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867813.3

(22)申请日 2018.02.05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810113267.X 2018.02.05

(71)申请人 许崇兰

地址 061000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永济东

路65号3#2-201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51)Int.Cl.

A46B 5/00(2006.01)

A46B 7/04(2006.01)

A46B 11/00(2006.01)

A46B 17/0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便捷式消毒牙刷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便捷式消毒牙刷，包括瓶

盖、牙膏储存筒、旋转控制筒和牙刷储存筒；所述

牙膏储存筒侧壁上设置有容量观察口，所述牙膏

储存筒一端设置有牙膏出口台，牙膏出口台上设

置有分布均匀的出膏孔，所述牙膏储存筒内侧壁

上分布设置有三个限位环，其中中间位置的限位

环下端设置有十五个一号旋转卡扣，所述牙膏储

存筒内设置有固定座，固定座外壁上均匀设置有

十五个二号旋转卡扣、内部底部均匀设置十个卡

环，所述固定座中间设置有螺旋杆；本发明功能

全面，在外出时便于携带，牙膏储存筒能够存储

足够外出时需要的牙膏数量，旋转旋转控制筒挤

压出一次的使用量避免对其余牙膏造成污染，结

构简单、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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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捷式消毒牙刷，包括瓶盖（1）、牙膏储存筒（2）、旋转控制筒（3）、牙刷储存筒

（4）和消毒液雾化器（49），其特征在于：所述牙膏储存筒（2）侧壁上设置有容量观察口（21），

所述牙膏储存筒（2）一端设置有牙膏出口台(22)，牙膏出口台(22)上设置有分布均匀的出

膏孔(23)，所述牙膏储存筒(2)内侧壁上分布设置有三个限位环(24)，其中中间位置的限位

环(24)下端设置有十五个一号旋转卡扣(25)，所述牙膏储存筒(2)内设置有固定座(211)，

固定座(211)外壁上均匀设置有十五个二号旋转卡扣(213)、内部底部均匀设置十个卡环

(212)，所述固定座(211)中间设置有螺旋杆（27），螺旋杆（27）通过杆体上的螺纹（28）在固

定座（211）上下运行，所述螺旋杆（27）一端设置有橡胶压塞（26）、另一端设置有螺旋杆固定

块（29），所述螺旋杆固定块（29）四周各设置有一个固定凹点（210），所述固定座（211）内设

置有旋转座（214），旋转座（214）一端均匀设置十个逆向卡环（217），所述旋转座（214）外壁

上均匀设置有十五个三号旋转卡扣（215），旋转座（214）内设置有压缩弹簧（216）；

所述牙刷储存筒（4）内一端设置有电池间（42），电池间（42）一端连接设置有电机（41），

运行所述牙刷储存筒（4）需要两块电池（44），所述电机（41）上设置有控制器（48），控制器

（48）通过牙刷储存筒（4）设置有控制器按钮（47），所述控制器（48）上设置有消毒液雾化器

（49）和牙刷控制座（412），消毒液雾化器（49）上设置有雾化汽口（410），控制器（48）通过长

弹簧（413）连接控制牙刷控制座（412），所述牙刷控制座（412）一端设置有按钮（414），牙刷

控制座（412）通过按钮弹簧（415）连接控制按钮（414），所述牙刷控制座（412）上设置有大牙

刷柄（416），大牙刷柄（416）通过连接轴（419）连接设置有小牙刷柄（417），所述小牙刷柄

（417）顶端设置有舌苔刷毛（418）和刷毛（420）；

所述牙膏储存筒（2）与旋转控制筒（3）通过两个中间位置的限位环（24）相互卡合连接；

所述旋转控制筒（3）内设置有分布均匀的四个固定板（31）和十五个四号旋转卡扣

（32），所述旋转控制筒（3）外壁上设置有一个限位环（24）；

所述牙刷储存筒（4）顶端设置有第一节筒盖（421）、第二节筒盖（422），所述第一节筒盖

（421）上设置有筒盖凹点（424），第二节筒盖（422）上设置有筒盖凸点（423）和大牙刷柄卡口

（4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捷式消毒牙刷，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间（42）内一端设

置有两个负电极片（43），另一端设置有电池盖（45），所述电池盖（45）设置有两个与负电极

片（43）平行的正电极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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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捷式消毒牙刷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810113267X、  发明创造名称为：成套便捷式消毒牙刷、申

请日为：2018年02月05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日常生活领域，尤其是一种便捷式消毒牙刷。

背景技术

[0003] 近年来，为了环保和卫生安全，人们在外出时通常自行携带洗漱用品。为了便于携

带，现有的洗漱用品虽然也有便捷包装的，但是体积通常比较大，而且比较零散，不便于收

纳，而且，对于牙刷来说，不能有效的保护牙刷刷毛的干净卫生，容易使牙刷沾染大量细菌，

不利于口腔健康，使用者在使用时容易感染口腔疾病。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捷式消毒牙刷，可有效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5]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成套便捷式消毒牙刷，包括瓶盖1、牙膏

储存筒2、旋转控制筒3和牙刷储存筒4；

所述牙膏储存筒2侧壁上设置有容量观察口21，所述牙膏储存筒2一端设置有牙膏出口

台22，牙膏出口台22上设置有分布均匀的出膏孔23，所述牙膏储存筒2内侧壁上分布设置有

三个限位环24，其中中间位置的限位环24下端设置有十五个一号旋转卡扣25，所述牙膏储

存筒2内设置有固定座211，固定座211外壁上均匀设置有十五个二号旋转卡扣213、内部底

部均匀设置十个卡环212，所述固定座211中间设置有螺旋杆27，螺旋杆27通过杆体上的螺

纹28在固定座211上下运行，所述螺旋杆27一端设置有橡胶压塞26、另一端设置有螺旋杆固

定块29，所述螺旋杆固定块29四周各设置有一个固定凹点210，所述固定座211内设置有旋

转座214，旋转座214一端均匀设置十个逆向卡环217，所述旋转座214外壁上均匀设置有十

五个三号旋转卡扣215，旋转座214内设置有压缩弹簧216；

所述牙刷储存筒4内一端设置有电池间42，电池间42一端连接设置有电机41，所述运行

牙刷储存筒4需要两块电池44，所述电机41上设置有控制器48，控制器48通过牙刷储存筒4

设置有控制器按钮47，所述控制器48上设置有消毒液雾化器49和牙刷控制座412，消毒液雾

化器49上设置有雾化汽口410，控制器48通过长弹簧413连接控制牙刷控制座412，所述牙刷

控制座412一端设置有按钮414，牙刷控制座412通过按钮弹簧415连接控制按钮414，所述牙

刷控制座412上设置有大牙刷柄416，大牙刷柄416通过连接轴419连接设置有小牙刷柄417，

所述小牙刷柄417顶端设置有舌苔刷毛418和刷毛420。

[0006] 所述旋转控制筒3内设置有分布均匀的四个固定板31和十五个四号旋转卡扣32，

所述旋转控制筒3外壁上设置有一个限位环24。

[0007] 所述电池间42内一端设置有两个负电极片43，另一端设置有电池盖45，所述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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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45设置有两个与负电极片43平行的正电极片46。

[0008] 所述牙刷储存筒4顶端设置有第一节筒盖421、第二节筒盖422，所述第一节筒盖

421上设置有筒盖凹点424，第二节筒盖422上设置有筒盖凸点423和大牙刷柄卡口411。

[0009] 所述瓶盖1外壁、旋转控制筒3外壁中间、牙刷储存筒4一端均设置有有一圈防滑纹

11。

[0010] 所述瓶盖1与牙膏储存筒2、旋转控制筒3与牙刷储存筒4均通过螺纹旋转啮合。

[0011] 所述牙膏储存筒2与旋转控制筒3通过两个中间位置的限位环24相互卡合连接。

[0012] 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是：功能全面，在外出时便于携带，牙膏储存筒能够存储

足够外出时需要的牙膏数量，旋转旋转控制筒挤压出一次的使用量避免对其余牙膏造成污

染，可拆卸、再组装牙膏储存筒内的配件，对牙膏储存筒进行添加牙膏，可循环利用，减少成

本支出，消毒液雾化器可对舌苔刷毛、刷毛进行消毒，减少细菌的滋生，延长牙刷的使用寿

命，在使用牙刷时，将旋转控制筒反放，方便接水漱口。

[0013] 本发明集合牙膏、牙刷和漱口杯的功能于一体，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立体图。

[0015] 附图2为本发明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3为本发明牙刷储存筒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4为本发明牙膏储存筒内的结构立体图。

[0018] 附图5为本发明牙膏储存筒的结构立体图。

[0019] 附图6为本发明旋转控制筒的结构立体图。

[0020] 附图7为本发明牙刷储存筒的结构立体图。

[0021] 附图8为本发明牙膏储存筒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9为本发明牙刷储存筒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10为本发明固定座的结构立体图。

[0024] 附图11为本发明旋转座的结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1-附图11对本发明做以下详细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瓶盖1、牙膏储存筒2、旋转控制筒3和牙刷储存筒4；

如图2、图4、图5、图8、图10和图11所示，所述牙膏储存筒2侧壁上设置有容量观察口21，

所述牙膏储存筒2一端设置有牙膏出口台22，牙膏出口台22上设置有分布均匀的出膏孔23，

所述牙膏储存筒2内侧壁上分布设置有三个限位环24，其中中间位置的限位环24下端设置

有十五个一号旋转卡扣25，所述牙膏储存筒2内设置有固定座211，固定座211外壁上均匀设

置有十五个二号旋转卡扣213、内部底部均匀设置十个卡环212，所述固定座211中间设置有

螺旋杆27，螺旋杆27通过杆体上的螺纹28在固定座211上下运行，所述螺旋杆27一端设置有

橡胶压塞26、另一端设置有螺旋杆固定块29，所述螺旋杆固定块29四周各设置有一个固定

凹点210，所述固定座211内设置有旋转座214，旋转座214一端均匀设置十个逆向卡环217，

所述旋转座214外壁上均匀设置有十五个三号旋转卡扣215，旋转座214内设置有压缩弹簧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0558710 A

4



216；

如图3、图7和图9所示，所述牙刷储存筒4内一端设置有电池间42，电池间42一端连接设

置有电机41，所述运行牙刷储存筒4需要两块电池44，所述电机41上设置有控制器48，控制

器48通过牙刷储存筒4设置有控制器按钮47，所述控制器48上设置有消毒液雾化器49和牙

刷控制座412，消毒液雾化器49上设置有雾化汽口410，控制器48通过长弹簧413连接控制牙

刷控制座412，所述牙刷控制座412一端设置有按钮414，牙刷控制座412通过按钮弹簧415连

接控制按钮414，所述牙刷控制座412上设置有大牙刷柄416，大牙刷柄416通过连接轴419连

接设置有小牙刷柄417，所述小牙刷柄417顶端设置有舌苔刷毛418和刷毛420。

[0027] 如图6所示，所述旋转控制筒3内设置有分布均匀的四个固定板31和十五个四号旋

转卡扣32，所述旋转控制筒3外壁上设置有一个限位环24。

[0028] 如图3和图9所示，所述电池间42内一端设置有两个负电极片43，另一端设置有电

池盖45，所述电池盖45设置有两个与负电极片43平行的正电极片46。所述牙刷储存筒4顶端

设置有第一节筒盖421、第二节筒盖422，所述第一节筒盖421上设置有筒盖凹点424，第二节

筒盖422上设置有筒盖凸点423和大牙刷柄卡口411。

[0029] 如图1所示，所述瓶盖1外壁、旋转控制筒3外壁中间、牙刷储存筒4一端均设置有有

一圈防滑纹11。所述瓶盖1与牙膏储存筒2、旋转控制筒3与牙刷储存筒4均通过螺纹旋转啮

合。所述牙膏储存筒2与旋转控制筒3通过两个中间位置的限位环24相互卡合连接。

[0030] 在使用时，把牙刷储存筒4旋转拿出，按压打开第一节筒盖421、第二节筒盖422，点

控制按钮414，长弹簧413弹起，带动牙刷控制座412向上运行，直至控制按钮414再次卡住，

再次按压第一节筒盖421、第二节筒盖422关闭，旋转小牙刷柄417至图3状态，牙刷打开完

成，将瓶盖1打开，手握旋转控制筒3旋转，使牙膏缓慢通过的出膏孔23流出，挤牙膏至牙刷

刷毛420上，将瓶盖1关闭，将旋转控制筒3翻转接水漱口。

[0031] 使用完后将牙刷刷毛420清洗干净，收回牙刷储存筒4内，按压控制器按钮47，消毒

液雾化器49内的消毒雾通过雾化汽口410对牙刷刷毛420进行消毒，时间设定为1分钟，消毒

完成，旋转牙刷储存筒4收回旋转控制筒3内。

[0032] 通过容量观察口21观察牙膏的使用情况，若牙膏使用完毕后，将旋转控制筒3从牙

膏储存筒2中拔出，露出螺旋杆27，捏住螺旋杆27向外拔，将固定座211、橡胶压塞26拔出牙

膏储存筒2，向牙膏储存筒2内添加牙膏，以方便下次出行使用。

[0033]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有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4]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案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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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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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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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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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9 页

11

CN 110558710 A

11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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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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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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