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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控制组

件以及坐便器及其工作方法，其中智能马桶用喷

枪，包括清洗杆，所述清洗杆沿着杆体的同一侧

面依次开设有烘干出风口、便洗口、药洗口、妇洗

口和摄像头安装口；所述烘干出风口位于清洗杆

的杆体中部侧面，并与内设于清洗杆的烘干通道

相贯通；所述便洗口、药洗口、妇洗口和摄像头安

装口均位于清洗杆的杆体一端侧面，并依次相邻

排列；所述便洗口与内设于清洗杆的便洗通道相

贯通，所述药洗口与内设于清洗杆的药洗通道相

贯通，所述妇洗口与内设于清洗杆的妇洗通道相

贯通，所述摄像头安装口安装有摄像头，所述摄

像头与内设于清洗杆的摄像导线电连接。有益效

果：具有清洗、烘干、喷药、自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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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其特征在于：包括清洗杆，所述清洗杆沿着杆体的同一侧面依

次开设有烘干出风口、便洗口、药洗口、妇洗口和摄像头安装口；

所述烘干出风口位于清洗杆的杆体中部侧面，并与内设于清洗杆的烘干通道相贯通；

所述便洗口、药洗口、妇洗口和摄像头安装口均位于清洗杆的杆体一端侧面，并依次相邻排

列；

所述便洗口与内设于清洗杆的便洗通道相贯通，所述药洗口与内设于清洗杆的药洗通

道相贯通，所述妇洗口与内设于清洗杆的妇洗通道相贯通，所述摄像头安装口安装有摄像

头，所述摄像头与内设于清洗杆的摄像导线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出风口、便洗口、

药洗口、妇洗口和摄像头安装口沿同一轴线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洗通道、药洗通道、

妇洗通道均为软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洗口、药洗口、妇洗

口均安装有喷嘴。

5.一种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安装于坐便器的便池后方，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均设

置在底板上的主控板、药水箱、电源线、稳压器和电流分流器，均设置在底板上并均与主控

板相连的信号发生器、侧按键、烘干风机、脉冲电磁阀、药水泵、流量计、水流分配器、伸缩导

轨和即热加热器，以及如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智能马桶用喷枪；

所述智能马桶用喷枪安装在伸缩导轨上，并通过伸缩导轨驱动从底板靠近便池的侧端

延伸出来；所述烘干风机与烘干通道相连，用于为如厕者提供烘干用柔风；所述药水箱通过

药水泵与药洗通道相连，用于为如厕者提供喷药用储药；所述即热加热器通过水流分配器

分别与便洗通道和妇洗通道相连，用于为如厕者提供便洗和妇洗用温水；所述信号发生器

与摄像导线电连接，用于为如厕者提供臀部照片摄像用信号输出、并将臀部照片传输给数

据终端；

所述电源线设置在底板远离便池的侧边，用于与外设的电源相连后为稳压器供电；所

述稳压器通过电流分流器分别与主控板、烘干风机、药水泵和即热加热器相连，用于为主控

板、烘干风机、药水泵和即热加热器供电；

所述主控板通过脉冲电磁阀分别与烘干风机、药水泵和即热加热器相连，用于输出烘

干、喷药、便洗和妇洗的控制信号；所述侧按键设置在底板的侧边，通过导线与主控板相连，

用于开启主控板；所述流量计与水流分配器相连，用于监测水流；所述即热加热器的输入端

与外设的供水管相连，用于将冷水加热成温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底板上

的除臭管道，用于与外设的除臭抽风装置相连后将便池中臭气吸走；所述除臭管道设置在

智能马桶用喷枪的侧边，并开口朝向便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导轨的一端

安装在底板靠近便池的侧端中间位置、伸缩导轨的另一端安装在底板远离便池的板面中间

位置，所述信号发生器、侧按键、烘干风机、电流分流器和主控板分布于伸缩导轨所在轴线

的一侧，所述电源线、稳压器、流量计、水流分配器、即热加热器和除臭管道分布于伸缩导轨

所在轴线的另一侧，所述脉冲电磁阀、药水箱和药水泵分布于底板远离便池的板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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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发生器为无

线传输模块，所述无线传输模块包括WIFI传输模块、GSM传输模块、蓝牙传输模块、红外模块

或3G/4G传输模块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数据终端包括如厕者的手机、如厕者的电脑、如厕

者家庭医生的手机、如厕者家庭医生的电脑、如厕者体检医院的电脑中的一种或多种。

9.一种坐便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5-8任意一项所述的智能马桶用控制组

件，设有便池的马桶本体，以及按键操作用的遥控器；所述遥控器上设置有烘干按键、便洗

按键、药洗按键、妇洗按键和摄像按键。

10.一种坐便器的工作方法，用于权利要求9所述的坐便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坐便器上电；

2）通过操作遥控器上的按键对如厕者提供水洗洁身、吹风烘干、喷药或拍摄臀部照片；

具体为，通过按下遥控器上的便洗按键，便洗口提供温水对如厕者的肛门进行水洗洁

身；通过按下遥控器上的烘干按键，烘干出风口吹出柔风对如厕者的臀部进行吹风烘干；通

过按下遥控器上的药洗按键，药洗口提供药水对如厕者的肛门或阴部进行喷药；通过按下

遥控器上的妇洗按键，妇洗口提供温水对如厕者的阴部进行水洗洁身；通过按下遥控器上

的摄像按键，摄像头对如厕者的臀部进行摄像，并将臀部照片传输给数据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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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控制组件以及坐便器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马桶，特别是涉及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控制组件以及坐便器及

其工作方法，属于卫生洁具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马桶是一种为了方便人们排泄的一种工具，让人们在排泄过程中更加顺畅，更加

放松。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重视程度的提高，智能马桶作为典型代表以其健康、舒适、卫

生等特点在家庭使用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0003] 然而，现有的智能马桶和智能马桶盖仅对正常人群日常如厕时的局部进行清洗烘

干，没有对痔疮或妇科疾病患者设有专门的照顾，同样的，普通的应对痔疮或妇科疾病的理

疗装置，也难以实现简单快捷、实时有效的理疗操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控制

组件以及坐便器及其工作方法，不仅具有清洗、烘干的功能，而且具有喷药、自检的功能，特

别适用于妇科疾病患者、肛肠类疾病患者、痔疮、肛瘘等人群。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包括清洗杆，所述清洗杆沿着杆体的同一侧面依次

开设有烘干出风口、便洗口、药洗口、妇洗口和摄像头安装口；

所述烘干出风口位于清洗杆的杆体中部侧面，并与内设于清洗杆的烘干通道相贯通；

所述便洗口、药洗口、妇洗口和摄像头安装口均位于清洗杆的杆体一端侧面，并依次相邻排

列；

所述便洗口与内设于清洗杆的便洗通道相贯通，所述药洗口与内设于清洗杆的药洗通

道相贯通，所述妇洗口与内设于清洗杆的妇洗通道相贯通，所述摄像头安装口安装有摄像

头，所述摄像头与内设于清洗杆的摄像导线电连接。

[0006] 本发明的智能马桶用喷枪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烘干出风口、便洗口、药洗口、妇洗

口和摄像头安装口沿同一轴线分布。

[0007] 本发明的智能马桶用喷枪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便洗通道、药洗通道、妇洗通道均为

软管。

[0008] 本发明的智能马桶用喷枪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便洗口、药洗口、妇洗口均安装有喷

嘴。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安装于坐便器的便池后方，包括底板，均

设置在底板上的主控板、药水箱、电源线、稳压器和电流分流器，均设置在底板上并均与主

控板相连的信号发生器、侧按键、烘干风机、脉冲电磁阀、药水泵、流量计、水流分配器、伸缩

导轨和即热加热器，以及如前所述的智能马桶用喷枪；

所述智能马桶用喷枪安装在伸缩导轨上，并通过伸缩导轨驱动从底板靠近便池的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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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出来；所述烘干风机与烘干通道相连，用于为如厕者提供烘干用柔风；所述药水箱通过

药水泵与药洗通道相连，用于为如厕者提供喷药用储药；所述即热加热器通过水流分配器

分别与便洗通道和妇洗通道相连，用于为如厕者提供便洗和妇洗用温水；所述信号发生器

与摄像导线电连接，用于为如厕者提供臀部照片摄像用信号输出、并将臀部照片传输给数

据终端；

所述电源线设置在底板远离便池的侧边，用于与外设的电源相连后为稳压器供电；所

述稳压器通过电流分流器分别与主控板、烘干风机、药水泵和即热加热器相连，用于为主控

板、烘干风机、药水泵和即热加热器供电；

所述主控板通过脉冲电磁阀分别与烘干风机、药水泵和即热加热器相连，用于输出烘

干、喷药、便洗和妇洗的控制信号；所述侧按键设置在底板的侧边，通过导线与主控板相连，

用于开启主控板；所述流量计与水流分配器相连，用于监测水流；所述即热加热器的输入端

与外设的供水管相连，用于将冷水加热成温水。

[0010] 本发明的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设置在底板上的除臭管道，

用于与外设的除臭抽风装置相连后将便池中臭气吸走；所述除臭管道设置在智能马桶用喷

枪的侧边，并开口朝向便池。

[0011] 本发明的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伸缩导轨的一端安装在底板靠

近便池的侧端中间位置、伸缩导轨的另一端安装在底板远离便池的板面中间位置，所述信

号发生器、侧按键、烘干风机、电流分流器和主控板分布于伸缩导轨所在轴线的一侧，所述

电源线、稳压器、流量计、水流分配器、即热加热器和除臭管道分布于伸缩导轨所在轴线的

另一侧，所述脉冲电磁阀、药水箱和药水泵分布于底板远离便池的板面上。

[0012] 本发明的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信号发生器为无线传输模块，

所述无线传输模块包括WIFI传输模块、GSM传输模块、蓝牙传输模块、红外模块或3G/4G传输

模块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数据终端包括如厕者的手机、如厕者的电脑、如厕者家庭医生的

手机、如厕者家庭医生的电脑、如厕者体检医院的电脑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坐便器，包括前述的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设有便池的马桶本

体，以及按键操作用的遥控器；所述遥控器上设置有烘干按键、便洗按键、药洗按键、妇洗按

键和摄像按键。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坐便器的工作方法，用于前述的坐便器，包括以下步骤：

1）坐便器上电；

2）通过操作遥控器上的按键对如厕者提供水洗洁身、吹风烘干、喷药或拍摄臀部照片；

具体为，通过按下遥控器上的便洗按键，便洗口提供温水对如厕者的肛门进行水洗洁

身；通过按下遥控器上的烘干按键，烘干出风口吹出柔风对如厕者的臀部进行吹风烘干；通

过按下遥控器上的药洗按键，药洗口提供药水对如厕者的肛门或阴部进行喷药；通过按下

遥控器上的妇洗按键，妇洗口提供温水对如厕者的阴部进行水洗洁身；通过按下遥控器上

的摄像按键，摄像头对如厕者的臀部进行摄像，并将臀部照片传输给数据终端。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提供的智能马桶用喷枪，不仅开设了烘干出风口、便洗口和妇洗口，而且开设了

药洗口和摄像头安装口，其中摄像头安装口安装有摄像头，所以提供烘干、便洗、妇洗、药洗

和摄像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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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本发明提供的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安装于坐便器的便池后方，为如厕者提供烘

干、喷药、便洗和妇洗，以及拍摄臀部照片并将臀部照片传输给数据终端；所以具有清洗、烘

干、喷药、自检的功能，特别适用于妇科疾病患者、肛肠类疾病患者、痔疮、肛瘘等人群。

[0017] 本发明提供的坐便器及其工作方法，通过操作遥控器上的按键对如厕者提供水洗

洁身、吹风烘干、喷药或拍摄臀部照片，不仅结构紧凑、安装方便，而且功能全面，在对正常

人群日常如厕时提供局部清洗烘干的基础上，对痔疮或妇科疾病患者提供了简单快捷、实

时有效的理疗操作。

[0018] 上述内容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更清楚的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下

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的结构剖视图；

图3为本发明一种坐便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一种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1]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马桶用喷枪，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清洗杆1，所述清洗杆1沿

着杆体的同一侧面依次开设有烘干出风口11、便洗口12、药洗口13、妇洗口14和摄像头安装

口15；烘干出风口11、便洗口12、药洗口13、妇洗口14和摄像头安装口15沿同一轴线分布。

[0022] 所述烘干出风口11位于清洗杆1的杆体中部侧面，并与内设于清洗杆1的烘干通道

110相贯通；所述便洗口12、药洗口13、妇洗口14和摄像头安装口15均位于清洗杆1的杆体一

端侧面，并依次相邻排列；其中，所述便洗口12、药洗口13、妇洗口14均安装有喷嘴。

[0023] 如图2所示，所述便洗口12与内设于清洗杆1的便洗通道120相贯通，所述药洗口13

与内设于清洗杆1的药洗通道130相贯通，所述妇洗口14与内设于清洗杆1的妇洗通道140相

贯通，所述摄像头安装口15安装有摄像头16，所述摄像头16与内设于清洗杆1的摄像导线

160电连接；其中，所述便洗通道120、药洗通道130、妇洗通道140均为软管，摄像头16优选采

用带灯摄像头。

[0024] 本发明提供一种坐便器，如图3所示，包括一种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10，设有便池

101的马桶本体102，以及按键操作用的遥控器103；所述遥控器103上设置有烘干按键、便洗

按键、药洗按键、妇洗按键和摄像按键。其中，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10安装于坐便器的便池

101后方。

[0025]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如图4所示，包括底板2，均设置在底板2上

的主控板3、药水箱4、电源线5、稳压器6和电流分流器7，均设置在底板2上并均与主控板3相

连的信号发生器31、侧按键32、烘干风机33、脉冲电磁阀34、药水泵35、流量计36、水流分配

器37、伸缩导轨38和即热加热器39，以及如图1和图2所示的智能马桶用喷枪。

[0026] 所述智能马桶用喷枪安装在伸缩导轨38上，并通过伸缩导轨38驱动从底板2靠近

便池101的侧端延伸出来；所述烘干风机33与烘干通道110相连，用于为如厕者提供烘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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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风；所述药水箱4通过药水泵35与药洗通道130相连，用于为如厕者提供喷药用储药；所述

即热加热器39通过水流分配器37分别与便洗通道120和妇洗通道140相连，用于为如厕者提

供便洗和妇洗用温水；所述信号发生器31与摄像导线160电连接，用于为如厕者提供臀部照

片摄像用信号输出、并将臀部照片传输给数据终端。

[0027] 所述电源线5设置在底板2远离便池101的侧边，用于与外设的电源相连后为稳压

器6供电；所述稳压器6通过电流分流器7分别与主控板3、烘干风机33、药水泵35和即热加热

器39相连，用于为主控板3、烘干风机33、药水泵35和即热加热器39供电。

[0028] 所述主控板3通过脉冲电磁阀34分别与烘干风机33、药水泵35和即热加热器39相

连，用于输出烘干、喷药、便洗和妇洗的控制信号；所述侧按键32设置在底板2的侧边，通过

导线与主控板相连，用于开启主控板；所述流量计36与水流分配器37相连，用于监测水流；

所述即热加热器39的输入端与外设的供水管相连，用于将冷水加热成温水。

[0029] 如图4所示的智能马桶用控制组件，还包括设置在底板2上的除臭管道8，用于与外

设的除臭抽风装置相连后将便池101中臭气吸走；所述除臭管道8设置在智能马桶用喷枪的

侧边，并开口朝向便池101。

[0030] 所述伸缩导轨38的一端安装在底板2靠近便池101的侧端中间位置、伸缩导轨38的

另一端安装在底板2远离便池101的板面中间位置，所述信号发生器31、侧按键32、烘干风机

33、电流分流器7和主控板3分布于伸缩导轨38所在轴线的一侧，所述电源线5、稳压器6、流

量计36、水流分配器37、即热加热器39和除臭管道8分布于伸缩导轨38所在轴线的另一侧，

所述脉冲电磁阀34、药水箱4和药水泵35分布于底板2远离便池101的板面上。

[0031] 本发明提供的坐便器的工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坐便器上电；通过按下侧按键将主控板开启，使其处于待机状态。

[0032] 2）通过操作遥控器上的按键对如厕者提供水洗洁身、吹风烘干、喷药或拍摄臀部

照片；

具体为，通过按下遥控器上的便洗按键，便洗口12提供温水对如厕者的肛门进行水洗

洁身；通过按下遥控器上的烘干按键，烘干出风口11吹出柔风对如厕者的臀部进行吹风烘

干；通过按下遥控器上的药洗按键，药洗口13提供药水对如厕者的肛门或阴部进行喷药；通

过按下遥控器上的妇洗按键，妇洗口14提供温水对如厕者的阴部进行水洗洁身；通过按下

遥控器上的摄像按键，摄像头16对如厕者的臀部进行摄像，并将臀部照片传输给数据终端。

[0033] 本发明的创新点在于，当妇科疾病、肛肠类疾病、痔疮、肛瘘等患者入座马桶时，可

以通过便洗或妇洗之类的冲洗键对对肛门局部进行冲洗发挥助便功能或对妇女阴部局部

进行冲洗洁身，清洁、加压，起到按摩作用，还可冲入肛肠内部便于排便；患者清洗后，可通

过操作遥控器上的喷药按键对患者妇女阴部或患者痔疮创伤局部进行喷药，之后操作烘干

按键可烘干用药部位；以及，通过喷枪上的摄像头对患者妇女阴部局部或患者痔疮部位进

行摄像拍照，从而及时了解自身病情，还可让家庭医生及时了解患者病情，有助于家庭医生

对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诊断治疗方案，有助于家庭医生或医院进行远程遥控展开喷药治疗

等目的。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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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的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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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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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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