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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宠物烘干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烘干装置，特别是涉 

及一种宠物烘干装置。一种宠物烘干装置，它包 

上盖和下箱体，上盖内设置有微处理器，上盖是 

设有触摸屏，下箱体包括PTC加热器、涡轮风机、 

送风通道、温度传感器、通风口、烘干室、毛发收 

集仓、送风室，所述PTC加热器和涡轮风机设置在 

下箱体一侧的风机室，风机室的出风口设置涡轮 

风机，风机室的回风口设置PTC加热器，风机室的 

两个出风口处连接送风通道。本实用新型易于使 

用、清洗和消毒，安全性和舒适度高，具有节能、 

方便收集宠物毛发的特点，利于使用者操纵和清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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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上盖和下箱体，上盖内设置有微处理器，上盖 

上设有触摸屏，下箱体包括PTC加热器、涡轮风机、送风通道、温度传感器、通风口，所述PTC 
加热器和涡轮风机设置在下箱体一侧的风机室，风机室的出风口设置涡轮风机，风机室的 

回风口设置PTC加热器，风机室的出风口处连接送风通道，送风通道上端连接第一格栅，第 

一格栅周向连接在风机室一侧的外侧壁和下箱体的内壁上;风机室外壁、下箱体和第一格 

栅之间形成送风室，第一格栅上部的下箱体上设置有防护门，风机室上设置有用于防止宠 

物进入的第三格栅，第三格栅的外壁、第一格栅上面、防护门和上盖之间形成烘干室；下箱 

体内壁、第二格栅、第三格栅和上盖之间形成毛发收集仓。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烘干室内设有烘干室照明 

灯和紫外线臭氧消毒灯。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微处理器分别连接PTC加热 

器、涡轮风机、触摸屏、温度传感器、烘干室照明灯和紫外线臭氧消毒灯。

4. 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PTC加热器的入口处设 

置有法兰，法兰上设置有过滤棉，过滤棉上设置有所述第二格栅。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门上设置有用于宠物 

呼吸的通风口，防护门上设置有用于打开防护门的把手。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下箱体靠近风机室一侧设 

置有后门。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盖两侧设置有散热孔，上 
盖和下箱体之间活动连接。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送风通道通过连接板连接 

在抽屉的拉门上，抽屉拉门为外箱体的下部面板，送风通道的底板也是抽屉的底面板;两块 

侧板、送风通道和拉门构成了送风室抽拉式整体结构。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门采用亚格力板。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微处理器采用单片机 

CC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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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宠物烘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烘干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宠物烘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多。大部分家庭养的宠物是猫 

和狗一类的长毛宠物，因为这类宠物的毛发一旦弄脏了以后很容易滋生各种细菌和寄生 

虫，影响宠物自身健康的同时还会影响主人的健康。所以一般家庭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宠 

物进行清洗，但是由于长毛宠物洗完澡之后潮湿的毛发会使得宠物觉得难受，本能地甩动 

毛发，弄脏家里的同时宠物本身也容易生病。

[0003]目前采用的办法一般是在宠物洗完澡之后用吹风机将宠物的毛发烘干，操作过程 

中由于吹风机的风热程度宠物不能适应，且无法与人沟通，从而造成宠物不配合烘干毛发 

的过程，情况严重时，还会抓伤甚至咬伤人。

发明内容

[0004]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宠物 

烘干装置，该宠物烘干装置可以为宠物烘干提供适当的温度，且整个过程不会造成毛发乱 

飞的现象发生。

[0005]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主要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种宠物烘干装置，它包括上盖和下箱体，上盖内设置有微处理器，上盖上设有触 

摸屏，下箱体包括PTC加热器、涡轮风机、送风通道、温度传感器、通风口，所述PTC加热器和 

涡轮风机设置在下箱体一侧的风机室，风机室的出风口设置涡轮风机，风机室的回风口设 

置PTC加热器，风机室的出风口处连接送风通道，送风通道上端连接第一格栅，第一格栅周 

向连接在风机室一侧的外侧壁和下箱体的内壁上;风机室外壁、下箱体和第一格栅之间形 

成送风室，第一格栅上部的下箱体上设置有防护门，风机室上设置有用于防止宠物进入的 

第三格栅，第三格栅的外壁、第一格栅上面、防护门和上盖之间形成烘干室；下箱体内壁、第 

二格栅、第三格栅和上盖之间形成毛发收集仓。

[0007]上述的烘干室内设有烘干室照明灯和紫外线臭氧消毒灯。

[0008] 上述的微处理器分别连接PTC加热器、涡轮风机、触摸屏、温度传感器、烘干室照明 

灯和紫外线臭氧消毒灯。

[0009] 上述的PTC加热器的入口处设置有法兰，法兰上设置有所述过滤棉，所述过滤棉上 

设置有所述第二格栅。

[0010]上述的防护门上设置有用于宠物呼吸的通风口，防护门上设置有用于打开防护门 

的把手。

[0011]上述的下箱体靠近风机室一侧设置有后门。

[0012]上述的上盖两侧设置有散热孔，上盖和下箱体之间活动连接。

[0013] 上述的送风通道通过连接板连接在抽屉的拉门上，抽屉拉门为外箱体的下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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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送风通道的底板也是抽屉的底面板;两块侧板、送风通道和拉门构成了送风室抽拉式整 

体结构。

[0014]上述的防护门采用亚格力板。

[0015]上述的微处理器采用单片机CC2530。

[0016]本实用新型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优点：

[0017]本实用新型通过采用可开启上盖结构，使得箱体易于使用、清洗和消毒;防护门和 

通风口的设计增强了设备的使用安全性能，使烘干室与外界导通，提高宠物烘干期间的舒 

适度;涡轮风机、送风通道、烘干室和毛发收集仓的设计构成了循环风系统，具有节能、方便 

收集宠物毛发的特点，利于使用者操纵和清洁，本实用新型可以广泛用于宠物烘干领域。

附图说明

[0018]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0]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1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控制结构方框图。

[0023] 图中，101、上盖，102、下箱体，103、微处理器，104、散热孔，105、PTC加热器，106、 

涡轮风机，107、送风通道，108、第一格栅，109、法兰，110、过滤棉，111、第二格栅，112、防护 

门，113、通风口，114、第三格栅，115、后门，118、触摸屏，119、温度传感器，120、烘干室照明 

灯，121、紫外线臭氧消毒灯，200、风机室。

具体实施方式

[0024]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宠物烘干装置包括上盖101和下箱体102,二者之间 

活动连接，例如采用折页等将二者结合成一体。

[0026] 上盖101内设置有微处理器103,上盖101两侧设置有若干散热孔104,用于防止微 

处理器103过热进行散热，上盖101上设有触摸屏118。

[0027] 如图3所示，下箱体102包括PTC加热器105、涡轮风机106、送风通道107、第一格栅 

108、法兰109、过滤棉110、第二格栅111、防护门112、通风口 113、第三格栅114和后门115。 

[0028] PTC加热器105和涡轮风机106设置在下箱体102—侧的风机室200内，风机室200的 

出风口设置有涡轮风机106，风机室的回风口设置有PTC加热器105，用于针对宠物烘干提供 

热源和风源。

[0029] 如图3所示，风机室的出风口处连接送风通道107，送风通道107上端连接第一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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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送风通道107通过连接板连接在抽屉的拉门上，抽屉拉门为外箱体102的下部面板，送 

风通道107的底板也是抽屉的底面板;两块侧板、送风通道107和拉门构成了送风室抽拉式 

整体结构，送风室既可以用于通风又兼具收集宠物排珊物的功能。送风通道107的中间设置 

有两块导流板和一块挡风板，两块导流板和一块挡风板安装在抽屉的侧壁上，将送风通道 

分隔成两个出风通道;第一格栅108用于放置待烘干宠物，第一格栅108周向连接在风机室 

200—侧的外侧壁和下箱体102的内壁上。风机室200外壁、下箱体102和第一格栅108之间形 

成送风室，用于针对宠物从下至上吹风。PTC加热器105的入口处设置有法兰109,法兰109上 

设置有过滤棉1W，过滤棉1W上设置有第二格栅111。

[0030] 第一格栅108上部的下箱体102上设置有防护门112,且防护门112上设置有用于宠 

物呼吸的通风口 113,且防护门112上设置有用于打开防护门的把手。

[00311风机室200上设置有第三格栅114,用于防止宠物进入，第三格栅114的外壁、第一 

格栅108上面、防护门112和上盖101之间形成烘干室，用于烘干宠物毛发。烘干室内设有烘 

干室照明灯120和紫外线臭氧消毒灯121。

[0032]下箱体102内壁、第二格栅111、第三格栅114和上盖101之间形成毛发收集仓，用于 

清理吸附在过滤棉110上的宠物毛发。

[0033] 下箱体102靠近风机室200—侧设置有后门115，通过打开后门115，清理风机室和 

毛发收集仓。

[0034] 如图4所示，微处理器103分别连接PTC加热器105、涡轮风机106、触摸屏118、温度 

传感器119、烘干室照明灯120和紫外线臭氧消毒灯121。

[0035] 上述通过该触摸屏118进行设定温度、宠物烘干时间、消毒运行时间和产品运行数 

据统计的设定（此为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的技术常识，故不再详述）。

[0036]上述实施例中，下箱体102可以采用包括但不限于正方体，在此不做限定。

[0037]上述实施例中，风干室的防护门112可以采用但不限于亚格力板。通过防护门于外 

界连通的多孔防护门112，能够保证烘干室内的空气新鲜，宠物舒适性得到提高。

[0038]上述实施例中，微处理器103可以采用单片机CC2530。

[0039] 本实用新型工作时：

[0040] 1）通过触摸屏118进行宠物烘干时间、风速和温度的设定，其中烘干时间和温度的

设定根据清洗人员的经验而定；

[0041]清洗人员在触摸屏118上设定温度之后，温度传感器119采集

[0042] 箱体100温度与设定温度进行比较，从而控制PTC加热器105的运行和停止，从而达 

到出风温度设定，温度差在±0.5度。微处理器103达到温度恒定±0.5度，烘干运行和消毒 

运行，时间自动控制；

[0043] 2）烘干室照明灯120亮，涡轮风机106吹出的风经过送风通道107均匀吹向第一格

栅108上的宠物，回转到PTC加热器105进行温度加热；

[0044] 3）经过烘干室的风经过涡轮风机106抽回，形成循环风；

[0045] 4）风中的毛发经过过滤棉110进行过滤，定期开上盖101或后门115进行清理。

[0046] 5）烘干完成之后开启紫外线臭氧消毒灯121针对箱体100内进行消毒。

[0047]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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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 

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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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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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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