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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野营洗漱杯，包括有

杯体，盖合在杯体上部的杯盖，以及设置在杯体

底部的杯座；所述杯体内的空间分割为多个容纳

腔，所述容纳腔包括有放置固体洗漱用品的敞口

腔和多个放置液体洗漱用品的密封腔，密封腔上

部连接有用于挤出所述液体洗漱用品的按压泵；

所述杯盖与所述杯体的上部可拆卸连接，将所述

杯体的敞口腔与所述按压泵的泵头盖合在杯盖

内部；所述杯座与所述杯体的底部可拆卸连接，

用于放置柔性洗漱用品。本实用新型将固体洗漱

用品、液体洗漱用品、以及柔性洗漱用品分别放

置，增加了可携带洗漱用品的类型，提高了洗漱

杯空间的利用率，满足了野营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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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包括有杯体，盖合在杯体上部的杯盖，以及设置在杯

体底部的杯座；

所述杯体内的空间分割为多个容纳腔，所述容纳腔包括有放置固体洗漱用品的敞口腔

和多个放置液体洗漱用品的密封腔，密封腔上部连接有用于挤出所述液体洗漱用品的按压

泵；

所述杯盖与所述杯体的上部可拆卸连接，将所述杯体的敞口腔与所述按压泵的泵头盖

合在杯盖内部；

所述杯座与所述杯体的底部可拆卸连接，用于放置柔性洗漱用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所述杯体内设置有弧形板，所述弧

形板与所述杯体的底部、所述杯体的内壁合围组成敞口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所述敞口腔的底部设置有将所述敞

口腔内放置的所述固体洗漱用品的残留水液流出的透水孔。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所述杯体内还设置有Y形板，所述Y

形板包括设置在中间的中间板和中间板端部连接的两个支板，所述中间板和两个所述支板

的交点在所述杯体的中心处，所述中间板的一端与所述弧形板的中点处连接，所述中间板

的另一端与两个所述支板的一端连接，两个所述支板的另一端与所述杯体的内壁连接，所

述Y形板将所述杯体内的空间分割为三个密封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腔的上端设置有可拆卸密

封盖，所述按压泵与所述可拆卸密封盖连接，所述按压泵的进水管从所述可拆卸密封盖穿

入到所述密封腔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任一所述密封腔内还设置有方形

盒，所述方形盒上端从所述可拆卸密封盖的上端穿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腔内还设置有放置液体洗

漱用品的密封盒，所述密封盒对应所述密封腔设置有三个，所述密封盒与所述密封腔适配，

可从所述密封腔内取出。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所述杯座包括有底板，以及环绕所

述底板外侧的侧板，所述侧板的下侧突出于所述底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的上表面设置有卡环。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野营洗漱杯，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的下表面设置有杯座密

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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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野营洗漱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洗漱用品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野营洗漱杯。

背景技术

[0002] 野营是军事或体育训练的一种项目，用以锻炼成员的体魄和意志。在进行野营时，

需要携带日常使用的洗漱用品，如牙刷、牙膏、洗发液、毛巾等，这些日常使用的洗漱用品的

形态，包括有固体的、液体的以及柔性可折叠的，这就造成在携带时，不便于存放的问题，现

有的旅行用洗漱杯也只能针对存放一种形态的洗漱用品，且空间利用率差，不能满足于野

营的使用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野营洗漱杯，解决现有洗漱杯中只能

存放一种形态的洗漱用品，空间利用率差，不能满足于野营的使用需求的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野营洗漱杯，

包括有杯体，盖合在杯体上部的杯盖，以及设置在杯体底部的杯座；

[0005] 所述杯体内的空间分割为多个容纳腔，所述容纳腔包括有放置固体洗漱用品的敞

口腔和多个放置液体洗漱用品的密封腔，密封腔上部连接有用于挤出所述液体洗漱用品的

按压泵；

[0006] 所述杯盖与所述杯体的上部可拆卸连接，将所述杯体的敞口腔与所述按压泵的泵

头盖合在杯盖内部；

[0007] 所述杯座与所述杯体的底部可拆卸连接，用于放置柔性洗漱用品。

[0008] 优选的，所述杯体内设置有弧形板，所述弧形板与所述杯体的底部、所述杯体的内

壁合围组成敞口腔。

[0009] 优选的，所述敞口腔的底部设置有将所述敞口腔内放置的所述固体洗漱用品的残

留水液流出的透水孔。

[0010] 优选的，所述杯体内还设置有Y形板，所述Y形板包括设置在中间的中间板和中间

板端部连接的两个支板，所述中间板和两个所述支板的交点在所述杯体的中心处，所述中

间板的一端与所述弧形板的中点处连接，所述中间板的另一端与两个所述支板的一端连

接，两个所述支板的另一端与所述杯体的内壁连接，所述Y形板将所述杯体内的空间分割为

三个密封腔。

[0011] 优选的，所述密封腔的上端设置有可拆卸密封盖，所述按压泵与所述可拆卸密封

盖连接，所述按压泵的进水管从所述可拆卸密封盖穿入到所述密封腔内。

[0012] 优选的，任一所述密封腔内还设置有方形盒，所述方形盒上端从所述可拆卸密封

盖的上端穿出。

[0013] 优选的，所述密封腔内还设置有放置液体洗漱用品的密封盒，所述密封盒对应所

述密封腔设置有三个，所述密封盒与所述密封腔适配，可从所述密封腔内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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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所述杯座包括有底板，以及环绕所述底板外侧的侧板，所述侧板的下侧突

出于所述底板。

[0015] 优选的，所述底板的上表面设置有卡环。

[0016] 优选的，所述底板的下表面设置有杯座密封盖。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将杯体内的空间分为放置固体洗漱用品的

敞口腔和放置液体洗漱用品的密封腔，将固体和液体放置在不同的腔内，便于取放固体洗

漱用品，也便于对液体洗漱用品的密封。用杯盖将敞口腔密封和按压泵盖合，能够防止敞口

腔内固体洗漱用品的散落，还能够防止误碰到按压泵的泵头使液体洗漱用品流出。用杯座

将柔性洗漱用品折叠后放置在杯座内，并与杯体底部将柔性洗漱用品盖合。本实用新型将

固体洗漱用品、液体洗漱用品、以及柔性洗漱用品分别放置在不同的位置，增加了可携带洗

漱用品的类型，提高了洗漱杯空间的利用率，满足了野营的使用需求。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根据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根据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去掉杯盖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的竖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根据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的横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根据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放置密封盒和方形盒后的横向剖视结

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根据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密封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根据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杯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根据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卡环内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是根据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杯座的竖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更详

细的说明。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的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以许多不同的

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说明书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

实用新型的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全面。

[0028] 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定义，本说明书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

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本说明书所使用的

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9] 图1显示了本实用新型野营洗漱杯一实施例的结构图。包括有杯体10，盖合在杯体

10上部的杯盖20，以及设置在杯体10底部的杯座30。

[0030] 所述杯体10内的空间分割为多个容纳腔，所述容纳腔包括有放置固体洗漱用品的

敞口腔和多个放置液体洗漱用品的密封腔103，密封腔103上部连接有用于挤出所述液体洗

漱用品的按压泵104。

[0031] 所述杯盖20与所述杯体10的上部可拆卸连接，将所述杯体10的敞口腔与所述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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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104的泵头盖合在杯盖内部。

[0032] 所述杯座30与所述杯体10的底部可拆卸连接，用于放置柔性洗漱用品。

[0033] 本实用新型将杯体10内的空间分为放置固体洗漱用品的敞口腔和放置液体洗漱

用品的密封腔103，将固体和液体放置在不同的腔内，便于取放固体洗漱用品(如牙刷、牙

膏、洗面奶等)，也便于对液体洗漱用品(如洗头液、沐浴液等)的密封。用杯盖20将敞口腔密

封和按压泵104盖合，能够防止敞口腔内固体洗漱用品的散落，还能够防止误碰到按压泵

104的泵头使液体洗漱用品流出。用杯座30将柔性洗漱用品(如毛巾、一次性毛巾、湿巾等)

折叠后放置在杯座30内，并与杯体10底部将柔性洗漱用品盖合。本实用新型将固体洗漱用

品、液体洗漱用品、以及柔性洗漱用品分别放置在不同的位置，提高了洗漱杯空间的利用

率，满足了野营的使用需求。

[0034] 进一步的，所述杯体10、杯盖20和杯座30均为圆柱形。

[0035] 进一步的，如图1所示，所述杯体10的外壁包括有下部的裸露部140和上部的盖合

部150，所述杯盖20与所述杯体10的盖合部150底端螺纹连接，从而便于拆卸。裸露部140的

外径等于杯盖20的外径，盖合部150的外径小于裸露部140的外径，且等于杯盖20的内径，由

此可以将杯体10与杯盖20盖合在一起，且牢固性较高。

[0036] 进一步的，所述杯盖20的高度大于所述盖合部150与所述按压泵104的高度之和，

从而通过杯盖20将盖合部150盖合在杯盖20的空间内。

[0037] 进一步的，如图3所示，所述杯座30的上端设置在杯体10底部的内侧，杯座30上端

的外壁与杯体10底部的内壁螺纹连接，便于拆卸分离。

[0038] 进一步的，如图4所示，所述杯体内设置有弧形板110和Y形板120，Y形板120包括设

置在中间的中间板和中间板端部连接的两个支板，中间板和两个支板的交点在杯体的中心

处，中间板的一端与弧形板110的中点处连接，中间板的另一端与两个支板的一端连接，两

个支板的另一端与杯体10的内壁连接。

[0039] 弧形板110与杯体10的底部、杯体10的内壁合围组成敞口腔。弧形板110与中间板、

Y形板120的一支板、杯体10的底部、杯体10的内壁、可拆卸密封盖1031合围组成一密封腔；

弧形板110与中间板、另一支板、杯体10的底部、杯体10的内壁、可拆卸密封盖1031合围组成

另一密封腔；两个支板与杯体10的底部、杯体10的内壁、可拆卸密封盖1031合围组成另一密

封腔。由此即可通过弧形板110和Y形板120将容纳腔分割为一个敞口腔101，以及和可拆卸

密封盖1031合围成三个密封腔103。

[0040] 进一步的，图4所示，所述敞口腔101的横截面包括有两个弧形边线，即杯体10内壁

的边线和弧形板110的边线，由两个弧形边线组成类似梭形截面的敞口腔101。

[0041] 这就使得两个弧形边线交叉的两个端点之间的距离为敞口腔101的最长距离。由

此即可将牙膏、洗面奶等扁体包装的洗漱用品的底边与敞口腔101的最长距离对应放置在

敞口腔101内，然后还可以在扁体包装的洗漱用品两侧放置牙刷等洗漱用品，提高了对洗漱

杯空间的利用率。

[0042] 进一步的，如图5所示，所述敞口腔101的底部设置有透水孔，用于将敞口腔101内

放置的固体洗漱用品的残留水液流出。

[0043] 进一步的，如图6所示，所述任一密封腔103内还设置有方形盒102，方形盒102上端

从可拆卸密封盖1031的上端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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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进一步的，所述方形盒102的横截面为方框形，在方形盒102内可以放置方形的梳

子等洗漱用品。

[0045] 进一步的，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密封腔103的上端为可拆卸密封盖1031，所述按

压泵104与所述可拆卸密封盖1031连接，且所述按压泵104的进水管从可拆卸密封盖1031穿

入到密封腔103内。使液体洗漱用品进入到进水管内，然后通过按压泵104挤出。

[0046] 所述密封腔103内可以分别放置沐浴液、洗头液、保湿液。能够满足也野营的日常

需要。

[0047] 进一步的，如图4和图5所示，所述密封腔103内还设置有放置液体洗漱用品的密封

盒1032，密封盒1032对应密封腔103设置有三个。所述密封盒1032与所述密封腔103适配，可

从密封腔103内便捷取出。

[0048] 并且通过可拆卸密封盖1031可以将密封盒1032从上方取出，当可拆卸密封盖1031

打开时，可将密封盒1032从密封腔103中取出，可以对密封盒1032进行清洗或者向密封盒

1032内输入液体洗漱用品，清洗或者输入液体洗漱用品后，将密封盒1032放入到密封腔103

内，然后使用可拆卸密封盖1031将密封盒1032盖合在密封腔103内，继续使用。

[0049] 进一步的，如图6所示，所述密封盒1032为整体的密封的中空结构，密封盒1032上

端开设有供进水管穿过的孔，进水管与密封盒1032连接的孔处为密封连接。避免液体洗漱

用品外流。

[0050] 进一步的，所述密封盒1032的材料为透明塑料，所述杯体10外壁还设置有观察窗

130，通过观察窗130能够观察到密封盒1032内液体洗漱用品的余量。

[0051] 当设置密封盒1032时，观察窗130可以是在杯体上开口观测密封盒1032，这种情况

下，不设置密封盒1032时，密封腔103无法继续使用。还可以在杯体10上设置透明塑料或透

明玻璃，使用透明塑料或透明玻璃与杯体10密封连接，这种情况下，即使不使用密封盒

1032，同样可以向密封腔103内输入液体洗漱用品，不影响密封腔103的正常使用，在不影响

密封腔103使用的情况下还能够观测密封腔103内的密封盒1032。

[0052] 进一步的，所述密封盒1032的总容量小于100毫升，便于乘坐飞机携带。

[0053] 进一步的，所述观察窗130的两侧还可以设置刻度，用于标注液体洗漱用品的余

量。

[0054] 进一步的，如图7所示，所述杯座30包括有底板310，以及环绕底板310外侧的侧板

320，侧板320的下侧突出于所述底板310。

[0055] 进一步的，如图7所示，所述底板310的上表面设置有卡环330，用于放置香皂等固

体洗漱用品。

[0056] 进一步的，如图7所示，所述卡环330两侧设置有缺口，便于将卡环330内的洗漱用

品取出。

[0057] 进一步的，如图7所示，所述卡环330上端还设置有卡环密封盖340，用于密封卡环

330内的固体洗漱用品。

[0058] 进一步的，如图7所示，所述卡环330为圆环状，所述卡环330的直径小于杯座30内

壁的直径。可以将毛巾、一次性毛巾或片装湿巾等柔性洗漱用品环绕在卡环330与杯座30内

壁之间的空间内。

[0059] 所述杯座30的底板310上设置有使水液排出的通孔，将杯座30放置在洗漱盆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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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香皂时，可以将香皂放置在卡环330内，香皂上的水液即可从卡环330内下方的通孔

流出到洗漱盆内，同样毛巾上的水液可以从卡环330与杯座30内壁之间的下方空间内流出

到洗漱盆内。能够避免残留的水液存留在杯座30内。

[0060] 进一步的，如图7所示，所述卡环330内侧的底板310上表面设置有凸起350。凸起

350能够防止香皂粘结在底板310上，便于香皂的拿取。

[0061] 进一步的，如图7和图8所示，所述卡环330的高度小于杯座30侧板320的高度，能够

便于将毛巾、一次性毛巾或片装湿巾等柔性洗漱用品放置在卡环330的上侧。

[0062] 进一步的，如图9所示，所述侧板320的底端突出于所述底板310的下表面，使突出

的底板310和所述底板310的下表面形成凹槽。

[0063] 进一步的，如图9所示，在所述凹槽内放置杯座密封盖360，所述杯座密封盖360与

所述凹槽的内壁过盈配合，且材料为橡胶材料。能够将杯座30的底部盖合，防止在携带洗漱

杯时，杯座30内残留的水液从杯座30内流出而浸湿行李包等。

[0064] 进一步的，如图9所示，所述杯座密封盖360的内壁上设置有镜子370，便于使用。

[0065] 由此可见，本实用新型将牙膏、牙刷等固体洗漱用品放置在敞口腔101内，将梳子

放置在方形盒102内，将沐浴液、洗头液、保湿液等液体洗漱用品分别放置在密封盒1032内，

将香皂放置在卡环330内，将毛巾等柔性洗漱用品放置在杯座30内，将镜子放置在杯座密封

盖360上，由此能够充分携带不同形态的日常洗漱用品，充分利用了洗漱杯的容纳空间，使

洗漱杯能够满足于野营的需要。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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