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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超声波清洗尿布的

装置，触摸屏控制装置内的电动机转速以及正反

转；急停按钮在发生故障或事故时使用，脏尿布

和干净尿布都通过尿布进出托盘上的输送带进

出清洗装置；高压冲洗区使用高压水柱对尿布进

行冲洗；输送辊上套有输送带用来约束输送带的

行走的路线，电动机对整个系统的输送系统提供

动力,尿布被固定在输送带上，输送到各功能区

进行清洗,烘干区风扇为湿尿布烘干提供干燥的

空气，污槽内有洗涤液，净槽内有清水，通过超声

波振子产生振动，对尿布进行漂洗；散热孔排出

烘干区产生的水汽；烘干区对尿布进行烘干和紫

外线杀菌。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够高效的对尿

布进行杀菌消毒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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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超声波清洗尿布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触摸屏，触摸屏控制装置内的电

动机转速以及正反转；急停按钮在发生故障或事故时使用，脏尿布和干净尿布都通过尿布

进出托盘上的输送带进出清洗装置；高压冲洗区使用高压水柱对尿布进行冲洗；输送辊上

套有输送带用来约束输送带的行走的路线，输送辊连接电动机使输送带产生运动；电动机

对整个系统的输送系统提供动力，其正反转和转速的调整均由触摸屏来控制；尿布被固定

在输送带上，输送到各功能区进行清洗；烘干区风扇为湿尿布烘干提供干燥的空气；污槽内

有洗涤液，通过超声波振子产生振动，对尿布进行洗涤；净槽内有清水，通过超声波振子产

生振动，对尿布进行漂洗；散热孔排出烘干区产生的水汽；烘干区对尿布进行烘干和紫外线

杀菌。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利用超声波清洗尿布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带采用

耐高温的无毒材料制成，输送带上设有卡扣，可以将尿布固定在输送带上，尿布进出托盘由

输送辊，输送带和刮板构成，尿布通过卡扣固定在输送带上，经过刮板时，尿布上的固体物

被刮板刮掉；所述高压冲洗区由输送辊，高压喷头，集液槽，集液槽排污口和排污管构成，3

个输送辊约束了输送带呈V形运动，高压喷头喷出的水流冲击尿布，污水进入集液槽，经集

液槽排污口进入排污管进行排污；所述污槽由污槽槽体，污槽输送辊固定点，输送辊，污槽

超声波振子，污槽排污口和排污管构成，污槽槽体中装有洗涤液，输送辊约束输送带呈倒梯

形在污槽底部运动，污槽的输送辊固定点将输送辊固定在装置外壳上，使得输送带与污槽

底部不直接接触，污槽超声波振子产生超声波振动洗涤液，形成超空泡效应，洗涤输送带上

的尿布；产生的污水经过污槽排污口排入排污管中；所述净槽安装在污槽上方，由净槽槽

体，净槽输送辊固定点，输送辊，净槽超声波振子，净槽排污口，净槽排污管和净槽溢流管构

成，净槽槽体中装有清水；输送辊约束输送带呈倒梯形在净槽底部运动；净槽输送辊固定点

将输送辊固定在装置外壳上，使得输送带与净槽底部不直接接触；净槽超声波振子产生超

声波振动清水，形成超空泡效应，漂洗输送带上的尿布；产生的污水经过净槽排污口排入净

槽排污管，并通过净槽排污管排入污槽中重复利用；净槽槽体中多余的清水通过净槽溢流

管排入污槽中重复利用；所述烘干区由输送辊，烘干区风扇，电热丝，紫外灯带构成，输送带

约束输送带做平行于电热丝的运动；烘干区风扇吹出的空气经电热丝加热后，得到的热空

气烘干固定在输送带上的尿布；紫外灯带发出的紫外线照射经过的尿布，达到杀菌消毒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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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超声波清洗尿布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家电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利用超声波清洗尿布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实行二胎政策以来，婴幼儿的数量明显增加，尿布、尿不湿的使用量也显著增

长。目前市场上尿不湿的使用量远远大于尿布，尿不湿使用方便，但浪费严重，成本较高，容

易造成污染，长期使用容易导致婴幼儿红屁股等皮肤病的发生；尿布使用起来较为环保，透

气性好，不易造成婴幼儿皮肤病的发生，但其最大的缺点在于清洗起来太麻烦。为解决手洗

尿布效率低的问题，需要设计一种利用超声波清洗尿布的装置。该装置适用于家庭或者孕

婴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超声波清洗尿布的装置，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

够高效的对尿布进行杀菌消毒清洗。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触摸屏，触摸屏控制装置内的电动机转速以及正

反转；急停按钮在发生故障或事故时使用，脏尿布和干净尿布都通过尿布进出托盘上的输

送带进出清洗装置；高压冲洗区使用高压水柱对尿布进行冲洗；输送辊上套有输送带用来

约束输送带的行走的路线，输送辊连接电动机使输送带产生运动；电动机对整个系统的输

送系统提供动力，其正反转和转速的调整均由触摸屏来控制；尿布被固定在输送带上，输送

到各功能区进行清洗；烘干区风扇为湿尿布烘干提供干燥的空气；污槽内有洗涤液，通过超

声波振子产生振动，对尿布进行洗涤；净槽内有清水，通过超声波振子产生振动，对尿布进

行漂洗；散热孔排出烘干区产生的水汽；烘干区对尿布进行烘干和紫外线杀菌。

[0005] 进一步，所述输送带采用耐高温的无毒材料制成，输送带上设有卡扣，可以将尿布

固定在输送带上，尿布进出托盘由输送辊，输送带和刮板构成，尿布通过卡扣固定在输送带

上，经过刮板时，尿布上的固体物被刮板刮掉；所述高压冲洗区由输送辊，高压喷头，集液

槽，集液槽排污口和排污管构成，3个输送辊约束了输送带呈V形运动，高压喷头喷出的水流

冲击尿布，污水进入集液槽，经集液槽排污口进入排污管进行排污；所述污槽由污槽槽体，

污槽输送辊固定点，输送辊，污槽超声波振子，污槽排污口和排污管构成，污槽槽体中装有

洗涤液，输送辊约束输送带呈倒梯形在污槽底部运动，污槽的输送辊固定点将输送辊固定

在装置外壳上，使得输送带与污槽底部不直接接触，污槽超声波振子产生超声波振动洗涤

液，形成超空泡效应，洗涤输送带上的尿布；产生的污水经过污槽排污口排入排污管中；所

述净槽安装在污槽上方，由净槽槽体，净槽输送辊固定点，输送辊，净槽超声波振子，净槽排

污口，净槽排污管和净槽溢流管构成，净槽槽体中装有清水；输送辊约束输送带呈倒梯形在

净槽底部运动；净槽输送辊固定点将输送辊固定在装置外壳上，使得输送带与净槽底部不

直接接触；净槽超声波振子产生超声波振动清水，形成超空泡效应，漂洗输送带上的尿布；

产生的污水经过净槽排污口排入净槽排污管，并通过净槽排污管排入污槽中重复利用；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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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槽体中多余的清水通过净槽溢流管排入污槽中重复利用；所述烘干区由输送辊，烘干区

风扇，电热丝，紫外灯带构成，输送带约束输送带做平行于电热丝的运动；烘干区风扇吹出

的空气经电热丝加热后，得到的热空气烘干固定在输送带上的尿布；紫外灯带发出的紫外

线照射经过的尿布，达到杀菌消毒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06] 图1是装置外形示意图；

[0007] 图2是整体结构示意图；

[0008] 图3是输送带外形示意图；

[0009] 图4是输送带卡扣示意图；

[0010] 图5是尿布进出托盘示意图；

[0011] 图6是高压冲洗区结构示意图；

[0012] 图7是污槽结构侧视图；

[0013] 图8是污槽结构俯视图；

[0014] 图9是净槽结构俯视图；

[0015] 图10是净槽结构侧视图；

[0016] 图11是烘干区结构示意图1；

[0017] 图12是烘干区结构示意图2。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9] 本发明利用超声波清洗尿布的装置是利用超声波在液体中振动时的超空泡效应，

洗涤带有屎尿的尿布，并通过烘干和杀菌后得到干净的尿布，供婴幼儿循环使用。本发明装

置如图1所示，触摸屏1控制装置内的电动机转速以及正反转；急停按钮2在发生故障或事故

时使用。如图2所示，脏尿布和干净尿布都通过尿布进出托盘3上的输送带进出清洗装置；高

压冲洗区4使用高压水柱对尿布进行冲洗；输送辊5上套有输送带7用来约束输送带7的行走

的路线，输送辊5连接电动机6使输送带7产生运动；电动机6对整个系统的输送系统提供动

力，其正反转和转速的调整均由触摸屏1来控制；尿布被固定在输送带7上，输送到各功能区

进行清洗；烘干区风扇8为湿尿布烘干提供干燥的空气；污槽9内有洗涤液，通过超声波振子

产生振动，对尿布进行洗涤；净槽10内有清水，通过超声波振子产生振动，对尿布进行漂洗；

散热孔11排出烘干区12产生的水汽；烘干区12对尿布进行烘干和紫外线杀菌。

[0020] 输送带7采用耐高温的无毒材料制成，如图3、4所示；输送带7上设有卡扣13，可以

将尿布固定在输送带7上。尿布进出托盘3如图5所示，由输送辊5，输送带7和刮板14构成。尿

布通过卡扣13固定在输送带7上，经过刮板14时，尿布上的固体物被刮板14刮掉。高压冲洗

区4如图6所示，由输送辊5，高压喷头16，集液槽15，集液槽排污口17和排污管18构成。3个输

送辊5约束了输送带7呈V形运动；高压喷头16喷出的水流冲击尿布，污水进入集液槽15，经

集液槽排污口17进入排污管18进行排污。污槽9如图7、8所示，由污槽槽体21，污槽输送辊固

定点20，输送辊5，污槽超声波振子19，污槽排污口22和排污管18构成。污槽槽体21中装有洗

涤液；输送辊5约束输送带7呈倒梯形在污槽底部运动；污槽9的输送辊5固定点20将输送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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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在装置外壳上，使得输送带7与污槽底部不直接接触；污槽超声波振子19产生超声波振

动洗涤液，形成超空泡效应，洗涤输送带7上的尿布；产生的污水经过污槽排污口22排入排

污管18中。净槽10，安装在污槽9上方，如图9、10所示，由净槽槽体23，净槽输送辊固定点24，

输送辊5，净槽超声波振子27，净槽排污口25，净槽排污管28和净槽溢流管26构成。净槽槽体

23中装有清水；输送辊5约束输送带7呈倒梯形在净槽底部运动；净槽输送辊固定点24将输

送辊5固定在装置外壳上，使得输送带7与净槽底部不直接接触；净槽超声波振子27产生超

声波振动清水，形成超空泡效应，漂洗输送带7上的尿布；产生的污水经过净槽排污口25排

入净槽排污管28，并通过净槽排污管28排入污槽9中重复利用；净槽槽体23中多余的清水通

过净槽溢流管26排入污槽9中重复利用。烘干区12，如图11、12所示，由输送辊5，烘干区风扇

8，电热丝29，紫外灯带30构成。输送带5约束输送带7做平行于电热丝29的运动；烘干区风扇

8吹出的空气经电热丝29加热后，得到的热空气烘干固定在输送带7上的尿布；紫外灯带30

发出的紫外线照射经过的尿布，达到杀菌消毒的目的。

[0021] 操作步骤：

[0022] (1)连接电源；连接进水管，使清水进入净槽；连接污水管至下水道；打开清洗装置

的侧板，在污槽中放入洗涤剂。

[0023] (2)在尿布进出托盘中固定好要清洗的尿布。

[0024] (3)在触摸屏上选择电动机转向和转速，选择开始。

[0025] (4)回收洗好的尿布，并检查；若发现仍有污渍，重复(2)、(3)项。

[0026] 以上所述仅是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

制，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方式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

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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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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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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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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