罐，消毒喷雾装置可拆卸布

置在楼道的墙体上，储液罐内装有消毒液，喷头

用于喷洒消毒液，通过在楼道的墙体上设置消毒

喷雾装置以及感应器，这样，当感应器感应到无

人走动时，感应器将无人信号反馈给控制器，控

制器控制消毒喷雾装置对楼道进行喷洒，一方面

能实现对楼道的自动消杀，消杀效率高，节约消

杀成本，另一方面还能避免喷洒到行人的身上具

有很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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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以及感应器，所述箱体内设置有消毒喷

雾装置以及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所述消毒喷雾装置以及所述感应器电性连接，所述

消毒喷雾装置包括延伸至所述箱体外的导管以及喷头，所述导管的末端连通有储液罐，所

述消毒喷雾装置可拆卸布置在楼道的墙体上，所述储液罐内装有消毒液，所述喷头用于喷

洒所述消毒液。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器包括第一感应器

和第二感应器，所述第一感应器与所述第二感应器分别布置在所述消毒喷雾装置的两侧。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器上设置有显示

灯，所述显示灯与所述感应器电性连接，所述显示灯的灯头朝下倾斜布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与所述消毒喷雾装

置铰接，所述喷头可沿水平方向往复摆动。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上具有

多个喷液孔，所述喷头包括第一喷头和第二喷头，所述第一喷头置于所述第二喷头的上方，

所述第一喷头的喷液孔的内径大于所述第二喷头的喷液孔的内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喷头的倾斜角度小

于所述第二喷头的倾斜角度。

7.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罐的内

部设置有储水腔和储药腔，所述储水腔与所述储药腔之间独立布置，所述储水腔内导通有

输水管，所述储药腔内导通有输药管，所述导管的末端设置有混水阀，所述输水管与所述混

水阀导通，所述输药管与所述混水阀导通。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罐上设置有排水龙

头和排药龙头，所述排水龙头与所述储水腔导通，所述排药龙头与所述储药腔导通，所述排

水龙头与排药龙头的正下方设置有清洗池。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上设置有流量阀。

10.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内设置

有换气扇，所述换气扇的通风口延伸到所述箱体的外部，所述通风口的方向远离所述喷头

的倾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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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专利涉及消杀装置的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高层建筑大多没有或很少有可以开启的窗户，在楼道中更是如此。

[0003] 目前，由于楼道内空气闭塞不易流动，长时间下来，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这样，就

会影响到上下楼的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0004] 现有技术中，一般都是通过保洁人员来对楼道进行定期清理，因此缺少一种能够

对楼道进行自动消杀的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缺少一

种能够对楼道进行自动消杀的装置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包括箱体以及感应器，所述箱体

内设置有消毒喷雾装置以及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所述消毒喷雾装置以及所述感应器

电性连接，所述消毒喷雾装置包括延伸至所述箱体外的导管以及喷头，所述导管的末端连

通有储液罐，所述消毒喷雾装置可拆卸布置在楼道的墙体上，所述储液罐内装有消毒液，所

述喷头用于喷洒所述消毒液。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感应器包括第一感应器和第二感应器，所述第一感应器与所述第

二感应器分别布置在所述消毒喷雾装置的两侧。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感应器上设置有显示灯，所述显示灯与所述感应器电性连接，所述

显示灯的灯头朝下倾斜布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喷头与所述消毒喷雾装置铰接，所述喷头可沿水平方向往复摆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喷头上具有多个喷液孔，所述喷头包括第一喷头和第二喷头，所述

第一喷头置于所述第二喷头的上方，所述第一喷头的喷液孔的内径大于所述第二喷头的喷

液孔的内径。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喷头的倾斜角度小于所述第二喷头的倾斜角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储液罐的内部设置有储水腔和储药腔，所述储水腔与所述储药腔

之间独立布置，所述储水腔内导通有输水管，所述储药腔内导通有输药管，所述导管的末端

设置有混水阀，所述输水管与所述混水阀导通，所述输药管与所述混水阀导通。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储液罐上设置有排水龙头和排药龙头，所述排水龙头与所述储水

腔导通，所述排药龙头与所述储药腔导通，所述排水龙头与排药龙头的正下方设置有清洗

池。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导管上设置有流量阀。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内设置有换气扇，所述换气扇的通风口延伸到所述箱体的外

部，所述通风口的方向远离所述喷头的倾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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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通过在楼道的墙体上

设置消毒喷雾装置以及感应器，这样，当感应器感应到无人走动时，感应器将无人信号反馈

给控制器，控制器控制消毒喷雾装置对楼道进行喷洒，一方面能实现对楼道的自动消杀，消

杀效率高，节约消杀成本，另一方面还能避免喷洒到行人的身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的主视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在楼道中的布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2]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实现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3] 本实施例的附图中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的部件；在本实用新型的描

述中，需要理解的是，若有术语“上”、“下”、“左”、“右”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

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

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附图中描述位置关

系的用语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

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的具体含义。

[0024] 参照图1至4所示，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较佳实施例。

[0025] 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包括箱体40以及感应器，箱体40内设置有消毒喷雾装置70

以及控制器100，控制器100分别与消毒喷雾装置70以及感应器电性连接，消毒喷雾装置70

包括延伸至箱体40外的导管801以及喷头，导管801的末端连通有储液罐80，消毒喷雾装置

70可拆卸布置在楼道的墙体上，储液罐80内装有消毒液，喷头用于喷洒消毒液。

[0026] 上述提供的用于楼道的消杀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楼道

的消杀装置，通过在楼道的墙体上设置消毒喷雾装置70以及感应器，这样，当感应器感应到

无人走动时，感应器将无人信号反馈给控制器100，控制器100控制消毒喷雾装置70对楼道

进行喷洒，一方面能实现对楼道的自动消杀，消杀效率高，节约消杀成本，另一方面还能避

免喷洒到行人的身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0027] 控制器100用于控制消毒喷雾装置70的喷射以及停止。

[0028] 感应器为红外感应器或者声控感应器，声控感应器的型号为MCR100-6，制器为

nodic52832的主控芯片，但不限于上述主控芯片，只要能实现当有人经过时，消毒喷雾装置

70停止喷洒即可。

[0029] 当然，也可以通过控制器100对喷洒器设定为定时喷洒，比如在人少的夜间或者凌

晨期间喷洒，或者每隔一小时喷洒一次等等。

[0030] 箱体40的内侧壁上设置有紫外线消毒装置90，箱体40的外侧壁上设置有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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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蓄电池60与紫外线消毒装置9050电性连接，进一步增大对垃圾箱10的消毒效率及效果，

当然，也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方式实现对消杀装置的供电。

[0031] 感应器包括第一感应器20和第二感应器21，第一感应器20与第二感应器21分别布

置在消毒喷雾装置70的两侧，增大感应器的感应范围，也就是说，当有任何一个感应器感应

到有人走动时，均能出发控制器100向消毒喷雾装置70发出停止喷洒的指令。

[0032] 箱体40内还设置有抽水泵110，抽水泵110的进水口和导管801的前端连通，抽水泵

110的出水口延伸至喷头内。

[0033] 再者，为了能提前预知上下楼的行人，也可以将第一感应器20和第二感应器21分

别布置在消毒喷雾装置70的上一楼层或者一级下一楼层，这样，感应器就能提前感应到有

人走动，提前停止喷雾。

[0034] 感应器上设置有显示灯23，显示灯23与感应器电性连接，显示灯的灯头朝下倾斜

布置，显示灯23可以是信号灯，起到提醒行人喷雾消杀正在进行中，对行人提到警示的作

用，当然，显示灯23也可以是照明灯，照明灯为红外感应灯或者声控灯，当有用户经过时，照

明灯自动亮起，对经过的行人起到照明的作用。

[0035] 另外，喷头与消毒喷雾装置70铰接连接，喷头可沿水平方向往复摆动，进一步增大

喷头所喷洒的消毒液的辐射范围，对楼道进行更大范围、更全面的消毒。

[0036] 在喷头上还具有多个喷液孔，喷头包括第一喷头41和第二喷头42，第一喷头41置

于第二喷头42的上方，第一喷头41的喷液孔的内径大于第二喷头42的喷液孔的内径，这样，

位于上方的第一喷头41可以喷射更远的距离，第二喷头42喷射相对较近的距离，实现对楼

道的全覆盖，并且能避免重复喷洒。

[0037] 第一喷头41和第二喷头42都是朝下倾斜布置的，并且第一喷头41的倾斜角度小于

第二喷头42的倾斜角度，进一步保证第一喷头41喷洒的距离大于第二喷头42的距离，实现

错位分散喷洒。

[0038] 在储液罐80的内部设置有储水腔81和储药腔82，储水腔81与储药腔82之间独立布

置，储水腔81内导通有输水管86，储药腔82内导通有输药管87，导管801的末端设置有混水

阀88，输水管86与混水阀88导通，输药管87与混水阀88导通，通过混水阀88，储水腔81中的

水和储药腔82中的消毒药混合形成消毒液，并且，水与消毒药之间互不干扰，互不影响，通

过混水阀88还能调节水与消毒药之间的混合比例，并能将两者较好的混合，从而达到更佳

的消毒效果。

[0039] 进一步地，在储液罐80上还设置有排水龙头84和排药龙头83，排水龙头84与储水

腔81导通，排药龙头83与储药腔82导通，排水龙头84与排药龙头83的正下方设置有清洗池

85，这样的话，可以实现对下楼的用户的用水需求，并且，排水龙头84与排药龙头83的正下

方设置有清洗池85，当保洁人员需要拖地等操作时，打开排水龙头84与排药龙头83，将水排

至清洗池85内，即可对清洁工具进行洗漱及消毒。

[0040] 导管801上设置有流量阀89，流量阀89用于对导管801内的出液量进行控制，从而

控制消毒喷雾装置70的喷洒强度。

[0041] 再者，箱体40内设置有换气扇60，换气扇60的通风口延伸到箱体40的外部，换气扇

60可以对楼道内的空气进行疏通更换，并且，通风口的方向远离喷头的倾斜方向布置的，这

样在抽风或排风的过程中，不会干扰到消毒喷雾装置70的喷雾、或是被消毒喷雾装置7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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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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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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