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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

式阳台柜，属于家居用品技术领域，台面板底部

固定连接有U型支架，U型支架的底部设置有支撑

腿，台面板的一侧设置有洗手池，台面板的上表

面设置有水龙头，通过设有滑槽、滑块、万向轮和

第一排水管，使得拖把池可隐藏在洗手池的下

方，也可抽拉出来使用，当洗过手的水通过第一

排水管流入拖把池内，既节省了空间又节约了水

资源；通过设有除潮箱、加热棒、进气口、排气口、

排气扇和支撑腿，有效防止阳台柜、洗衣机底端

潮湿而发生腐烂，延长了阳台柜和洗衣机的使用

寿命；通过设有沥水池、斜台、沥水条和除潮箱，

使得清洗后的拖把能够快速的沥干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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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包括台面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台面板(1)底

部固定连接有U型支架(2)，所述U型支架(2)的底部设置有支撑腿(3)，所述台面板(1)的一

侧设置有洗手池(4)，所述台面板(1)的上表面设置有水龙头(5)，所述洗手池(4)一侧的外

壁上设置有支撑板(6)，所述支撑板(6)的顶端固定连接在所述台面板(1)的底部，所述支撑

板(6)的底端也设置有所述支撑腿(3)，所述洗手池(4)另一侧的外壁上设置有假门板(7)，

所述假门板(7)上设置有拉手(8)，所述洗手池(4)的下方滑动设置有拖把池(9)，所述拖把

池(9)的底部设置有万向轮(10)，所述拖把池(9)两侧的外壁上均设置有滑块(11)，所述支

撑板(6)和所述U型支架(2)相对的侧面上均设置有与所述滑块(11)相配合的滑槽(12)，所

述洗手池(4)的底部设置有第一排水管(13)，所述第一排水管(13)的一端贯穿所述洗手池

(4)的底部，所述第一排水管(13)的另一端贯穿所述拖把池(9)一侧的外壁并延伸至所述拖

把池(9)的内部，所述第一排水管(13)的下方设置有溢水管(14)，所述溢水管(14)的一端也

贯穿所述拖把池(9)一侧的外壁并延伸至所述拖把池(9)的内部，所述溢水管(14)的另一端

与外界相通，所述拖把池(9)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抽面板(24)，所述抽面板(24)的一侧也设

置有所述拉手(8)，所述拖把池(9)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排水管(15)，所述第二排水管(15)的

一端贯穿所述拖把池(9)的底部，所述第二排水管(1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所述溢水管

(14)的一侧；

所述U型支架(2)一侧的外壁上设置有除潮箱(16)，所述除潮箱(16)的底部也设置有所

述支撑腿(3)，所述除潮箱(16)的内部设置有加热棒(17)，所述除潮箱(16)一侧的内壁上开

设有进气口(18)，所述除潮箱(16)的另一侧内壁上开设有排气口(19)，所述排气口(19)的

一侧设置有排气扇(25)，所述U型支架(2)的一侧外壁上也开设有所述排气口(19)，所述除

潮箱(1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沥水池(20)，所述沥水池(20)的底部内壁上设置有斜台(21)，

所述斜台(21)的上表面设置有沥水条(22)，所述沥水池(20)底部设置有第三排水管(23)，

所述第三排水管(23)的一端贯穿所述沥水池(20)的底部，所述第三排水管(23)的另一端贯

穿所述除潮箱(16)的底部并与外界相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万向轮

(10)为自锁式万向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棒

(17)为螺旋式加热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排

气口(19)的轴心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斜台

(21)的横截面为直角三角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排

水管(13)、所述第二排水管(15)和所述溢水管(14)均为聚丙烯可伸缩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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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属于家居用品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洗衣机早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家用电器，

其不仅能够帮助家人轻松有效的将衣服洗的干干净净，又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但是由于其体积比较大，所以安装选址就稍微让人纠结一些，因为不管摆放在哪里，如果不

用的话露在外面总会影响整体美观。当然对于一些比较挑剔的和对美观有极大追求的业主

来说这是很难被容忍的，为了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满足业主的需求，一些设计师和装修师

傅就会建议业主把洗衣机装在柜子里。将洗衣房设在阳台上，是家庭中常见的设计，特别是

小户型家庭，因为小户型居室通常厨房和卫生间都非常小，再放上洗衣机空间会非常拥挤，

所以阳台是不错之选。

[0003] 目前，大多数的阳台洗衣机柜的一侧都集成了一个洗手池，平时也能细一些小的

衣物，但是洗手池和拖把池大都是单独分开的设备，比较占用空间；当洗过手后的水直接排

放到下水管中，而拖把池在使用时也要重新放水来清洗拖把，这样对水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而且浪费很严重，不符合提倡的节约资源、节约用水；当拖把清洗后本身吸附了大量的水，

无处沥水，只能放在拖把池里面，等到再次使用时，拖把还是湿的，就需要用手拧干，费事还

不卫生，尤其在寒冷的冬季，靠自然晾干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此处用水过于平凡，长期处

于潮湿的状态，影响洗衣机和柜体的寿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克服现有的缺陷，提供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

阳台柜，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洗手池和拖把池大都是单独分开的设备，比较占用空间

的问题；洗过手后的水直接排放到下水管中，而拖把池在使用时也要重新放水来清洗拖把，

水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问题；拖把清洗后无处沥水的问题；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影响洗衣

机和柜体的寿命的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包括台面板，所述台面板底部固定连接有U型

支架，使得阳台柜结构稳固，增加使用寿命，所述U型支架的底部设置有支撑腿，使阳台柜与

地面隔开，放置阳台柜底部长期处于潮湿状态，所述台面板的一侧设置有洗手池，所述台面

板的上表面设置有水龙头，所述洗手池一侧的外壁上设置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顶端固

定连接在所述台面板的底部，所述支撑板的底端也设置有所述支撑腿，所述洗手池另一侧

的外壁上设置有假门板，所述假门板上设置有拉手，增加阳台柜的美观度，所述洗手池的下

方滑动设置有拖把池，所述拖把池的底部设置有万向轮，所述拖把池两侧的外壁上均设置

有滑块，所述支撑板和所述U型支架相对的侧面上均设置有与所述滑块相配合的滑槽，用于

拖把池抽拉时的导向，使抽拉时更加平稳，所述洗手池的底部设置有第一排水管，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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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的一端贯穿所述洗手池的底部，所述第一排水管的另一端贯穿所述拖把池一侧的外

壁并延伸至所述拖把池的内部，使得洗手池与拖把池连通，所述第一排水管的下方设置有

溢水管，所述溢水管的一端也贯穿所述拖把池一侧的外壁并延伸至所述拖把池的内部，所

述溢水管的另一端与外界相通，所述拖把池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抽面板，所述抽面板的一

侧也设置有所述拉手，所述拖把池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排水管，所述第二排水管的一端贯穿

所述拖把池的底部，所述第二排水管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所述溢水管的一侧，使得第二排

水管和溢水管里的水最终通过一个地漏流走；

[0007] 所述U型支架一侧的外壁上设置有除潮箱，所述除潮箱的底部也设置有所述支撑

腿，所述除潮箱的内部设置有加热棒，所述除潮箱的一侧内壁上设置有进气口，所述除潮箱

的另一侧内壁上开设有排气口，所述排气口的一侧设置有排气扇，所述U型支架的一侧外壁

上也开设有所述排气口，所述除潮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沥水池，所述沥水池的底部内壁上

设置有斜台，所述斜台的上表面设置有沥水条，所述沥水池底部设置有第三排水管，所述第

三排水管的一端贯穿所述沥水池的底部，所述第三排水管的另一端贯穿所述除潮箱的底部

并与外界相通。

[0008] 进一步而言，所述万向轮为自锁式万向轮。

[0009] 进一步而言，所述加热棒为螺旋式加热棒。

[0010] 进一步而言，两个所述排气口的轴心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0011] 进一步而言，所述斜台的横截面为直角三角形。

[0012] 进一步而言，所述第一排水管、所述第二排水管和所述溢水管均为聚丙烯可伸缩

软管。

[0013]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通过设有滑槽、滑块、万向轮和第一排水管，使得拖把池可

隐藏在洗手池的下方，也可抽拉出来使用，当洗过手的水通过第一排水管流入拖把池内，既

节省了空间又节约了水资源；通过设有除潮箱、加热棒、进气口、排气口、排气扇和支撑腿，

有效防止阳台柜、洗衣机底端潮湿而发生腐烂，延长了阳台柜和洗衣机的使用寿命；通过设

有沥水池、斜台、沥水条和除潮箱，使得清洗后的拖把能够快速的沥干水份。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正视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正剖视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侧视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侧剖视图a。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侧剖视图b。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局部剖视图。

[0021] 图中标号：1、台面板；2、U型支架；3、支撑腿；4、洗手池；5、水龙头；  6、支撑板；7、假

门板；8、拉手；9、拖把池；10、万向轮；11、滑块；12、滑槽；13、第一排水管；14、溢水管；15、第

二排水管；16、除潮箱；17、加热棒；  18、进气口；19、排气口；20、沥水池；21、斜台；22、沥水

条；23、第三排水管；24、抽面板；25排气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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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

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3] 如图1‑6所示，一种洗衣柜与拖把池一体式阳台柜，包括台面板1，台面板  1底部固

定连接有U型支架2，U型支架2的底部设置有支撑腿3，台面板1的一侧设置有洗手池4，台面

板1的上表面设置有水龙头5，洗手池4一侧的外壁上设置有支撑板6，支撑板6的顶端固定连

接在台面板1的底部，支撑板6的底端也设置有支撑腿3，洗手池4另一侧的外壁上设置有假

门板7，假门板7上设置有拉手8，洗手池4的下方滑动设置有拖把池9，拖把池9的底部设置有

万向轮  10，拖把池9两侧的外壁上均设置有滑块11，支撑板6和U型支架2相对的侧面上均设

置有与滑块11相配合的滑槽12，洗手池4的底部设置有第一排水管13，第一排水管13的一端

贯穿洗手池4的底部，第一排水管13的另一端贯穿拖把池  9一侧的外壁并延伸至拖把池9的

内部，第一排水管13的下方设置有溢水管14，溢水管14的一端也贯穿拖把池9一侧的外壁并

延伸至拖把池9的内部，溢水管  14的另一端与外界相通，拖把池9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抽面

板24，抽面板24 的一侧也设置有拉手8，拖把池9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排水管15，第二排水管

15 的一端贯穿拖把池9的底部，第二排水管1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溢水管14的一侧；

[0024] U型支架2一侧的外壁上设置有除潮箱16，除潮箱16的底部也设置有支撑腿3，除潮

箱16的内部设置有加热棒17，除潮箱16一侧的内壁上开设有进气口  8，除潮箱16的另一侧

内壁上开设有排气口19，排气口19的一侧设置有排气扇  25，U型支架2的一侧外壁上也开设

有排气口19，除潮箱1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沥水池20，除潮箱16内部的一部分热量直接传递

到沥水池20的底部，沥水池  20的底部内壁上设置有斜台21，斜台21是由导热性能良好的材

质制成，斜台  21的上表面设置有沥水条22，沥水池20底部设置有第三排水管23，第三排水

管23的一端贯穿沥水池20的底部，第三排水管23的另一端贯穿除潮箱16的底部并与外界相

通。

[0025] 万向轮10为自锁式万向轮10，实现拖把池9的移动和固定；加热棒17为螺旋式加热

棒17，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有效地延长加热棒17的长度，从而节省了空间，提高了加热效

率；两个排气口19的轴心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保证出风量，提高除潮效果；斜台21的横截面

为直角三角形，方便拖把沥出的水快速排出；第一排水管13、第二排水管15和溢水管14均为

聚丙烯可伸缩软管,耐热、耐腐蚀，表面刚度和抗划痕特性好，经久耐用。

[0026] 本实用新型工作原理：在拖把池9的一侧放置洗衣机，通过台面板1、U型支架2和支

撑板6把洗衣机保护起来，既美观，又实用；当洗过手的水通过第一排水管13流入拖把池9

内，也可直接向拖把池9内放净水，当拖把池9内的水位到达溢水管14的高度时，便通过溢水

管14流出，避免从拖把池9边缘溢出洒落到地面上，当需要清洗拖把时，通过拉手8把拖把池

9拉出，便可清洗拖把，待拖把清洗完后，把拖把池9推回阳台柜里面，节省了不少空间；把拖

把放到沥水池20里，通过斜台21和沥水条22快速把拖把里的大量水份沥掉，然后接通电源，

加热棒17和排气扇25工作，加热棒17加热除潮箱16内部的空气，排气扇25把加热后的空气

通过排气口19排出，在阳台柜和洗衣机的底部流动，很快就能把周围的水份除去，防止阳台

柜、洗衣机底端潮湿而发生腐烂在此过程中外界空气通过进气口8进入除潮箱16内；由于沥

水池20设置在除潮箱16的顶部，除潮箱16内部的热量一部分直接传递到沥水池20的底部，

再经过导热性能较强的斜台21，最终传递到潮湿的拖把上，使拖把里的残留的水份蒸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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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下次使用。

[0027] 以上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还能够对上

述实施方式进行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凡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基础上所作的任何显而易见的改进、替换或变型均属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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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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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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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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