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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包括盆

体，盆体是由前挡板、后挡板、左挡板、右挡板以

及下底板相围成的凹槽结构，且前挡板、后挡板、

左挡板以及右挡板的上端端部外侧面上均向外

延伸有水平支撑板，盆体上开设有下水孔；后挡

板的内侧面向外凹设有一矩形腔室，矩形腔室内

设有处于下水孔上方并与下水孔之间具有间距

的放置块，放置块上开设有与下水孔相对位的漏

水孔；位于左挡板上端的水平支撑板安装有伸入

清洗腔室范围内的滤水架，滤水架以能绕水平支

撑板外端沿旋转的方式安装在水平支撑板上。与

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中放置块与滤水架均

与盆体呈一体式安装，既增加盆体的使用功能，

又使盆体更易清洁，避免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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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包括盆体，盆体是由前挡板、后挡板、左挡板、右挡板以及下底板

相围成的具有一清洗腔室的凹槽结构，且前挡板、后挡板、左挡板以及右挡板的上端端部外

侧面上均向外延伸有水平支撑板，位于后挡板上端的水平支撑板上开设有用于安装水龙头

的安装孔，盆体上开设有与清洗腔室相通并用于安装下水管道的下水孔；其特征在于：所述

后挡板的内侧面向外凹设有一与清洗腔室相通并向上通至后挡板顶面外的矩形腔室，所述

矩形腔室的腔底与所述清洗腔室的腔底平滑过渡，所述矩形腔室的腔底上开设有通至盆体

下底面外的通孔，此通孔为所述下水孔，所述矩形腔室内设有处于下水孔上方并与下水孔

之间具有间距的放置块，所述放置块与盆体连接，所述放置块的顶面向下凹设有放置凹腔，

所述放置凹腔的腔底上开设有与所述下水孔相对位的漏水孔；位于左挡板上端的水平支撑

板或位于右挡板上端的水平支撑板上安装有伸入清洗腔室范围内的滤水架，以安装有滤水

架的水平支撑板为安装板，所述滤水架以能绕安装板外端沿旋转的方式安装在安装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块为与盆体一体成

型的平板块，此平板块处于矩形腔室的上端处，所述平板块的尺寸与所述矩形腔室的尺寸

相吻合，所述平板块的顶面下凹有由上至下渐缩的锥形腔室，此锥形腔室为所述放置凹腔，

且所述锥形腔室内粘固有与锥形腔室吻合相贴的不锈钢贴块，所述不锈钢贴块的底部开设

有与漏水孔相吻合连通的连通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块与盆体分体设

置，所述矩形腔室具有与所述后挡板一体连接的左腔壁、后腔壁和右腔壁，所述左腔壁和所

述右腔壁上均凸设有一用于支撑放置块的水平凸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块靠近后腔壁的侧

沿上向下延伸有与所述后腔壁相贴合的卡合板，且所述水平凸条与所述后腔壁之间具有供

所述卡合板穿入的间距。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块的上表面具有向

下凹的漏斗状容置腔室，此容置腔室为所述放置凹腔，所述容置腔室的中部设有沿前后方

向延伸并将容置腔室左右分割成两小凹腔的隔板，所述漏水孔呈沿左右方向延伸的长条形

孔，且所述隔板处于所述漏水孔的长度范围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置腔室的腔壁上设有

一沿前后方向延伸的插槽，所述隔板可拆卸地插设于所述插槽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的外侧沿向上凸

设有安装座，且所述滤水架上设有与所述安装座相铰接的连接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架包括两相平行的

框架条以及横跨设于两框架条之间的若干水平细杆，且所述框架条具有一平直段和向下凹

的弧形段，各所述水平细杆均匀间隔设置于所述弧形段上，所述平直段处于所述安装板的

上方且平直段的自由端部铰接安装在所述安装座上，此平直段的自由端部为所述连接部，

所述弧形段处于清洗腔室范围内。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腔室内设有用于洗

衣的搓洗结构，且位于前挡板上端的水平支撑板上开设有两贯穿该水平支撑板厚度方向的

方形孔, 位于与滤水架相对一侧的水平支撑板上开设有供花洒伸入安装的安装孔。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挡板的内侧面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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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下底板的内侧面呈平滑过渡并构成一连续向下倾斜的圆弧面，且该圆弧面上凸设有若干

沿左右方向延伸的凸棱，各所述凸棱沿前后方向间隔布置，各所述凸棱构成所述搓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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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一体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卫浴用品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功能一体盆。

背景技术

[0002] 洗漱盆在人们生活中是一种常见的卫浴用具，用于人们日常的刷牙、洗脸及洗手

等生活洗漱；现有的洗漱盆通常是通过支撑架将洗漱盆架起以减少洗漱盆所占的空间，且

洗漱盆的结构一般设计较为简单，然而在洗漱使用时常常会用到肥皂、牙刷等用品，因此洗

漱盆的台面上需要摆放着肥皂盒、漱口杯等用品，这样直接在洗漱盆上摆放的方式，使整个

洗漱盆看起来杂乱无章，而且肥皂盒内渗透出来的液体也容易污染洗漱盆的台面；另外，人

们有时也会在洗漱盆内清洗小件衣物，因洗漱盆的空间较小，清洗完的物品常常直接放置

在洗漱盆的边缘上，不仅容易使水直接流到地板上，也容易造成清洗完的物品掉落的情况，

给使用者带来诸多不便。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遂有本案产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既便于放置肥皂或刚清洗完的物品，又不易造成

污染的多功能一体盆。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包括盆体，盆体是由前挡板、后挡板、左挡板、右挡板以及下底

板相围成的具有一清洗腔室的凹槽结构，且前挡板、后挡板、左挡板以及右挡板的上端端部

外侧面上均向外延伸有水平支撑板，位于后挡板上端的水平支撑板上开设有用于安装水龙

头的安装孔，盆体上开设有与清洗腔室相通并用于安装下水管道的下水孔；所述后挡板的

内侧面向外凹设有一与清洗腔室相通并向上通至后挡板顶面外的矩形腔室，所述矩形腔室

的腔底与所述清洗腔室的腔底平滑过渡，所述矩形腔室的腔底上开设有通至盆体下底面外

的通孔，此通孔为所述下水孔，所述矩形腔室内设有处于下水孔上方并与下水孔之间具有

间距的放置块，所述放置块与盆体连接，所述放置块的顶面向下凹设有放置凹腔，所述放置

凹腔的腔底上开设有与所述下水孔相对位的漏水孔；位于左挡板上端的水平支撑板或位于

右挡板上端的水平支撑板上安装有伸入清洗腔室范围内的滤水架，以安装有滤水架的水平

支撑板为安装板，所述滤水架以能绕安装板外端沿旋转的方式安装在安装板上。

[0007] 所述放置块为与盆体一体成型的平板块，此平板块处于矩形腔室的上端处，所述

平板块的尺寸与所述矩形腔室的尺寸相吻合，所述平板块的顶面下凹有由上至下渐缩的锥

形腔室，此锥形腔室为所述放置凹腔，且所述锥形腔室内粘固有与锥形腔室吻合相贴的不

锈钢贴块，所述不锈钢贴块的底部开设有与漏水孔相吻合连通的连通孔。

[0008] 所述放置块与盆体分体设置，所述矩形腔室具有与所述后挡板一体连接的左腔

壁、后腔壁和右腔壁，所述左腔壁和所述右腔壁上均凸设有一用于支撑放置块的水平凸条。

[0009] 所述放置块靠近后腔壁的侧沿上向下延伸有与所述后腔壁相贴合的卡合板，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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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水平凸条与所述后腔壁之间具有供所述卡合板穿入的间距。

[0010] 所述放置块的上表面具有向下凹的漏斗状容置腔室，此容置腔室为所述放置凹

腔，所述容置腔室的中部设有沿前后方向延伸并将容置腔室左右分割成两小凹腔的隔板，

所述漏水孔呈沿左右方向延伸的长条形孔，且所述隔板处于所述漏水孔的长度范围内。

[0011] 所述容置腔室的腔壁上设有一沿前后方向延伸的插槽，所述隔板可拆卸地插设于

所述插槽内。

[0012] 所述安装板的外侧沿向上凸设有安装座，且所述滤水架上设有与所述安装座相铰

接的连接部。

[0013] 所述滤水架包括两相平行的框架条以及横跨设于两框架条之间的若干水平细杆，

且所述框架条具有一平直段和向下凹的弧形段，各所述水平细杆均匀间隔设置于所述弧形

段上，所述平直段处于所述安装板的上方且平直段的自由端部铰接安装在所述安装座上，

此平直段的自由端部为所述连接部，所述弧形段处于清洗腔室范围内。

[0014] 所述清洗腔室内设有用于洗衣的搓洗结构，且位于前挡板上端的水平支撑板上开

设有两贯穿该水平支撑板厚度方向的方形孔,  位于与滤水架相对一侧的水平支撑板上开

设有供花洒伸入安装的安装孔。

[0015] 所述前挡板的内侧面与所述下底板的内侧面呈平滑过渡并构成一连续向下倾斜

的圆弧面，且该圆弧面上凸设有若干沿左右方向延伸的凸棱，各所述凸棱沿前后方向间隔

布置，各所述凸棱构成所述搓洗结构。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通过放置块的设置使用于洗漱口的物品能放置在放置块内,不会占用盆体的台

面面积,使盆体的台面整洁，又由于放置块处于矩形腔室内，这样避免湿的肥皂或漱口杯上

流下的液体污染盆体或者流出盆外，且放置块上开设的漏水孔与盆体的下水孔相对位，以

便于肥皂水直接滴入下水孔中，进一步避免肥皂水污染盆体的清洗腔室；

[0018] 2、通过滤水架的设置，便于盆体内清洗的物品临时放置或者进行滤水，由于滤水

架伸入清洗腔室范围内，这样避免物品上的水流在盆体上或流在地板上，滤水架能旋转的

方式进行安装，使得滤水架在不需要使用时能旋转收折至盆体的侧边，减少滤水架所占的

空间，这样滤水架也与盆体呈一体式，增加盆体的使用功能，以便于盆体的使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滤水板旋转收折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1-盆体；101-后挡板；102-左挡板；103-右挡板；104-下底板；2-水平支

撑板；3-安装孔；4-下水孔；5-矩形腔室；501-后腔壁；502-右腔壁；6-放置块；7-水平凸条；

8-卡合板；9-漏水孔；10-隔板；11-插槽；12-滤水架；13-安装座；14-框架条；141-平直段；

142-弧形段；15-水平细杆；16-凸棱；17-方形孔;  18-安装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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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包括盆体1，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以盆体1使用

时靠近人体的一侧为前、另一侧为后，盆体1是由前挡板（图中未示出）、后挡板101、左挡板

102、右挡板103以及下底板104相围成的具有一清洗腔室的凹槽结构，此盆体1为陶瓷或人

造石制成的一体结构，也即是前挡板、后挡板101、左挡板102、右挡板103以及下底板104一

体成型连接，以增加盆体1的整体性和密封性，且前挡板、后挡板101、左挡板102以及右挡板

103的上端端部外侧面上均向外延伸有水平支撑板2，此水平支撑板2的设置以便于盆体1架

设在支撑架上，同时也增加盆体1边缘的刚度防止变形，位于后挡板101上端的水平支撑板2

上开设有用于安装水龙头的安装孔3，这样当盆体1倚靠墙壁安装时，由于水平支撑板2的设

置使后挡板101与墙壁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以便于水龙头的安装以及进水管的设置，另

外，盆体1上开设有与清洗腔室相通并用于安装下水管道的下水孔4。

[0025]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所述后挡板101的内侧面向外凹设有一与清洗腔室相通并

向上通至后挡板101顶面外的矩形腔室5，矩形腔室5的腔底与清洗腔室的腔底平滑过渡，也

即是矩形腔室5与清洗腔室共用下底板104作为腔底，且矩形腔室5的腔底上开设有通至盆

体1下底面外的通孔，此通孔为所述下水孔4，此矩形腔室5具有与后挡板101一体连接的左

腔壁（图中未示出）、后腔壁501和右腔壁502，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矩形腔室5的右腔壁

502与右挡板103相齐平并一体成型，矩形腔室5内设有处于下水孔4上方并与下水孔4之间

具有间距的放置块6，放置块6的设置以便于放置例如肥皂、漱口杯等物品；本实施例中，放

置块6呈矩形的板状结构且放置块6的形状与矩形腔室5的形状相吻合，放置块6与盆体分体

1设置，左腔壁501和右腔壁502上均凸设有一用于支撑放置块6的水平凸条7，即放置块6嵌

设在矩形腔室5内并通过水平凸条7的架空支撑防止放置块6掉落，且如图3所示，放置块6靠

近后腔壁501的侧沿上向下延伸有与后腔壁501相贴合的卡合板8，且水平凸条7与后腔壁

501之间具有供卡合板8穿入的间距，也即是在放置块6安装时，将卡合板8穿入水平凸条7与

后腔壁501之间的间距内，这样水平凸条7将限制放置块6向前移动，后腔壁501将限制放置

块6向后移动，此间距的宽度优佳设置与卡合板8的厚度相同，以增加放置块6的安装稳定

性；另外，放置块6的顶面向下凹设有放置凹腔，放置凹腔的腔底上开设有与下水孔4相对位

的漏水孔9，这样放置块安装在盆体1内配合放置凹腔及漏水孔的设置，既方便肥皂、漱口杯

等物品的放置，又防止肥皂、漱口杯上的水流在盆体1的台面或者流出盆体1外，且通过与漏

水孔9相对位的下水孔4的设置，使肥皂上的水在流入盆体1内时直接滴入下水孔4内，避免

水污染盆体1，且放置块6是通过水平凸条7进行架空支撑，这样放置块6的安装简单稳定，又

便于将放置块6拆卸以便对放置块6进行清洁或者对下水孔4进行修理,此放置块6优选用于

肥皂的放置。

[0026] 进一步的，如图3所示，放置块6的上表面具有向下凹的漏斗状容置腔室，此容置腔

室为所述放置凹腔，容置腔室的中部设有沿前后方向延伸并将容置腔室左右分割成两小凹

腔的隔板10，通过隔板10的设置使得放置块6内可放置两种不同的物品，以便区分使用，为

了便于放置块6的使用，此隔板10优佳可拆卸设置，具体的，在容置腔室的腔壁上一沿前后

方向延伸的插槽11，此插槽11的结构可以是在容置腔室腔壁上设置一条形凹槽，或者是在

容置腔室的腔壁上设置两平行的凸出板，两凸出板之间形成有一插槽11，隔板10可拆卸地

插设于插槽11内，这样当不需要分隔不同物品或者放置的物品较大时，便于将隔板10拆下，

使放置块6的使用更加便利，另外，漏水孔9呈沿左右方向延伸的长条形孔，且隔板10处于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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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孔9的长度范围内，也即是隔板10两侧的小凹腔均能通过长条形的漏水孔9进行漏水，这

样放置两种不同的物品时，两种物品上流下的水均能通过漏水孔9滴入下水孔4内。

[0027] 另外，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位于左挡板102上端的水平支撑板2或位于右挡板103

上端的水平支撑板2上安装有伸入清洗腔室范围内的滤水架12，以安装有滤水架12的水平

支撑板2为安装板，滤水架12以能绕安装板外端沿旋转的方式安装在安装板上，本实施例

中，滤水架12的安装方式优选为：如图1所示，安装板的外侧沿向上凸设有安装座13，且滤水

架12上设有与安装座13相铰接的连接部，具体的，滤水架12包括两相平行的框架条14以及

横跨设于两框架条14之间的若干水平细杆15，此框架条14具有一平直段141和向下凹的弧

形段142，各水平细杆15均匀间隔设置于弧形段142上，平直段141处于安装板的上方且平直

段141的自由端部铰接安装在安装座13上，此平直段141的自由端部为所述连接部，弧形段

142处于清洗腔室范围内，也即是滤水架12安装后平直段141支撑在安装板的上方，使弧形

段142伸入清洗腔室范围内，通过安装座13和连接部的铰接，如图2所示，便于将滤水架12旋

转收折至盆体的侧边，且下凹的弧形段142使各水平细杆15呈弧形排列，这样下凹的结构使

需要滤水的物品放置时更加稳定，也更便于滤水；当滤水架12旋转收折后，以便于在水平细

杆上悬挂毛巾、抹布等物品，且各水平细杆15呈弧形排列，即此时各水平细杆15不处于同一

垂直面上，以便于悬挂毛巾、抹布等物品时各水平细杆15上的物品之间具有间距，以便悬挂

通风。

[0028]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多功能一体盆，将盆体1上的水平支撑板2架设在支撑架上，使

盆体1安装稳固，在盆体1的清洗腔室内清洗物品或者日常洗漱时，矩形腔室5内设置的放置

块6以便于放置肥皂、漱口杯等物品，这样放置块6处于盆体1内，从而无需在盆体1上额外放

置肥皂盒等物品，且当盆体1内清洗的物品需要临时放置或者进行滤水时，将滤水架12从盆

体1的侧边旋转至清洗腔室内，并将清洗完的物品放置在滤水架12上，这样物品上的水直接

流入清洗腔室内，既方便清洗完的物品的临时放置，也便于滤干水分；清洗完毕后将肥皂或

者漱口杯等物品放回放置块6上时，物品上的水通过漏水孔9滴入清洗腔室内，由于清洗腔

室内的下水孔4与放置块6上的漏水孔9相对位，使水能直接滴入下水孔4内，这样水即不会

粘附在放置块6上也不会粘附在清洗腔室内，以保障盆体1的清洁；当不需要滤水时，将滤水

架12旋转至盆体1的侧边，减少滤水架6所占的空间，使滤水架12收折并向下垂，这样通过滤

水架12上的水平细杆15以便于悬挂毛巾、抹布等物品，方便使用，且这样放置块6、滤水架12

的一体式设置，不仅增加盆体的使用功能，也能减少盆体1上需要摆放的物品，避免杂乱无

章；另外，放置块6是通过水平凸条7进行架空支撑并通过卡合板8进行限位卡合，便于放置

块6的安装稳定，当盆体1内不需要清洗物品或者需要对盆体的下水口进行清理维修时，便

于将放置块6拆卸，避免放置块6的设置占用盆体1内的空间。

[0029] 本实用新型再一优选的是：在其他实施例中，放置块6也可采用与盆体一体成型的

平板块（图中未示出），此平板块处于矩形腔室的上端处，且平板块的尺寸与矩形腔室的尺

寸相吻合，平板块的顶面下凹有由上至下渐缩的锥形腔室，此锥形腔室为所述放置凹腔，且

锥形腔室内粘固有与锥形腔室吻合相贴的不锈钢贴块（图中未示出），不锈钢贴块的底部开

设有与漏水孔相吻合连通的连通孔，一体式的放置块6便于盆体1的一次生产制造，同时也

增加放置块6与盆体1之间的整体性，粘固的不锈钢贴块以便于放置肥皂时，肥皂上的水更

容易从漏水孔中流出，使放置块更清洁,不易使肥皂粘固在放置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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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本实用新型再二优选的是：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清洗腔室内设有用于洗衣的搓

洗结构，具体的，前挡板的内侧面与下底板104的内侧面呈平滑过渡并构成一连续向下倾斜

的圆弧面，且圆弧面上凸设有若干沿左右方向延伸的凸棱16，各凸棱16沿前后方向间隔布

置，各凸棱16构成所述搓洗结构，这样的圆弧形面配合凸棱16的设置以便于衣物搓洗时适

应手部的搓动，方便人们在卫生间内对于小衣物(如内衣、毛衣等小件衣物)的清洗，且无需

另外放置搓衣板，搓洗结构和盆体1呈一体式，以便于日常使用，进一步的，位于前挡板上端

的水平支撑板2上开设有两贯穿该水平支撑板2厚度方向的方形孔17，此方形孔17的设置，

以便于老人或者行动不便者将手伸入此方形孔17内握紧以便支撑身体，避免手掌直接支撑

在盆体1上时产生滑动,并方便老人或者残疾人从轮椅中站起来并靠近洗漱盆洗漱同时,位

于与滤水架相对一侧的水平支撑板上开设有供花洒伸入安装的安装孔18,利用此安装孔18

可装能够伸缩的花洒,方便老人或残疾人洗头。

[0031]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并不仅

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技术可以对本实用新型做出各种变形，均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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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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