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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

包括柜体、玻璃镜门、控制电路板、与控制电路板

连接的蒸汽消毒机构、烘干机构和自动熨衣机

构，自动熨衣机构包括丝杆、滑杆、在丝杆转动时

沿着滑杆上下移动的滑块座、设于滑块座上并对

挂在柜体内的衣物进行熨烫的加热板、设于滑块

座上并把衣物朝加热板方向吹贴的风管、风机、

同步电机。本发明的浴室消毒柜，蒸汽消毒机构

产生的蒸汽可对柜体内的衣物毛巾进行熏蒸，起

到清洁衣物毛巾、高温消毒杀菌的作用；同时烘

干机构可朝柜体内吹出热风，从而对衣物毛巾进

行烘干操作；而蒸汽消毒机构、烘干机构和自动

熨衣机构协调工作时，实现了自动熨烫衣服的效

果，功能多样，结构设计简单而合理，实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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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包括柜体、铰接在柜体上的玻璃镜门，其特征在于，

浴室消毒柜还包括控制电路板、与控制电路板连接的蒸汽消毒机构、烘干机构和自动熨衣

机构，蒸汽消毒机构工作时产生的蒸汽可对柜体内的衣物进行消毒；烘干机构工作时吹出

热风从而对柜体内的衣物进行烘干；自动熨衣机构包括丝杆、滑杆、套设于丝杆和滑杆上并

在丝杆转动时沿着滑杆上下移动的滑块座、设于滑块座上并对挂在柜体内的衣物进行熨烫

的加热板、设于滑块座上并把衣物朝加热板方向吹贴的风管、与风管连通的风机、带动丝杆

转动的同步电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浴室消毒柜，其特征在于，蒸汽消毒机构包括通过水管依次连

接的进水阀、水泵、可把水加热转化为蒸汽的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上连接有蒸汽管，蒸

汽管上分布有若干朝衣物喷出蒸汽的蒸汽喷头；烘干机构包括双风道管、设于双风道管中

间处的鼓风机、设于双风道管内并位于鼓风机两侧的PTC加热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浴室消毒柜，其特征在于，柜体在与鼓风机的位置对应处设有

进风口，浴室消毒柜还包括呈抽屉式设于进风口上的过滤盒、设于过滤盒内的过滤棉和香

薰片。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浴室消毒柜，其特征在于，柜体内顶面设有衣物挂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浴室消毒柜，其特征在于，柜体内侧壁对应设有毛巾杆座，柜

体内还设有毛巾杆收纳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浴室消毒柜，其特征在于，玻璃镜门上设有与控制电路板

连接的控制显示面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浴室消毒柜，其特征在于，玻璃镜门通过磁铁吸附关合在柜体

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浴室消毒柜，其特征在于，柜体内通过一L型隔板分有驱动腔、

衣物腔、电元件腔，衣物腔内设有排气口，蒸汽消毒机构和烘干机构均位于电元件腔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浴室消毒柜，其特征在于，L型隔板在与蒸汽喷头的位置对应

处设有若干蒸汽孔。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浴室消毒柜，其特征在于，L型隔板在与双风道管的位置对应

处设有第一出风口、第二出风口，第一出风口和第二出风口上均设有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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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浴室柜，特别涉及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对居住环境的舒适性

要求越来越高，浴室是供居住者洗浴、盥洗等日常卫生活动的空间，是人们生活中所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通常人们都会在浴室内设置浴室柜，传统的浴室柜一般仅具有存放的功能，没

有干衣和消毒功能，然而长期放置在浴室内的毛巾等因潮湿环境而容易滋生细菌，细菌聚

集后对人们健康非常不利；而且仅利用水蒸汽高温熏蒸的过程对挂着的衣物进行熨烫，其

熨烫效果欠佳，衣物皱褶难以抚平，如果需要较好的熨烫效果，还要额外使用挂烫机并人工

操作，使用麻烦，给用户生活带来不便，因此，现有的结构构造简单、功能单一的浴室柜已难

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0003] 因此，如何实现一种结构设计合理、实用性强、可自动熨烫衣物、功能多样的浴室

消毒柜是业内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旨在实现一种结构设计

合理、实用性强、可自动熨烫衣物、功能多样的浴室消毒柜。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包括柜体、铰接在柜体上的玻璃镜门，

浴室消毒柜还包括控制电路板、与控制电路板连接的蒸汽消毒机构、烘干机构和自动熨衣

机构，蒸汽消毒机构工作时产生的蒸汽可对柜体内的衣物进行消毒；烘干机构工作时吹出

热风从而对柜体内的衣物进行烘干；自动熨衣机构包括丝杆、滑杆、套设于丝杆和滑杆上并

在丝杆转动时沿着滑杆上下移动的滑块座、设于滑块座上并对挂在柜体内的衣物进行熨烫

的加热板、设于滑块座上并把衣物朝加热板方向吹贴的风管、与风管连通的风机、带动丝杆

转动的同步电机。

[0006] 优选地，蒸汽消毒机构包括通过水管依次连接的进水阀、水泵、可把水加热转化为

蒸汽的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上连接有蒸汽管，蒸汽管上分布有若干朝衣物喷出蒸汽的

蒸汽喷头；烘干机构包括双风道管、设于双风道管中间处的鼓风机、设于双风道管内并位于

鼓风机两侧的PTC加热器。

[0007] 优选地，柜体在与鼓风机的位置对应处设有进风口，浴室消毒柜还包括呈抽屉式

设于进风口上的过滤盒、设于过滤盒内的过滤棉和香薰片。

[0008] 优选地，柜体内顶面设有衣物挂座。

[0009] 优选地，柜体内侧壁对应设有毛巾杆座，柜体内还设有毛巾杆收纳座。

[0010] 优选地，玻璃镜门上设有与控制电路板连接的控制显示面板。

[0011] 优选地，玻璃镜门通过磁铁吸附关合在柜体上。

[0012] 优选地，柜体内通过一L型隔板分有驱动腔、衣物腔、电元件腔，衣物腔内设有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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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蒸汽消毒机构和烘干机构均位于电元件腔内。

[0013] 优选地，L型隔板在与蒸汽喷头的位置对应处设有若干蒸汽孔。

[0014] 优选地，L型隔板在与双风道管的位置对应处设有第一出风口、第二出风口，第一

出风口和第二出风口上均设有格栅。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浴室消毒柜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柜体内设有蒸汽消毒

机构、烘干机构和自动熨衣机构，蒸汽消毒机构可将水加热转化为蒸汽，高温蒸汽对柜体内

的衣物毛巾进行熏蒸，起到清洁衣物毛巾、高温消毒杀菌的作用，防止细菌滋生，确保衣物

毛巾干净卫生；同时烘干机构可朝柜体内吹出热风，从而对衣物毛巾进行烘干操作，有效防

止衣物毛巾霉变损坏；而且，蒸汽消毒机构和自动熨衣机构同时工作时，同步电机驱动丝杆

转动并带动加热板和风管上下移动，风管把衣物朝加热板上吹贴，在加热板移动的过程中

对贴附在加热板上的衣物进行熨烫，实现自动熨烫的效果，去皱抚平效果显著，无需人工操

作，也无需额外购置挂烫机，操作简单，节约费用和人力，结构设计合理，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的一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之

一，其中玻璃镜门为关闭状态；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的一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之

二，其中玻璃镜门为打开状态；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的一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之

三，其中玻璃镜门未示出；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的一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之

四，其中玻璃镜门和柜体均未示出。

[0020]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2] 参照图1至图4，提出本发明的一种可自动熨衣的浴室消毒柜的一实施例，包括柜

体100、铰接在柜体100上的玻璃镜门200，玻璃镜门200可作镜子使用，使用方便。玻璃镜门

200通过磁铁300吸附关合在柜体100上。使用时，玻璃镜门200打开、关闭方便快捷。

[0023] 本实施例中，柜体100内顶面设有衣物挂座101，衣物可通过衣架902挂在衣物挂座

101上。

[0024] 本实施例中，柜体100内侧壁对应设有毛巾杆座102，柜体100内还设有毛巾杆收纳

座103。配置的用于挂毛巾的毛巾杆901，可卡入毛巾杆座102上，从而可把毛巾晾挂在毛巾

杆901上。如果毛巾杆901不使用时，从毛巾杆座102上取下毛巾杆901，然后把毛巾杆901竖

直插放在毛巾杆收纳座103上，毛巾杆901收纳方便，且不占空间。

[0025] 浴室消毒柜还包括控制电路板400、与控制电路板400连接的蒸汽消毒机构、烘干

机构和自动熨衣机构，玻璃镜门200上设有与控制电路板400连接的控制显示面板201。控制

显示面板201上显示有时间、日期，且控制显示面板201上设有若干按键，按键包括烘干杀菌

按键、蒸汽消毒按键、自动熨衣按键、增强按键、减弱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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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柜体100内通过一L型隔板104分有驱动腔、衣物腔、电元件腔，衣物腔内设有排气

口107，排气口107方便干衣时水蒸汽朝柜体100外排出。蒸汽消毒机构和烘干机构均位于电

元件腔内。衣物、毛巾等悬挂或叠放在衣物腔内，格局分布合理。

[0027] 本发明的蒸汽消毒机构工作时产生的蒸汽可对柜体100内的衣物进行消毒。蒸汽

消毒机构包括通过水管501依次连接的进水阀502、水泵503、可把水加热转化为蒸汽的蒸汽

发生器504，蒸汽发生器504上连接有蒸汽管505，蒸汽管505上分布有若干朝衣物喷出蒸汽

的蒸汽喷头506。浴室消毒柜工作时，进水阀502与自来水管501连接，浴室消毒柜接入电源，

启动工作后，进水阀502打开，水泵503把水抽到蒸汽发生器504内，蒸汽发生器504把水加热

转化为蒸汽，蒸汽经蒸汽管505、蒸汽喷头506朝柜体100内的衣物喷出，高温蒸汽对柜体100

内的衣物毛巾进行熏蒸，起到清洁衣物毛巾、高温消毒杀菌的作用，防止细菌滋生，确保衣

物毛巾干净卫生。

[0028] 本实施例中，L型隔板104在与蒸汽喷头506的位置对应处设有若干蒸汽孔105，蒸

汽发生器504产生的蒸汽经过蒸汽喷头506、蒸汽孔105朝衣物腔内喷出。

[0029] 烘干机构工作时吹出热风从而对柜体100内的衣物进行烘干。烘干机构包括双风

道管601、设于双风道管601中间处的鼓风机708、设于双风道管601内并位于鼓风机708两侧

的PTC加热器602。本发明的柜体100在与鼓风机708的位置对应处设有进风口，浴室消毒柜

还包括呈抽屉式设于进风口上的过滤盒801、设于过滤盒801内的过滤棉和香薰片803。工作

时，鼓风机708由进风口把外部空气经过滤棉过滤抽入到双风道管601，自然风在鼓风机708

的带动下，经过双风道管601并朝柜体100内吹出，同时自然风在经过PTC加热器602时被加

热为热风，热风可对柜体100内的衣物毛巾进行烘干，而湿气通过排气口107朝柜体100外排

出，有效防止衣物毛巾霉变损坏，确保衣物毛巾干净卫生。本发明在过滤盒801内添加过滤

棉，过滤棉对抽入的自然风进行净化，防止细菌尘埃进入到柜体100内。同时在过滤棉上可

根据个人喜好添加不同香味的香薰片803，使得衣物清新而带香味，结构简单，设计合理，实

用性强。

[0030] 本实施例中，烘干机构采用双风道管601结构，L型隔板104在与双风道管601的位

置对应处设有第一出风口、第二出风口，设有两个出风口，出风量大且均匀，烘干效率高。另

外，第一出风口和第二出风口上均设有格栅106，格栅106有效防止小物件掉入双风道管601

内，结构设计简单而实用。

[0031] 自动熨衣机构包括丝杆701、滑杆703、套设于丝杆701和滑杆703上并在丝杆701转

动时沿着滑杆703上下移动的滑块座705、设于滑块座705上并对挂在柜体100内的衣物进行

熨烫的加热板706、设于滑块座705上并把衣物朝加热板706方向吹贴的风管707、与风管707

连通的风机708、带动丝杆701转动的同步电机709。本发明的丝杆701和滑杆703通过丝杆固

定座702和滑杆固定座704纵向设于驱动腔内，滑块座705一端与丝杆701螺纹连接，另一端

套设于滑杆703上并沿着滑杆703上下移动，同步电机709的输出端与丝杆701连接，同步电

机709驱动丝杆701旋转，丝杆701旋转从而带动滑块座705相对于丝杆701上下移动。加热板

706和风管707平行设置并位于衣物腔内，而需要熨烫的衣服则通过衣架902挂在衣物挂座

101上，此时衣服垂挂在加热板706和风管707之间。加热管和风管707分别穿过L型隔板104

连接在滑块座705上并随着滑块座705上下移动而移动。风管707的端部连通有风机708。

[0032] 用户需要熨烫衣服时，打开玻璃镜门200，把需要熨烫的衣物挂在衣物挂座10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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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上玻璃镜门200，按压自动熨衣按键，进入自动熨衣模式，蒸汽消毒机构自动默认工作，进

水阀502打开，水泵503把水抽到蒸汽发生器504内，蒸汽发生器504把水加热转化为蒸汽，蒸

汽经蒸汽管505、蒸汽喷头506朝柜体100内喷出，待蒸汽充满衣物腔时，同步电机709工作并

驱动丝杆701转动，滑块座705在丝杆701的带动下沿着滑杆703上移，将加热板706和风管

707上升至一定位置处，加热板706加热变为高温熨烫板，风机708工作，风管707吹出的风把

衣服吹贴压在高温熨烫板上，衣服在风压的作用下紧贴加热板706，方便熨烫且熨烫效果更

显著，加热板706和风管707由上而下循环自动熨烫衣服，熨衣完成后会自动进入热风烘干

操作，对衣物进行短时烘干，最终完成自动熨衣操作。在蒸汽、加热板706熨烫、自然风吹贴

的同步作用下实现自动熨衣的功能，去皱抚平效果显著，操作简单，节约费用，省时省力。

[0033] 目前现有的结构仅利用水蒸汽高温熏蒸的过程对挂着的衣物进行熨烫，采用这样

的结构其熨烫效果欠佳，衣物皱褶难以抚平，如果需要较好的熨烫效果，则要额外使用挂烫

机并人工操作，使用麻烦，给用户生活带来不便。为解决现有技术问题，提出本发明的具有

自动熨衣功能的浴室消毒柜。浴室消毒柜包括蒸汽消毒机构、烘干机构、和具有自动熨衣功

能的自动熨衣机构，一柜多用，功能多样，实用性强，可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蒸汽消毒机构

可将水加热转化为蒸汽，高温蒸汽对柜体100内的衣物毛巾进行熏蒸，起到清洁衣物毛巾、

高温消毒杀菌的作用，防止细菌滋生，确保衣物毛巾干净卫生。烘干机构可朝柜体100内吹

出热风，从而对衣物毛巾进行烘干操作，有效防止衣物毛巾霉变损坏。当需要熨烫衣服时，

蒸汽消毒机构、烘干机构和自动熨衣机构协调工作，首先蒸汽消毒机构工作使衣物腔充满

蒸汽，然后同步电机709驱动加热板706和风管707上升至一定位置处，加热板706加热变为

高温熨烫板，风机708工作，风管707吹出的风把衣服吹贴压在高温熨烫板上，加热板706和

风管707由上而下循环自动熨烫衣服，熨衣完成后会自动进入热风烘干操作，烘干机构工作

并对衣物进行短时烘干，最终完成自动熨衣操作，熨烫、烘干一步到位，操作简单，无需人工

操作，也无需额外购置挂烫机，节约费用，省时省力，且去皱抚平效果显著，经济实用。

[0034] 因此，本发明真正实现了一种结构设计合理、实用性强、可自动熨烫衣物、功能多

样的浴室消毒柜，值得广泛推广和应用。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

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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