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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

所。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包括：壳体；滚筒，所

述滚筒安装在所述壳体内；猫砂盒，所述猫砂盒

安装在所述壳体内，且所述猫砂盒位于所述滚筒

的一侧并与所述滚筒相连接；排泄盒，所述排泄

盒安装在所述壳体内，且所述排泄盒位于所述滚

筒的下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

厕所具有能够减少饲养者添加猫砂的麻烦、能够

减少猫砂的浪费、能够大幅减轻了饲养者的负

担，为他们节省了大量的琐碎时间去享受生活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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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包括：

壳体；

滚筒，所述滚筒安装在所述壳体内；

猫砂盒，所述猫砂盒安装在所述壳体内，且所述猫砂盒位于所述滚筒的一侧并与所述

滚筒相连接；

排泄盒，所述排泄盒安装在所述壳体内，且所述排泄盒位于所述滚筒的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设有猫厕所

入口门、排泄盒开口板和led控制面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为半圆形双层

中空结构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上设有电磁

铁、隐藏式储砂盒、渗水孔、内壁进水口、固体清洁剂放置盒、红外线感应器、鼓风机、超声波

清洁器、水位线出水口和出水口，所述电磁铁和所述隐藏式储砂盒设置在所述滚筒的内层

壁上，所述内壁进水口、所述固体清洁剂放置盒、所述红外线感应器、所述鼓风机、所述超声

波清洁器、所述水位线出水口和所述出水口均设置在所述滚筒的外层内壁上，所述电磁铁

与所述猫厕所入口门相适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的下方设有滚

筒支架，所述滚筒支架与所述壳体固定连接，滚筒支架上转动安装有多个滚轮，多个所述滚

轮均与所述滚筒相接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远离所述猫厕

所入口门的一侧设有低速马达，所述低速马达的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小齿轮，所述滚筒远

离所述猫厕所入口门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大齿轮，所述大齿轮与所述小齿轮相啮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猫砂盒的底部固定

安装有支撑挡板，所述支撑挡板与所述壳体固定连接，所述猫砂盒设有与所述支撑挡板固

定连接的大齿轮外壳，所述低速马达与所述大齿轮外壳固定连接，所述大齿轮位于所述大

齿轮外壳内，所述大齿轮外壳上设有猫砂盒进口、电线出口和进水管连接口，所述猫砂盒上

设有猫砂出口管，所述猫砂出口管贯穿所述猫砂盒进口并延伸至所述滚筒内，所述支撑挡

板的一侧固定安装有PCB主板。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泄盒位于所述滚

筒支架的下方，所述排泄盒的顶部设有排泄盒开口板，所述排泄盒的一侧设有与所述排泄

盒开口板相适配的重物块，所述排泄盒上设有马达和刀头，所述刀头固定套设在所述马达

的输出轴上，所述排泄盒的一侧开设有排泄口。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顶部固定安

装有支撑块，所述支撑块的顶部螺纹安装有连接块，所述连接块的顶部转动安装有挂钩。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块上开设有

转动腔，所述转动腔的顶部内壁上开设有转动孔，所述挂钩的底端贯穿所述转动孔并延伸

至所述转动腔内，所述挂钩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转盘，所述转盘转动安装在所述转动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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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宠物厕所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饲养宠物的普及，猫成为大部分人们所青睐的对象。在饲养猫的过程中，清理

排泄的问题就一直为饲养者所扰，经过一定的训练猫可以定点排泄，可是排泄物的清理却

十分棘手，并且排泄物若不及时处理，不会影响猫继续排便，还会产生臭味，影响人们的正

常生活并会带来健康卫生问题。

[0003] 目前市场上为解决猫排泄问题的的方式有猫砂盆和猫厕所。手动清理猫砂扬起灰

尘会引起饲养者的不适，影响他们的健康卫生，而通过机器漏勺将排泄物与猫砂分离的工

艺解放了饲养者的双手，可是排泄物会在筛网上有残留，从而产生臭味，并且需要人工清

理，猫砂添加也定时添加，这无疑也是饲养者的一大痛点。排泄盒的清理也是一大问题，经

常出差的人每次回家后，排泄盒得不到及时清理，产生的臭味会引起饲养者的不适。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减少饲养者添加猫砂的麻烦、能够减

少猫砂的浪费、能够大幅减轻了饲养者的负担，为他们节省了大量的琐碎时间去享受生活

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包括：壳体；滚

筒，所述滚筒安装在所述壳体内；猫砂盒，所述猫砂盒安装在所述壳体内，且所述猫砂盒位

于所述滚筒的一侧并与所述滚筒相连接；排泄盒，所述排泄盒安装在所述壳体内，且所述排

泄盒位于所述滚筒的下方。

[0007] 优选的，所述壳体上设有猫厕所入口门、排泄盒开口板板和led控制面板。

[0008] 优选的，所述滚筒为半圆形双层中空结构设置。

[0009] 优选的，所述滚筒上设有电磁铁、隐藏式储砂盒、渗水孔、内壁进水口、固体清洁剂

放置盒、红外线感应器、鼓风机、超声波清洁器、水位线出水口和出水口，所述电磁铁和所述

隐藏式储砂盒设置在所述滚筒的内层壁上，所述内壁进水口、所述固体清洁剂放置盒、所述

红外线感应器、所述鼓风机、所述超声波清洁器、所述水位线出水口和所述出水口均设置在

所述滚筒的外层内壁上，所述电磁铁与所述猫厕所入口门相适配。

[0010] 优选的，所述滚筒的下方设有滚筒支架，所述滚筒支架与所述壳体固定连接，滚筒

支架上转动安装有多个滚轮，多个所述滚轮均与所述滚筒相接触。

[0011] 优选的，所述滚筒远离所述猫厕所入口门的一侧设有低速马达，所述低速马达的

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小齿轮，所述滚筒远离所述猫厕所入口门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大齿轮，

所述大齿轮与所述小齿轮相啮合。

[0012] 优选的，所述猫砂盒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支撑挡板，所述支撑挡板与所述壳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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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述猫砂盒设有与所述支撑挡板固定连接的大齿轮外壳，所述低速马达与所述大齿

轮外壳固定连接，所述大齿轮位于所述大齿轮外壳内，所述大齿轮外壳上设有猫砂盒进口、

电线出口和进水管连接口，所述猫砂盒上设有猫砂出口管，所述猫砂出口管贯穿所述猫砂

盒进口并延伸至所述滚筒内，所述支撑挡板的一侧固定安装有PCB主板。

[0013] 优选的，所述排泄盒位于所述滚筒支架的下方，所述排泄盒的顶部设有排泄盒开

口板，所述排泄盒的一侧设有与所述排泄盒开口板相适配的重物块，所述排泄盒上设有马

达和刀头，所述刀头固定套设在所述马达的输出轴上，所述排泄盒的一侧开设有排泄口。

[0014] 优选的，所述壳体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支撑块，所述支撑块的顶部螺纹安装有连接

块，所述连接块的顶部转动安装有挂钩。

[0015] 优选的，所述连接块上开设有转动腔，所述转动腔的顶部内壁上开设有转动孔，所

述挂钩的底端贯穿所述转动孔并延伸至所述转动腔内，所述挂钩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转盘，

所述转盘转动安装在所述转动腔内。

[0016]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滚筒放置在滚筒支架上，滚筒支架

上装有滚轮与滚筒相接触，使其转动更加方便、流畅；滚筒的转动由低速马达带动小齿轮，

再由小齿轮带动与滚筒连接的大齿轮完成运转控制。大齿轮上套设有大齿轮外壳，防止大

齿轮在转动过程中偏移。大齿轮外壳上有三个开口，上方的是猫砂盒进口，左下方的是内部

设备电线出口，右下方的是进水管连接口；猫砂结块会从排泄盒开口板挡住的开口进入，排

泄盒开口板与重物块配合构成一个类似于跷跷板式原理的结构，重物块会在另一端被压下

去的同时抬起，在结块脱离后由于重力势能下沉，使排泄盒开口板重新自动合上，可防止异

味溢出；当猫砂结块和水进入后，马达启动，带动刀头旋转，粉碎排泄物，并产生吸力将污水

与排泄物通过排泄口排出排泄盒。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第一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所示的内部结构的第一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2所示的滚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图1所示的内部结构的第二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图2所示的排泄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第二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4] 图7为图6所示的A部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标号：1、壳体，1-1、猫厕所入口门，1-2、排泄盒开口板板，1-3、led控制面板，

2、滚筒，2-1、电磁铁，2-2、隐藏式储砂盒，2-3、渗水孔，2-4、内壁进水口，2-5、固体清洁剂放

置盒，2-6、红外线感应器，2-7、鼓风机，2-8、超声波清洁器，2-9、低速马达，2-10、小齿轮，2-

11、大齿轮，2-12、滚筒支架，2-13、水位线出水口，2-14、出水口，2-15、滚轮，3、猫砂盒，3-1、

支撑挡板，3-2、大齿轮外壳，3-3、猫砂出口管，3-4、猫砂盒进口，3-5、电线出口，3-6、进水管

连接口，3-7、PCB主板，4、排泄盒，4-1、排泄盒开口板，4-2、马达，4-3、刀头，4-4、重物块，4-

5、排泄口，5、支撑块，6、连接块，7、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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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7] 第一实施例：

[0028] 请结合参阅图1-图5，在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实施例中，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包

括：壳体1；滚筒2，所述滚筒2安装在所述壳体1内；猫砂盒3，所述猫砂盒3安装在所述壳体1

内，且所述猫砂盒3位于所述滚筒2的一侧并与所述滚筒2相连接；排泄盒4，所述排泄盒4安

装在所述壳体1内，且所述排泄盒4位于所述滚筒2的下方。

[0029] 所述壳体1上设有猫厕所入口门1-1、排泄盒开口板板1-2和led控制面板1-3。

[0030] 所述滚筒2为半圆形双层中空结构设置。

[0031] 所述滚筒2上设有电磁铁2-1、隐藏式储砂盒2-2、渗水孔2-3、内壁进水口2-4、固体

清洁剂放置盒2-5、红外线感应器2-6、鼓风机2-7、超声波清洁器2-8、水位线出水口2-13和

出水口2-14，所述电磁铁2-1和所述隐藏式储砂盒2-2设置在所述滚筒2的内层壁上，所述内

壁进水口2-4、所述固体清洁剂放置盒2-5、所述红外线感应器2-6、所述鼓风机2-7、所述超

声波清洁器2-8、所述水位线出水口2-13和所述出水口2-14均设置在所述滚筒2的外层内壁

上，所述电磁铁2-1与所述猫厕所入口门1-1相适配。

[0032] 所述滚筒2的下方设有滚筒支架2-12，所述滚筒支架2-12与所述壳体1固定连接，

滚筒支架2-12上转动安装有多个滚轮2-15，多个所述滚轮2-15均与所述滚筒2相接触。

[0033] 所述滚筒2远离所述猫厕所入口门1-1的一侧设有低速马达2-9，所述低速马达2-9

的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小齿轮2-10，所述滚筒2远离所述猫厕所入口门1-1的一侧固定安装

有大齿轮2-11，所述大齿轮2-11与所述小齿轮2-10相啮合。

[0034] 所述猫砂盒3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支撑挡板3-1，所述支撑挡板3-1与所述壳体1固定

连接，所述猫砂盒3设有与所述支撑挡板3-1固定连接的大齿轮外壳3-2，所述低速马达2-9

与所述大齿轮外壳3-2固定连接，所述大齿轮2-11位于所述大齿轮外壳3-2内，所述大齿轮

外壳3-2上设有猫砂盒进口3-4、电线出口3-5和进水管连接口3-6，所述猫砂盒3上设有猫砂

出口管3-3，所述猫砂出口管3-3贯穿所述猫砂盒进口3-4并延伸至所述滚筒2内，所述支撑

挡板3-1的一侧固定安装有PCB主板3-7。

[0035] 所述排泄盒4位于所述滚筒支架2-12的下方，所述排泄盒4的顶部设有排泄盒开口

板4-1，所述排泄盒4的一侧设有与所述排泄盒开口板4-1相适配的重物块4-4，所述排泄盒4

上设有马达4-1和刀头4-3，所述刀头4-3固定套设在所述马达4-1的输出轴上，所述排泄盒4

的一侧开设有排泄口4-5。

[003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7] 日常自动模式：尿液会随着滚筒上层底部的渗水孔2-3渗到内层，当滚筒逆时针转

动时，猫砂会进入侧边的隐藏储砂盒2-2，猫砂结块则会从滚筒2滑出，掉入排泄盒4，当滚筒

2再次转动恢复原位时，猫砂盒3自动加入少量猫砂，内壁进水口2-4出水，冲刷正对的固体

清洁剂放置盒2-5内的清洁剂，从内壁往下冲刷尿液，出水口2-14打开，污水顺着管道流入

排泄盒4，侧边的鼓风机2-7将底部烘干，防止猫砂受潮。

[0038] 定时清洗模式：此模式一般在深夜进行，目的就是清洗猫砂，同上当滚筒2逆时针

转动时，猫砂会进入侧边的隐藏储砂盒2-2，猫砂结块则会从滚筒2滑出，掉入排泄盒4，当滚

筒再次转动恢复原位时，猫砂盒3自动加入少量猫砂，内壁进水口2-4出水，冲刷正对的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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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剂放置盒2-5内的清洁剂，从内壁往下冲刷尿液，出水口2-14关闭，出水至水漫过猫砂，

如果出水量大，滚筒2设有水位线，当入水量超过水位线时，多出的水会从水位线出水口2-

13流出至排泄盒4。在出水完毕后，底部的超声波清洁器2-8启动，清洗猫砂5分钟，之后出水

口2-14出水口打开，将污水排入排泄盒4，重复一次如上流程后，鼓风机2-7启动，将猫砂烘

干。

[0039]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40]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滚筒2放置在滚筒支架2-12上，滚筒

支架2-12上装有滚轮2-15与滚筒2相接触，使其转动更加方便、流畅；滚筒2的转动由低速马

达2-9带动小齿轮2-10，再由小齿轮2-10带动与滚筒2连接的大齿轮2-11完成运转控制。大

齿轮2-11上套设有大齿轮外壳3-2，防止大齿轮2-11在转动过程中偏移。大齿轮外壳3-2上

有三个开口，上方的是猫砂盒进口3-4，左下方的是内部设备电线出口3-5，右下方的是进水

管连接口3-6；猫砂结块会从排泄盒开口板4-1挡住的开口进入，排泄盒开口板4-1与重物块

4-4配合构成一个类似于跷跷板式原理的结构，重物块4-4会在另一端被压下去的同时抬

起，在结块脱离后由于重力势能下沉，使排泄盒开口板4-1重新自动合上，可防止异味溢出；

当猫砂结块和水进入后，马达4-2启动，带动刀头4-3旋转，粉碎排泄物，并产生吸力将污水

与排泄物通过排泄口4-5排出排泄盒4。

[0041] 第二实施例：

[0042] 基于本申请的第一实施例提供的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本申请的第二实施例提

出另一种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第二实施例仅仅是第一实施例的优选的方式，第二实施

例的实施对第一实施例的单独实施不会造成影响。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44] 请结合参阅图6和图7，全自动智能水洗猫厕所还包括固定安装在所述壳体1的顶

部的支撑块5，所述支撑块5的顶部螺纹安装有连接块6，所述连接块6的顶部转动安装有挂

钩7。

[0045] 所述连接块6上开设有转动腔，所述转动腔的顶部内壁上开设有转动孔，所述挂钩

7的底端贯穿所述转动孔并延伸至所述转动腔内，所述挂钩7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转盘，所述

转盘转动安装在所述转动腔内。

[0046] 通过由支撑块5、连接块6和挂钩7构成的悬挂结构，能够在猫厕所不使用时，将猫

厕所悬挂至储物箱内，从而提高了猫厕所的收放功能，能够更方便的将猫厕所进行收纳。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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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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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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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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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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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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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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