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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清洁器具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便携式节水洗手机。包括壳体、安装在壳体下方

的底座、上下设置在壳体内的上盖体和洗手部、

位于洗手部下方的升降管；壳体与底座之间固定

连接有隔板；洗手部与隔板之间安装有第一弹

簧；洗手部下端设置有第一活塞杆；上盖体的一

侧设置有第二活塞杆；第一活塞杆、第二活塞杆

分别与升降管密封滑动连接；升降管可固定或上

下移动。本发明能够方便用户携带或放置在房间

任意角落，能够对水循环利用，节约水资源，且不

需要额外设置电源；在用于户外等净水资源不充

足的情况下能够使用少量的水完成多人对手部

的清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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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节水洗手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安装在壳体下方的底座、沿上下方

向设置在壳体内的上盖体和洗手部、位于所述洗手部下方的升降管；所述壳体与所述底座

之间固定连接有隔板；所述洗手部与所述隔板之间安装有第一弹簧；所述洗手部下端设置

有第一活塞杆；所述上盖体的一侧设置有第二活塞杆；所述第一活塞杆、第二活塞杆分别与

所述升降管密封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活塞杆和所述第二活塞杆同向移动；所述升降管相对

于所述壳体可固定或上下移动；当所述升降管相对于所述壳体的位置固定时，所述第一活

塞杆向下移动通过所述升降管使所述第二活塞杆向下移动，且第二活塞杆移动的距离大于

第一活塞杆移动的距离；

所述升降管包括竖直设置的第一缸体和第二缸体；所述第一缸体与所述第一活塞杆滑

动连接、所述第二缸体和所述第二活塞杆滑动连接；所述第一缸体下端封闭；所述第二缸体

上端密封；所述第一缸体的下部与所述第二缸体的上部之间连通；当所述洗手部向下移动

时，在所述第一活塞杆的作用下，第一缸体内的气体或液体进入第二缸体的上部并推动第

二活塞杆向下移动；

所述壳体外安装有用于切换所述升降管固定或上下移动的切换组件；所述切换组件包

括固定连接在所述壳体外壁的安装盖；所述第二缸体位于所述安装盖内；所述第二缸体的

外壁成型有定位拨片；所述安装盖的上部成型有定位口；所述安装盖的外壁转动连接有转

动块；所述转动块对应于所述定位口处成型有用于定位所述定位拨片的定位块；所述安装

盖的外壁成型有竖直设置的导向条；所述安装盖的外壁滑动连接有滑动块；所述滑动块上

成型有与所述导向条滑动连接的导向槽；所述转动块的下部成型有滑动槽；所述滑动块的

端部成型有与所述滑动槽滑动连接的滑动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节水洗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洗手部同轴设置的集

水槽和旋转盘；所述旋转盘转动连接在所述集水槽内；所述底座内底面固定连接有立管；所

述旋转盘的下端中心成型有插接在所述立管内的导向柱；所述导向柱的上部外侧成型有导

向螺纹；所述立管内壁靠近上端处固定连接有与所述导向螺纹滑动连接的导向头；所述集

水槽的下端成型有套接在所述立管外的套接管；所述第一弹簧固定连接在所述集水槽下

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携式节水洗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盘上成型有多个

均匀分布的漏水孔；所述隔板中心成型有定位孔；所述套接管插接在所述定位孔中，所述套

接管与所述定位孔之间固定连接有密封圈；所述套接管的内径大于所述导向螺纹的外径；

所述导向柱下端固定连接有密封滑动连接在所述立管内壁的活塞；所述立管位于所述

底座内成型有与所述立管连通的吸水管和喷水管；出水管与喷水管相连；所述出水管和喷

水管处分别固定连接有单向阀；所述吸水管的端部固定连接有过滤组件；

所述上盖体中空；所述第二活塞杆成型有与所述上盖体的内腔连通的连通孔；所述第

二活塞杆下端固定连接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与所述出水管之间固定连接有波纹管；所述

上盖体的下底面成型有多个朝向所述旋转盘的喷头。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携式节水洗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上位于所述升降

管的下方固定连接有导向管；所述导向管内安装有第二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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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节水洗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清洁器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携式节水洗手机。

背景技术

[0002] 洗手是我们每个人饭前便后必做的事情，但在外出时，特别是出门旅行，有时很长

一段路程都无法找到具有清洁水源的地方用于洗手，就导致在饭前等需要洗手的场合没有

水可以洗，对健康产生隐患。

[0003] 文献号为CN103300774B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便携式洗手装置，通过设置底

座、洗手水槽、储水斗和污水槽，洗手水槽的内部一侧布置台阶，台阶上布置出水龙头，出水

龙头通过台阶下的水管与储水斗相通，水管的下端连接抽水电机，从而实现其用于汽车内

部、行动不方便的人员的床边、野外露营、餐桌的旁边等需要及时洗手的地方；而该装置需

要通过抽水电机实现，不适用于长时间的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中旅行途中等需要洗手时没有充足

的清洁水源用于洗手或者使用电动产品无法长时间使用的缺点，提供一种便携式节水洗手

机。

[0005] 为实现本发明之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便携式节水洗手机，包括

壳体、安装在壳体下方的底座、沿上下方向设置在壳体内的上盖体和洗手部、位于所述洗手

部下方的升降管；所述壳体与所述底座之间固定连接有隔板；所述洗手部与所述隔板之间

安装有第一弹簧；所述洗手部下端设置有第一活塞杆；所述上盖体的一侧设置有第二活塞

杆；所述第一活塞杆、第二活塞杆分别与所述升降管密封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活塞杆和所述

第二活塞杆同向移动；所述升降管相对于所述壳体可固定或上下移动；当所述升降管相对

于所述壳体的位置固定时，所述第一活塞杆向下移动通过所述升降管使所述第二活塞杆向

下移动，且第二活塞杆移动的距离大于第一活塞杆移动的距离。

[0006]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升降管包括竖直设置的第一缸体和第二缸体；所述第一缸体

与所述第一活塞杆滑动连接、所述第二缸体和所述第二活塞杆滑动连接；所述第一缸体下

端封闭；所述第二缸体上端密封；所述第一缸体的下部与所述第二缸体的上部之间连通。

[000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洗手部同轴设置的集水槽和旋转盘；所述旋转盘转动连接在

所述集水槽内；所述底座内底面固定连接有立管；所述旋转盘的下端中心成型有插接在所

述立管内的导向柱；所述导向柱的上部外侧成型有导向螺纹；所述立管内壁靠近上端处固

定连接有与所述导向螺纹滑动连接的导向头；所述集水槽的下端成型有套接在所述立管外

的套接管；所述第一弹簧固定连接在所述集水槽下端。。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壳体外安装有用于切换所述升降管固定或上下移动的切换组

件；所述切换组件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壳体外壁的安装盖；所述第二缸体位于所述安装盖

内；所述第二缸体的外壁成型有定位拨片；所述安装盖的上部成型有定位口；所述安装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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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壁转动连接有转动块；所述转动块对应于所述定位口处成型有用于定位所述定位拨片的

定位块；所述安装盖的外壁成型有竖直设置的导向条；所述安装盖的外壁滑动连接有滑动

块；所述滑动块上成型有与所述导向条滑动连接的导向槽；所述转动块的下部成型有滑动

槽；所述滑动块的端部成型有与所述滑动槽滑动连接的滑动杆。

[000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旋转盘上成型有多个均匀分布的漏水孔；所述隔板中心成型

有定位孔；所述套接管插接在所述定位孔中，所述套接管与所述定位孔之间固定连接有密

封圈；所述套接管的内径大于所述导向螺纹的外径。

[0010] 所述导向柱下端固定连接有密封滑动连接在所述立管内壁的活塞；所述立管位于

所述底座内成型有与所述立管连通的吸水管和喷水管；出水管与喷水管相连；所述出水管

和喷水管处分别固定连接有单向阀；所述吸水管的端部固定连接有过滤组件。

[0011] 所述上盖体中空；所述第二活塞杆成型有与所述上盖体的内腔连通的连通孔；所

述第二活塞杆下端固定连接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与所述出水管之间固定连接有波纹管；

所述上盖体的下底面成型有多个朝向所述旋转盘的喷头。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隔板上位于所述升降管的下方固定连接有导向管；所述导向

管内安装有第二弹簧。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初始状态下，所述升降管位于行程的最

上端，所述滑动块位于行程的最上端，此时所述上盖体与所述洗手部之间的间距最大，所述

导向螺纹与导向头之间的距离最大，底座内加水；洗手时将手置于旋转盘上，按压洗手部，

此时上盖体在升降管、第一活塞杆、第二活塞杆的作用下向下移动直至上盖体覆盖用户的

手；随后将滑动块向下移动至最下端，则所述转动块与所述定位拨片脱离，则所述升降管能

上下移动，且在手部对洗手部按压的作用力下，同时第一弹簧、第二弹簧收缩，升降管由于

第二弹簧的作用而产生向上的力，而向下按压洗手部的力大于第一弹簧、第二弹簧的力，使

上盖体与洗手部之间的距离保持相对固定；当进一步向下按压洗手部时，所述导向螺纹与

所述导向头相抵，随后再导向头的作用下使旋转盘转动从而对手掌进行清洗且所述第二弹

簧受压收缩；所述活塞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将所述立管内的水从喷水管中进入连接管后经过

上盖体的喷头中喷出用于冲洗手背；随后减小按压洗手部的力，在第一弹簧和第二弹簧的

作用下洗手部向上移动，底座内的水经过吸水管经过滤组件过滤后进入立管中；重复按压

洗手部对手进行清洗即可；当需要更换手或者使用结束时，撤去对洗手部按压的力在第一

弹簧、第二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升降管回复至初始位置，随后将滑动块滑动至最上端使定位

块重新卡在定位拨片上，则升降管在竖直方向上固定，在第一弹簧的作用下洗手部继续上

移，同时在第二弹簧的作用下使升降管不被向上拉，第一活塞杆下方产生负压使第二缸体

内位于第二活塞杆上方产生负压而使上盖体向上移动，从而使上盖体和洗手部回复至初始

位置。

[0014] 本发明能够方便用户携带或放置在房间任意角落，能够对水循环利用，节约水资

源，且不需要额外设置电源；在上盖体盖住手后通过滑动块移动后使定位块与定位拨片之

间分离，在第一弹簧和第二弹簧的作用下使上盖体和洗手部之间的距离保持相对固定，在

继续按压洗手部时升降管随着洗手部的移动而移动；在使上盖体和洗手部的相对距离固定

后通过导向柱以及立管的作用将底座内的水压至上盖体后喷出对手部进行清洗；在用于户

外等净水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能够使用少量的水完成多人对手部的清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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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上盖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旋转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立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是升降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是安装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9是滑动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0是转动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1是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2是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3是实施例2中安装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4是实施例2中按压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9] 11、壳体；12、底座；13、隔板；131、定位孔；132、密封圈；133、导向管；134、第二弹

簧；14、第一弹簧；

[0030] 2、上盖体；21、第二活塞杆；211、连通孔；212、连接管；22、喷头；23、第一弧形口；

[0031] 3、洗手部；31、第一活塞杆；313、弹性膜；3131、竖开口；314、第二弧形口；32、旋转

盘；321、漏水孔；322、导向柱；323、导向螺纹；324、活塞；325、凸起；33、集水槽；331、套接管；

[0032] 4、升降管；41、第一缸体；42、第二缸体；421、定位拨片；

[0033] 5、立管；51、导向头；52、吸水管；53、喷水管；54、过滤组件；55、波纹管；

[0034] 6、切换组件；61、安装盖；611、定位口；612、导向条；613、定位横条；614、固定柱；

615、卡接间隙；62、转动块；621、定位块；622、滑动槽；63、滑动块；631、导向槽；632、滑动杆；

633、定位槽；64、按压片；641、按压部；642、卡接凸起；643、延伸部；644、定位卡接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实施例1

[0036] 根据图1至图11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便携式节水洗手机，包括圆柱形的壳体

11、安装在壳体下方的底座12、沿上下方向设置在壳体内的上盖体2和洗手部3、位于所述洗

手部下方的升降管4；所述上盖体位于所述洗手部上方；所述壳体与所述底座之间固定连接

有隔板13；所述洗手部与所述隔板之间安装有第一弹簧14；所述洗手部下端设置有第一活

塞杆31；所述上盖体的一侧设置有第二活塞杆21；所述第一活塞杆、第二活塞杆分别与所述

升降管密封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活塞杆和所述第二活塞杆同向移动；所述升降管相对于所

述壳体可固定或上下移动；当所述升降管相对于所述壳体的位置固定时，所述第一活塞杆

向下移动通过所述升降管使所述第二活塞杆向下移动，且第二活塞杆移动的距离大于第一

活塞杆移动的距离，此时用手按压所述洗手部时，所述上盖体与洗手部之间的距离减少使

上盖体覆盖在手的上方。

[0037] 所述升降管包括竖直设置的第一缸体41和第二缸体42；所述第一缸体与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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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杆滑动连接、所述第二缸体和所述第二活塞杆滑动连接；所述第一缸体下端封闭；所述

第二缸体上端密封；所述第一缸体的下部与所述第二缸体的上部之间连通；所述第一缸体

的上端、所述第二缸体的下端不密封；所述第二缸体的长度是所述第一缸体的1.5‑2.5倍；

所述升降管内为气体或液体；所述第一活塞杆在所述第一缸体的有效面积是第二活塞杆对

应的有效面积的1.5‑2.5倍，即当所述第一活塞杆上下移动时，所述第二活塞杆移动第一活

塞杆的1.5‑2.5倍；当所述洗手部向下移动时，在所述第一活塞杆的作用下，第一缸体内的

气体或液体进入第二缸体的上部并推动第二活塞杆向下移动，使所述第二活塞杆移动的距

离大于第一竖杆移动的距离。

[0038] 所述洗手部同轴设置的集水槽33和旋转盘32；所述旋转盘转动连接在所述集水槽

内；所述第一活塞杆固定连接在所述集水槽的外底面；所述底座内底面固定连接有立管5；

所述旋转盘的下端中心成型有插接在所述立管内的导向柱322；所述导向柱的上部外侧成

型有导向螺纹323；所述立管内壁靠近上端处固定连接有与所述导向螺纹滑动连接的导向

头51；所述集水槽的下端成型有套接在所述立管外的套接管331；所述第一弹簧一端固定连

接在所述集水槽下端，另一端与所述隔板相抵。所述集水槽位于最上端时所述导向螺纹与

所述导向头不接触。

[0039] 所述集水槽的外缘和所述壳体的上缘之间固定连接有弹性膜313，所述弹性膜材

料可为橡胶、硅胶或乳胶等；所述弹性膜对应于所述第二活塞杆处成型有供所述第二活塞

杆或升降管穿过的竖开口3131；所述旋转盘的上表面还均匀分布有用于对手部进行摩擦的

凸起325。

[0040] 所述壳体外安装有用于切换所述升降管固定或上下移动的切换组件6；所述切换

组件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壳体外壁的安装盖61；所述第二缸体位于所述安装盖内；所述第

二缸体的外壁成型有定位拨片421；所述定位拨片为上下平行设置的片状或盘状结构；所述

安装盖的上部成型有定位口611；所述安装盖的外壁转动连接有转动块62；所述转动块对应

于所述定位口处成型有用于定位所述定位拨片的定位块621；定位块通过卡入定位拨片中

使升降管固定；所述安装盖的外壁成型有竖直设置的导向条612；所述安装盖的外壁滑动连

接有滑动块63；所述滑动块上成型有与所述导向条滑动连接的导向槽631；所述转动块的下

部成型有滑动槽622；所述滑动块的端部成型有与所述滑动槽滑动连接的滑动杆632；所述

滑动块朝向所述安装盖处成型有横向设置的定位槽633；所述安装盖对应于所述定位槽处

成型有定位横条613；通过定位横条和定位槽定位所述滑动块行程的上下端。所述滑动块移

动至最上端时所述定位块卡接在所述定位拨片上使所述升降管的位置固定；当所述滑动块

移动至最下端时所述定位块与所述定位拨片脱离，使所述升降管能上下移动。初始状态下

所述升降管位于行程的最上端，所述滑动块位于行程的最上端，所述升降管的位置固定。

[0041] 所述旋转盘上成型有多个均匀分布的漏水孔321；所述隔板中心成型有定位孔

131；所述套接管插接在所述定位孔中，所述套接管与所述定位孔之间固定连接有密封圈

132；所述套接管的内径大于所述导向螺纹的外径。

[0042] 所述导向柱下端固定连接有密封滑动连接在所述立管内壁的活塞324；所述立管

位于所述底座内成型有与所述立管连通的吸水管52和喷水管53；所述出水管和喷水管处分

别固定连接有单向阀；所述安装盖设置在喷水管的外侧；所述吸水管的端部固定连接有过

滤组件54；所述喷水管穿过所述壳体，所述喷水管与所述壳体之间密封连接；所述过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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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包括过滤棉、活性炭等；通过单向阀的作用使所述喷水管的水单向从立管向外流动，所述

吸水管单向从底座向立管内流动。

[0043] 所述上盖体中空；所述第二活塞杆成型有与所述上盖体的内腔连通的连通孔211；

所述第二活塞杆下端固定连接有与连通孔连通的连接管212；所述连接管与所述出水管之

间固定连接有波纹管55；所述上盖体的下底面成型有多个朝向所述旋转盘的喷头22。所述

底座内的水在活塞的作用下通过喷水管进入上盖体中并由喷头喷出后通过套接管331进入

底座中。

[0044] 所述上盖体远离所述连接管一侧的下方成型有第一弧形口23；所述洗手部对应于

所述第一弧形口处成型有第二弧形口314；通过第一弧形口和第二弧形口用于容纳手腕处。

[0045] 所述隔板上位于所述升降管的下方固定连接有导向管133；所述导向管内安装有

第二弹簧134；所述第二弹簧的上端与升降管固定连接，下端与隔板固定连接。通过导向管

使所述升降管沿导向管上下移动，在第二弹簧的作用下能够回复至初始位置。

[0046] 初始状态下，所述升降管位于行程的最上端，所述滑动块位于行程的最上端，此时

所述上盖体与所述洗手部之间的间距最大，所述导向螺纹与导向头之间的距离最大，底座

内加水；洗手时将手置于旋转盘上，按压洗手部，此时上盖体在升降管、第一活塞杆、第二活

塞杆的作用下向下移动直至上盖体覆盖用户的手；随后将滑动块向下移动至最下端，则所

述转动块与所述定位拨片脱离，则所述升降管能上下移动，且在手部对洗手部按压的作用

力下，同时第一弹簧、第二弹簧收缩，升降管由于第二弹簧的作用而产生向上的力，而向下

按压洗手部的力大于第一弹簧、第二弹簧的力，使上盖体与洗手部之间的距离保持相对固

定；当进一步向下按压洗手部时，所述导向螺纹与所述导向头相抵，随后再导向头的作用下

使旋转盘转动从而对手掌进行清洗且所述第二弹簧受压收缩；所述活塞向下移动的过程中

将所述立管内的水从喷水管中进入连接管后经过上盖体的喷头中喷出用于冲洗手背；随后

减小按压洗手部的力，在第一弹簧和第二弹簧的作用下洗手部向上移动，底座内的水经过

吸水管经过滤组件过滤后进入立管中；重复按压洗手部对手进行清洗即可；当需要更换手

或者使用结束时，撤去对洗手部按压的力在第一弹簧、第二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升降管回复

至初始位置，随后将滑动块滑动至最上端使定位块重新卡在定位拨片上，则升降管在竖直

方向上固定，在第一弹簧的作用下洗手部继续上移，同时在第二弹簧的作用下使升降管不

被向上拉，第一活塞杆下方产生负压使第二缸体内位于第二活塞杆上方产生负压而使上盖

体向上移动，从而使上盖体和洗手部回复至初始位置。

[0047] 本发明能够方便用户携带或放置在房间任意角落，能够对水循环利用，节约水资

源，且不需要额外设置电源；在上盖体盖住手后通过滑动块移动后使定位块与定位拨片之

间分离，在第一弹簧和第二弹簧的作用下使上盖体和洗手部之间的距离保持相对固定，在

继续按压洗手部时升降管随着洗手部的移动而移动；在使上盖体和洗手部的相对距离固定

后通过导向柱以及立管的作用将底座内的水压至上盖体后喷出对手部进行清洗；在用于户

外等净水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能够使用少量的水完成多人对手部的清洗需要。

[0048] 实施例2

[0049] 结合图12‑14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切换组件包括固定连接

在所述壳体外壁的安装盖61；所述安装盖的上部成型有定位口；所述安装盖的外侧安装有

按压片64；所述按压片包括对称设置的按压部641、卡接凸起642、延伸部643以及定位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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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644；所述按压片呈轴对称的U型；所述安装盖的一侧对应于所述卡接凸起处固定连接有

用于固定按压片的固定柱614；所述固定柱与所述安装盖外表面之间成型有用于卡紧所述

卡接凸起的卡接间隙615；所述延伸部覆盖于所述定位口外侧；所述定位卡接块固定连接在

所述延伸部上并卡入所述定位拨片中；所述按压部位于按压片的中部；所述按压部具有弹

性且能够恢复形变；所述按压部上下交替开设有矩形口。通过按压按压部使，由于卡接凸起

固定，延伸部向外翘起，而按压部在矩形口的作用下缩短，使所述定位卡接块与所述定位拨

片分离，从而便于升降管升降；当作用在按压部的压力撤销后所述定位卡接块能在按压部

恢复形变的作用下重新回复至初始状态；当需要重新将定位卡接块卡入定位拨片中时再次

按压按压部即可。通过按压片进行控制仅需要一根手指即可操作，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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