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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

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包括座体、砂盆、添砂装置以

及废砂收集装置，座体的上端设有第一腔体、第

二腔体；砂盆尾端嵌入第一腔体并与之转动连

接，砂盆前端是与滚珠相互滑动连接；砂盆内设

有过滤板、废砂排放口、气孔、除味装置；添砂装

置包括固定设置于座体的砂箱、设置于砂箱底部

的电控阀门、连通砂箱与砂盆的伸缩管；废砂收

集装置包括箱体、伸出块，箱体设置于第二腔体

内并与之滑动连接，箱体与第二腔体开口处设有

密封垫。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

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

单、使用方便、智能化程度高、除味效果好等优

点，有效解决现有宠物砂盆需要人工清理和添砂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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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其特征在于：包括座体(1)、砂盆(2)、添

砂装置(3)以及废砂收集装置(4)，所述座体(1)的上端设有第一腔体(11)，座体(1)的下端

设有第二腔体(12)；所述的第二腔体(12)内设有集成无线发射装置的控制器(121)，并在第

一腔体(11)、第二腔体(12)之间的隔板上设有相互连通的通槽(13)；

所述的通槽(13)上设有向内凹陷形成的第一滑槽，第一滑槽内滑动连接有碳素结构钢

制成的滑块(131)，滑块(131)的上端是伸出通槽(13)，通槽(13)的一端固定设置有磁铁

(132)，通槽(13)的另一端折叠设置有用于隔绝气味的隔离板(133) ,隔离板(133)的两端分

别与通槽(13)的内壁、滑块(131)相互连接；

所述的砂盆(2)是正面具有开口的空心球体结构，砂盆(2)的背面固定设置有转轴

(24)，砂盆(2)前端外侧壁面设有第二滑槽(22)；所述的砂盆(2)嵌入第一腔体(11)，转轴

(24)通过轴承与第一腔体(11)的壁面相互转动连接，固定设置在第一腔体(11)内腔壁面的

电机(25)与转轴(24)相互传动连接；所述的第一腔体(11)内腔壁面固定设置有支撑座

(26)，支撑座(26)上端设置有滚珠(261)，支撑座(26)下端设置有压力传感器(262)，所述的

第二滑槽(22)是与滚珠(261)相互滑动连接；

所述的砂盆(2)内设有过滤板(29)、废砂排放口(28)，废砂排放口(28)上设置有凸块

(281)，凸块(281)在砂盆(2)转动时与滑块(131)抵接；所述过滤板(29)的下端设有若干用

于过滤砂粒的网孔(291) ,过滤板(29)将砂盆(2)内腔分割出一个临时存放可用砂粒的腔

体，不可用的废砂则由废砂排放口(28)排入通槽(13)；

所述的砂盆(2)顶部设有气孔(21)，砂盆(2)内腔固定设置有与气孔(21)  对正的除味

装置(27)；所述的除味装置(27)包括上盖板(271)、下盖板(272)，上盖板(271)、下盖板

(272)围成一空腔，空腔由隔板(273)分割为第三腔体(274)、第四腔体(275)，第三腔体

(274)内填充有气味吸附介质，第四腔体(275)内设置有向第三腔体(274)送风的风扇

(276)；

所述的添砂装置(3)包括固定设置于座体(1)的砂箱(30)、设置于砂箱(30)底部的电控

阀门(31)、连通砂箱(30)与砂盆(2)的伸缩管(32)；

所述的废砂收集装置(4)包括一个具有上开口用于收集废砂的箱体(41)、用于方便宠

物攀爬的伸出块(42)，箱体(41)设置于第二腔体(12)内并与之滑动连接，箱体(41)与第二

腔体(12)开口处设有密封垫(4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砂盆(2)开口处设有用于防止砂粒外溅射的外伸网板(23) ,外伸网板(23)悬空设置于砂

盆(2)的内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第三腔体(274)内填充的气味吸附介质由滤网或者滤布包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上盖板(271)、下盖板(272)、隔板(273)是由网板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上盖板(271)与砂盆(2)接触面为弧形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砂盆(2)内设有红外接近传感器(201)、温湿度传感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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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电控阀门(31)包括壳体(311)、折叠板(313)、连杆(314)、固定设置于壳体(311)上的电动

缸(315)，折叠板(313)包括一根铰轴(3131) 以及对称铰接于铰轴(3131)上的两块铰接板

(3132)，壳体(311)内设有方形阶梯孔(312)，折叠板(313)与方形阶梯孔(312)相互抵接，连

杆(314)的中部与壳体(311)相互铰接，连杆(314)的两端分别与电动缸(315)、折叠板(313)

相互铰接。

8.根据权利要求1、6、7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

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器(121)是与红外接近传感器(201)、温湿度传感器(20)、电机

(25)、电动缸(315)、压力传感器(262)、风扇(276)相互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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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家居设备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

宠物砂盆。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饲养宠物。但随之

而来的不仅是宠物所带来的欢乐、情感的慰藉，宠物的生活也给饲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比

如宠物的饮食、排泄等。砂盆是供宠物大小便之用，砂盆内设有砂堆，现有技术中的砂盆，在

清理的时候，需要人用铲子将结块的猫砂挖出，不便于饲养人的清理，猫砂中散发的气味也

会污染周围的空气，宠物进出砂盆也会将砂粒溅出，需要经常打扫砂盆周围的地面，随着砂

粒的减少，饲主还需要随时添加，费时费力十分麻烦。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克服上述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智能

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智能化程度高、除

味效果好等优点，有效解决现有宠物砂盆需要人工清理和添砂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

的宠物砂盆，包括座体、砂盆、添砂装置以及废砂收集装置，所述座体的上端设有第一腔体，

座体的下端设有第二腔体；所述的第二腔体内设有集成无线发射装置的控制器，并在第一

腔体、第二腔体之间的隔板上设有相互连通的通槽；

[0005] 所述的通槽上设有向内凹陷形成的第一滑槽，第一滑槽内滑动连接有碳素结构钢

制成的滑块，滑块的上端是伸出通槽，通槽的一端固定设置有磁铁，通槽的另一端折叠设置

有用于隔绝气味的隔离板,隔离板的两端分别与通槽的内壁、滑块相互连接；

[0006] 所述的砂盆是正面具有开口的空心球体结构，砂盆的背面固定设置有转轴，砂盆

前端外侧壁面设有第二滑槽；所述的砂盆嵌入第一腔体，转轴通过轴承与第一腔体的壁面

相互转动连接，固定设置在第一腔体内腔壁面的电机与转轴相互传动连接；所述的第一腔

体内腔壁面固定设置有支撑座，支撑座上端设置有滚珠，支撑座下端设置有压力传感器，所

述的第二滑槽是与滚珠相互滑动连接；

[0007] 所述的砂盆内设有过滤板、废砂排放口，废砂排放口上设置有凸块，凸块在砂盆转

动时与滑块抵接；所述过滤板的下端设有若干用于过滤砂粒的网孔,过滤板将砂盆内腔分

割出一个临时存放可用砂粒的腔体，不可用的废砂则由废砂排放口排入通槽；

[0008] 所述的砂盆顶部设有气孔，砂盆内腔固定设置有与气孔对正的除味装置；所述的

除味装置包括上盖板、下盖板，上盖板、下盖板围成一空腔，空腔由隔板分割为第三腔体、第

四腔体，第三腔体内填充有气味吸附介质，第四腔体内设置有向第三腔体送风的风扇；

[0009] 所述的添砂装置包括固定设置于座体的砂箱、设置于砂箱底部的电控阀门、连通

砂箱与砂盆的伸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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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废砂收集装置包括一个具有上开口用于收集废砂的箱体、用于方便宠物攀

爬的伸出块，箱体设置于第二腔体内并与之滑动连接，箱体与第二腔体开口处设有密封垫。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砂盆开口处设有用于防止砂粒外溅射的外伸网板,外伸网板悬

空设置于砂盆的内壁上。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三腔体内填充的气味吸附介质由滤网或者滤布包裹。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上盖板、下盖板、隔板是由网板制成。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上盖板与砂盆接触面为弧形结构。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砂盆内设有红外接近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电控阀门包括壳体、折叠板、连杆、固定设置于壳体上的电动缸，

折叠板包括一根铰轴以及对称铰接于铰轴上的两块铰接板，壳体内设有方形阶梯孔，折叠

板与方形阶梯孔相互抵接，连杆的中部与壳体相互铰接，连杆的两端分别与电动缸、折叠板

相互铰接。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控制器是与红外接近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电机、电动缸、压力

传感器、风扇相互电性连接。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包括座体、

砂盆、添砂装置以及废砂收集装置，砂盆旋转安装于座体上，通过旋转自身将不再可用的废

砂过滤并倒入废砂收集装置，废砂收集装置设有多处密封结构防止异味向外扩散，砂盆本

身也设有除味装置除去异味，添砂装置通过伸缩管与砂盆连接，添砂装置内部装有若干备

用砂粒，随着砂盆内砂粒的减少自动向砂盆添加若干砂粒，而控制器整体控制各机构的运

行；其结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智能化程度高、除味效果好等优点，有效解决现

有宠物砂盆需要人工清理和添砂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主视整体结构

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左视整体结构

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侧面剖面结构

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正面剖面结构

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通槽结构示意

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通槽剖面结构

示意图；

[0026] 图7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支撑座结构示

意图；

[0027] 图8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除味装置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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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电控阀门剖面

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0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折叠板结构

示意图；

[0030] 图1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的废砂收集装

置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中标记分述如下:1、座体，11、第一腔体，12、第二腔体，121、控制器，13、通槽，

131、滑块，132、磁铁，133、隔离板，2、砂盆，20、温湿度传感器，201、红外接近传感器，21、气

孔，22、第二滑槽，23、外伸网板，24、转轴，25、电机，26、支撑座，261、滚珠，262、压力传感器，

27、除味装置，  271、上盖板，272、下盖板，273、隔板，274、第三腔体，275、第四腔体，276、风

扇，28、废砂排放口，281、凸块，29、过滤板，291、网孔，3、添砂装置，  30、砂箱，31、电控阀门，

311、壳体，312、方形阶梯孔，313、折叠板，3131、铰轴，3132、铰接板，314、连杆，315、电动缸，

32、伸缩管，4、废砂收集装置，41、箱体，42、伸出块，43、密封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

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实用新型有关的构成。

[0033] 如图1、图2所示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包括座体1、砂盆2、

添砂装置3以及废砂收集装置4。

[0034] 如图3、图4所示，所述座体1的上端设有第一腔体11，座体1的下端设有第二腔体

12；所述的第二腔体12内设有集成无线发射装置的控制器121，并在第一腔体11、第二腔体

12之间的隔板上设有相互连通的通槽13。

[0035] 如图5、图6所示，所述的通槽13上设有向内凹陷形成的第一滑槽，第一滑槽内滑动

连接有碳素结构钢制成的滑块131，滑块131的上端是伸出通槽13，通槽13的一端固定设置

有磁铁132，通槽13的另一端折叠设置有用于隔绝气味的隔离板133,隔离板133的两端分别

与通槽13的内壁、滑块131相互连接。

[0036] 在一种实施例中，隔离板133由柔性橡胶板或者硅胶板折叠制成。

[0037]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所述的砂盆2是正面具有开口的空心球体结构，砂盆2的

背面固定设置有转轴24，砂盆2前端外侧壁面设有第二滑槽22；所述的砂盆2嵌入第一腔体

11，转轴24通过轴承与第一腔体11的壁面相互转动连接，固定设置在第一腔体11内腔壁面

的电机25与转轴24相互传动连接；所述的第一腔体11内腔壁面固定设置有支撑座26，如图7

所示，支撑座26上端设置有滚珠261，支撑座26下端设置有压力传感器262，所述的第二滑槽

22  是与滚珠261相互滑动连接；滚珠261在砂盆2下方应均匀对称设置，以免砂盆2旋转时受

力不均而发生偏移；在一种实施例中，滚珠261可由圆弧形导轨替换，凡是能将砂盆2支撑起

来并可相互转动即可。

[0038] 所述的砂盆2内设有过滤板29、废砂排放口28，废砂排放口28上设置有凸块281，凸

块281在砂盆2转动时与滑块131抵接；所述过滤板29的下端设有若干用于过滤砂粒的网孔

291,过滤板29将砂盆2内腔分割出一个临时存放仍然可以使用的砂粒的腔体，不可用的废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210328886 U

6



砂则由废砂排放口28排入通槽13；

[0039] 所述的砂盆2顶部设有气孔21，砂盆2内腔固定设置有与气孔21对正的除味装置

27。

[0040] 如图8所示，所述的除味装置27包括上盖板271、下盖板272，上盖板271、下盖板272

围成一空腔，空腔由隔板273分割为第三腔体274、第四腔体275，第三腔体274内填充有气味

吸附介质，第四腔体275内设置有向第三腔体274  送风的风扇276。

[0041] 所述的添砂装置3包括固定设置于座体1的砂箱30、设置于砂箱30底部的电控阀门

31、连通砂箱30与砂盆2的伸缩管32。

[0042] 如图3、图11所示，所述的废砂收集装置4包括一个具有上开口用于收集废砂的箱

体41、用于方便宠物攀爬的伸出块42，箱体41设置于第二腔体12内并与之滑动连接，箱体41

与第二腔体12开口处设有密封垫43用于隔绝气味。

[0043] 当砂盆2旋转时，砂盆2内的砂粒经过滤板29的过滤，将仍可使用的砂粒存入滤板

29分割出来的临时储存腔体，不可用的砂粒则由废砂排放口28排出，废砂排放口上的凸块

281将滑块131顶开，废砂通过通槽13进入废砂收集装置  4，当砂盆2再次旋转复位时，滑块

131在磁铁132的引力作用下拉动隔离板133  将通槽13密封防止气味外溢。同时压力传感器

262检测到砂量减少，则通过打开电控阀门31向砂盆内添加砂粒。在一种可能的实施例中，

砂箱30内腔底部设有用于感应砂箱30内砂粒量的与控制器相连的压力传感器，相应的还应

设置与控制器相连的声音和/或视觉提醒设备，如扬声器、指示灯等。

[0044] 在如图3所示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的砂盆2开口处设有用于防止砂粒外溅射的外

伸网板23,外伸网板23悬空设置于砂盆2的内壁上，外溅的砂粒从外伸网板23漏下，沿着砂

盆2的内壁落回到砂盆内。

[0045] 在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的第三腔体274内填充的气味吸附介质由滤网或者滤布包

裹，防止气味吸附介质掉落污染砂粒。

[0046] 在如图8所示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的上盖板271、下盖板272、隔板273  是由网板

制成。

[0047] 在如图8所示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的上盖板271与砂盆2接触面为弧形结构。

[0048] 在如图4所示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的砂盆2内设有红外接近传感器201、温湿度传

感器20。红外接近传感器201用于检测是否有宠物正在靠近或者使用砂盆，避免对宠物造成

伤害或者惊吓；温湿度传感器20用于检测砂盆内的温湿度，及时排除砂盆2内的湿气和高

温，使得砂盆2内的环境更舒适。

[0049] 在如图9、图10所示的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的电控阀门31包括壳体311、折叠板313、

连杆314、固定设置于壳体311上的电动缸315，折叠板313包括一根铰轴3131以及对称铰接

于铰轴3131上的两块铰接板3132，壳体311内设有方形阶梯孔312，折叠板313与方形阶梯孔

312相互抵接，连杆314的中部与壳体311相互铰接，连杆314的两端分别与电动缸315、折叠

板313相互铰接。电控阀门31打开时，电动缸315通过连杆314将折叠板313拉起，砂粒落下；

电控阀门31关闭时，电动缸通过连杆314将折叠板313放下，折叠板313在砂粒的压力作用和

方形阶梯孔312的支撑作用下形成自锁。

[0050] 在一种实施例中，所述的控制器121是与红外接近传感器201、温湿度传感器20、电

机25、电动缸315、压力传感器262、风扇276相互电性连接，控制器121通过无线连接设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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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设备连接，且控制器与外部电源连接。

[0051]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智能自清洁电动除味添砂的宠物砂盆，包括座体、砂盆、添

砂装置以及废砂收集装置，砂盆旋转安装于座体上，通过旋转自身将不再可用的废砂过滤

并倒入废砂收集装置，废砂收集装置设有多处密封结构防止异味向外扩散，砂盆本身也设

有除味装置除去异味，添砂装置通过伸缩管与砂盆连接，添砂装置内部装有若干备用砂粒，

随着砂盆内砂粒的减少自动向砂盆添加若干砂粒，而控制器整体控制各机构的运行；其结

构合理，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智能化程度高、除味效果好等优点，有效解决现有宠物砂

盆需要人工清理和添砂的问题。

[0052] 以上述依据本实用新型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

员完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实用新型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实

用新型的技术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

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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