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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包括机身，所述机身上

装有外罩，所述机身上设有把手，所述机身内装

有过滤盒，所述过滤盒上设有过滤盒上盖，所述

过滤盒上盖中设有插槽，所述插槽中插入静态置

物架；本实用新型通过设计出可视化的外罩及外

罩中装有的灯带，让干衣机更加醒目，更加适合

年轻人的需求，同时，年龄大的人也可以通过观

察灯带的变化来分辨机器的状态；本实用新型通

过设计出静态置物架，让烘干内容增加，解决了

现有技术中烘干内容单一的技术问题，也通过设

置无线或红外远程控制系统让干衣机可远程控

制，使其功能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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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包括机身，所述机身上装有外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机身上设有

把手，所述机身内装有过滤盒，所述过滤盒上设有过滤盒上盖，所述过滤盒上盖中设有插

槽，所述插槽中插入静态置物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静态置物架包括置物

端，所述置物端一侧设有挂钩，所述置物端另一侧设有固定脚，所述置物端可分为置区A和

置区B。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置区A为分布稀疏的网

格状，所述置区B为分布密集的网格状，所述固定脚安装在外罩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罩包括门体、灯带和

操作面板，所述外罩内装有内胆固定盘，所述固定脚插入内胆固定盘并与其贴合，所述外罩

为可视化。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罩为聚碳酸酯材质制

成，即可视化。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罩为聚苯乙烯材质制

成，即可视化。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罩为有机玻璃材质制

成，即可视化。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罩上围绕设有卡口，

所述卡口中扣装灯带。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罩一端设有操作面

板，所述操作面板内装有无线系统和红外遥控系统，所述机身上设有插口，所述插口中装有

遥控开关。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遥控开关遥控连接红

外遥控系统；所述红外遥控系统包括红外遥控接收模块，所述无线系统包括蓝牙设备，所述

操作面板电连接红外遥控接收模块，所述操作面板电连接蓝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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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视化干衣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烘干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视化干衣机。

背景技术

[0002] 干衣机是利用电加热来使洗好的衣物中的水分即时蒸发干燥的清洁类家用电器，

对于北方的冬季和南方的返潮天气衣物难干的情况特别需要，现有干衣机价格适中，简单

易用，故障率低，适合普通家庭或学生、流动群体使用，但是目前的干衣机不可以看到干衣

机内的运作情况，对于有些不适用于干衣机的衣物或干衣机内有异物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并

取出，传统的干衣机所干衣物单一或功能单一，对于干衣机的操作只能面对面操控，不能更

加智能便捷的操控，为了改善该情况，现提供一种可视化干衣机，通过装有静态置物架可以

烘干多种物品，配备蓝牙以及遥控板可远程对干衣机进行操作。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视化干衣机,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烘干功能单一，

不可视化，只能面对面操控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便于操作，使用烘干功能多元化，可视化

的干衣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可视化干衣机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包括机身，所述机身上装有外罩，所述机身上设有把手，所述

机身内装有过滤盒，所述过滤盒上设有过滤盒上盖，所述过滤盒上盖中设有插槽，所述插槽

中插入静态置物架。

[0006] 进一步，所述静态置物架包括置物端，所述置物端一侧设有挂钩，所述置物端另一

侧设有固定脚，所述置物端可分为置区A和置区B，所述置区A为分布稀疏的网格状，从而置

区A可放置如鞋子一类可烘干的大物件，所述置区B为分布密集的网格状，从而置区B可放置

如化妆刷一类的小物件，所述固定脚安装在外罩内。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外罩包括门体、灯带和操作面板，所述外罩内装有内胆固定盘，所

述固定脚插入内胆固定盘并与其贴合，所述外罩为可视化。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外罩为聚碳酸酯材质制成，聚碳酸酯几乎无色的玻璃态的无定形

聚合物，有很好的透光效果，即可视化。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外罩为聚苯乙烯材质制成，聚苯乙烯无色、无味、透光性好而有光

泽的透明固体，即可视化。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外罩为有机玻璃材质制成，有机玻有极好的透光性、表面光滑、比

重小、强度较大、耐腐蚀、耐湿、耐晒、无色、绝缘性能好、隔声性好，即可视化。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外罩上围绕设有卡口，所述卡口中扣装灯带，至此，灯带围绕外罩，

透明可视化的外罩配合灯带发出的光可以更加清晰的看见干衣机内部的运作情况。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外罩一端设有操作面板，所述操作面板内装有无线系统和红外遥

控系统，所述机身上设有插口，所述插口中装有遥控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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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红外遥控系统包括红外遥控接收模块。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无线系统包括蓝牙设备，所述操作面板电连接无线系统和红外遥

控系统。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遥控开关内设有红外遥控发射模块，所述红外遥控发射模块发出

信号由红外遥控接收模块接收信号，完成遥控控制操作，让干衣机可以远程控制使用。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无线系统的蓝牙设备与手机建立连接，从而让手机可以通过蓝牙

设备远程控制使用干衣机，同时，手机上需要有专门的APP系统，并可通过手机上观测干衣

机目前的状态。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干衣机通过无线系统和红外遥控系统解决了干衣机只能面对面操

控，不能更加智能便捷的操控的技术问题。

[0018]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计出可视化的外罩及外罩中装有的灯带，让干衣机更加醒目，

更加适合年轻人的需求，同时，年龄大的人也可以通过观察灯带的变化来分辨机器的状态；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计出静态置物架，让烘干内容增加，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烘干内容单一的

技术问题，也通过设置无线或红外远程控制系统让干衣机可远程控制，使其功能多元化。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状态参考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内部部件结构状态参考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状态参考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外罩内部结构状态参考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手机APP功能原理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远程控制系统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更好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结构及功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

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26] 如图1‑6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例，一种可视化干衣机，包括机身50，所述

机身50上装有外罩20，所述机身50上还设有把手30，所述机身50内装有过滤盒26，所述过滤

盒26上设有过滤盒上盖25，所述过滤盒上盖25中设有插槽24，所述插槽24中插入静态置物

架22。

[0027] 优选地，如图3所示，静态置物架22包括置物端29，所述置物端29一侧设有挂钩23，

所述置物端29另一侧设有固定脚28，所述置物端29可分为置区A和置区B。

[0028] 优选地，所述置区A为分布稀疏的网格状，具体为置区A可放置如鞋子一类可烘干

的大物件，所述置区B为分布密集的网格状，具体为置区B可放置如化妆刷一类可烘干的小

物件。

[0029] 优选地，所述固定脚28安装在外罩20内。

[0030] 优选地，所述静态置物架22还可有其他实施例，如其置物端29两侧稀疏中间密集，

或置物端29两侧密集中间稀疏的状态；另外还可以在固定脚及挂钩上装入硅胶或橡胶套

27，用于让静态置物架22在干衣机中防滑，防止一端落入干衣机内的滚筒中，同时还可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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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静音的效果，具体为在干衣机工作时，静态置物架22可能会与机器产生抖动，从而发生异

响并对机器照成损坏，通过设置硅胶或橡胶套27即可解决该问题，当然这也取决于干衣机

的种类及质量。

[0031] 优选地，所述静态置物架22的一种实施例，静态置物架22上可以装有类似抽屉的

结构，同时在抽屉上设有出气孔，从而当一些电器设备进水后可以使用干衣机进行烘干，以

为直接对电器进行烘干会导致电器损坏，而通过设置抽屉，减小烘干的效果，使烘干不会损

坏电器，从而达到烘干电器进水的问题。

[0032] 优选地，所述静态置物架22的一种实施例，静态置物架22上的网格状结构可以移

动，即设有滑动装置，可以当需求不同时，调节网格状结构，即可满足需求。

[0033] 详细地解释上述实施例中，网格状包括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所述纵向结构分为

上下两端，所述纵向结构中夹有横向结构，所述纵向结构和沿横向结构运动，所述纵向结构

上设有限位凸块，防止纵向结构与横向结构脱轨。

[0034] 优选地，所述通过上述多种静态置物架22的实施例，将现有技术中干衣机烘干内

容单一的问题有效的解决。

[0035] 优选地，所述外罩20包括门体10、灯带31和操作面板40，所述外罩20内装有内胆固

定盘21，所述固定脚28插入内胆固定盘21并与其贴合。

[0036] 优选地，所述外罩20为可视化，其采用聚碳酸酯材质或聚苯乙烯材质或有机玻璃

材质这类具有良好透光性及无色透明的材质制成。

[0037] 优选地，所述外罩20为可视化，有效的解决了干衣机不可以看到干衣机内的运作

情况，对于有些不适用于干衣机的衣物或干衣机内有异物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取出的问

题。

[0038] 优选地，所述将外罩20设计成可视化还有其他目的，首先外罩20为可视化即可完

全观测机器内部运动，再是通过可视化设计写有效功能，让干衣机更加符合年轻人的需求。

[0039] 优选地，所述外罩20上围绕设有卡口35，所述卡口35中扣装灯带31，所述灯带外还

设有保护防止水汽进入灯带的灯罩32，至此，灯带31围绕外罩20，透明可视化的外罩20配合

灯带31发出的光可以更加清晰的看见干衣机内部的运作情况。

[0040] 优选地，所述灯带31具有多种模式，具体概括为灯语，所述灯带31模式包括：当机

器刚启动时，灯带31会统一显示一种颜色，用以提示设备正常工作，当设备故障时，灯带31

会显示另一种颜色，用以提示设备问题。

[0041] 优选地，所述灯带31用于提示设备故障的显示也可以有多种，具体包括内部堵塞

灯带为一种颜色闪烁，内部某一设备损坏，灯带31为另一种颜色闪烁。

[0042] 优选地，所述当设备启动时候，灯带31会闪烁多种颜色，同时以跑马灯或其他编程

设定形式闪烁。

[0043] 优选地，所述当设备停止工作后，灯带31再次闪烁其他颜色，用以提示机器工作完

成。

[0044] 优选地，所述通过灯带31及可视化外罩20的设计，让机器工作更加醒目，让使用者

不会忙着其他事情而忘记了干衣机在工作，同时解决了干衣机功能单一的技术问题。

[0045] 优选地，所述外罩20一端设有操作面板40，所述操作面板40内装有无线系统33和

红外遥控系统34，所述机身50上设有插口42，所述插口42中装有遥控开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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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优选地，所述红外遥控系统34包括红外遥控接收模块和中央处理模块。

[0047] 优选地，所述无线系统33包括蓝牙设备，所述操作面板电连接无线系统33和红外

遥控系统34。

[0048] 优选地，所述遥控开关41内设有红外遥控发射模块，所述红外遥控发射模块发出

信号由红外遥控接收模块接收信号，完成遥控控制操作，让干衣机可以远程控制使用。

[0049] 优选地，所述无线系统33的蓝牙设备与手机建立连接，从而让手机可以通过蓝牙

设备远程控制使用干衣机，同时，手机上需要有专门的APP系统，并可通过手机上观测干衣

机目前的状态。

[0050] 优选地，所述干衣机通过无线系统33和红外遥控系统34解决了干衣机只能面对面

操控，不能更加智能便捷的操控的技术问题。

[0051] 优选地，所述无线系统33其通过蓝牙连接手机APP，通过手机APP发出指令，设备

开，选择使用功能一、二或其他，再选择模式，包括功能一多种模式，功能二多种模式，或其

他功能的相对应模式，模式确认后进行工作强度的调节，进行时间定时的调节，进行声音静

音或启动的调节，进行温度的设置，整个过程通过智能终端即手机APP系统进行控制，这些

操作均由蓝牙传送指令并被操作面板40接收及执行，同时，在使用后可设置保存当前状态

至下次直接使用即记忆功能。

[0052] 优选地，所述红外遥控系统，其通过控制器进行遥控，通过调整控制器上设有的控

制开关进行功能的切换，当功能切换后亦可通过控制开关进行功能状态调整修改，同时，每

次使用均会被红外遥控发射模块传递至中央处理模块，再由中央处理模块传递至红外遥控

接收模块，再由操作面板负责执行，上述中操作面板执行控制开关的功能切换及状态修改，

上述控制开关的状态修改可修改工作强度的调节，进行时间定时的调节，进行声音静音或

启动的调节，进行温度的设置。

[0053] 可以理解，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一些实施例进行描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悉的，在

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变或等效

替换。另外，在本实用新型的教导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修改以适应具体的情况

及材料而不会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此处所公开的具体实

施例的限制，所有落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的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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