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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烘衣箱，包括烘干箱和设

于所述烘干箱一侧的集水箱，所述烘干箱侧壁上

设有风箱，所述烘干箱内设有与所述风箱相通的

第三输气管，所述第三输气管一端设有隔板，所

述隔板内设有第一储气腔，所述第一储气腔侧壁

上设有多个第一出气孔；所述烘干箱内还设有用

于悬挂衣架的支撑杆；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箱

内设有水箱，所述水箱内设有加热管，所述烘干

箱顶部设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内设有与所述水

箱相通的第二储气腔，所述第二储气腔侧壁上设

有出气口，所述烘干箱侧壁上设有与所述出气口

相配合的第四输气管，所述第四输气管一端插设

于所述集水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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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烘衣箱，包括烘干箱(1)和设于所述烘干箱(1)一侧的集水箱(2)，所述烘干箱

(1)侧壁上设有风箱(15)，所述烘干箱(1)内设有与所述风箱(15)相通的第三输气管(150)，

所述第三输气管(150)一端设有隔板(160)，所述隔板(160)内设有第一储气腔(1601)，所述

第一储气腔(1601)侧壁上设有多个第一出气孔(1602)；所述烘干箱(1)内还设有用于悬挂

衣架的支撑杆(140)；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箱(1)内设有水箱(16)，所述水箱(16)内设有加

热管(163)，所述烘干箱(1)顶部设有支撑板(110)，所述支撑板(110)内设有与所述水箱

(16)相通的第二储气腔(1101)，所述第二储气腔(1101)侧壁上设有出气口(190)，所述烘干

箱(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出气口(190)相配合的第四输气管(14)，所述第四输气管(14)一端

插设于所述集水箱(2)内，以水为介质对烘干箱内的空气加热。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衣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箱(2)内设有通腔，所述通

腔内插设有蓄水盒(21)，所述集水箱(2)上设有与所述通腔相通的第一通孔，所述集水箱

(2)顶部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配合的连接管(23)，所述连接管(23)内设有用于封闭所述

连接管(23)的密封组件。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烘衣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孔下方设有第三储气腔

(230)，所述第三储气腔(230)底部设有挡板(28)，所述挡板(28)顶部设有凸块(281)，所述

第三储气腔(230)底部设有与所述通腔相通的输送道(29)，所述输送道(29)为两组，分别设

于所述挡板(28)两侧。

4.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烘衣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组件包括设于所述连接管

(23)内的安装板(4)、设于所述安装板(4)内的连接座(45)、穿设于所述连接座(45)内的密

封板(46)及用于驱动所述密封板(46)水平运动的传动组件，所述安装板(4)内设有安装槽

(44)，所述连接座(45)设于所述安装槽(44)侧壁上；所述连接座(45)内设有第一活动腔

(451)，所述密封板(46)穿设于所述第一活动腔(451)内。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烘衣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组件包括穿设于所述密封

板(46)上的第一连接杆(43)、设于所述第一连接杆(43)内的气压腔(431)、穿设于所述气压

腔(431)内的第一推杆(42)及与所述第一推杆(42)相连的连接板(41)，所述第一连接杆

(43)通过一第二连接杆(432)连于所述安装板(4)上，所述气压腔(431)侧壁上穿设有第二

推杆(47)，所述第二推杆(47)一端与所述密封板(46)相接触。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烘衣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23)内壁上设有第一滑

槽(231)，所述连接板(4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滑槽(231)相配合的第一滑块(411)，所述

第一滑槽(231)内设有与所述第一滑块(411)相配合的支撑弹簧(232)；所述连接板(41)内

壁上设有多根第三连接杆(412)，所述第三连接杆(412)上设有第一连接块(413)，所述第一

推杆(42)固连于所述第一连接块(413)上。

7.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烘衣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活动腔(451)内设有密封

弹簧(452)，所述密封弹簧(452)与所述密封板(46)相固连；所述密封板(46)上设有与所述

第一连接杆(43)相配合的凹槽，所述凹槽内壁和所述密封板(46)侧壁上均设有密封垫。

8.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烘衣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输气管(14)上设有与所述

连接管(23)相配合的限位板(141)，所述限位板(141)和所述连接管(23)均为磁性材料制

成，所述限位板(141)与所述连接管(23)的磁性相吸；所述第四输气管(14)一端设有第二连

接块，所述第二连接块可通过螺纹与一喷头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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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衣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风箱(15)一侧设有第六输气管

(17)，所述第六输气管(17)穿设于所述水箱(16)内，所述第六输气管(17)底部设有第三连

接块(171)，所述第三连接块(171)内设有空腔，所述第三连接块上连有第一输气管(18)和

第二输气管(19)，所述第一输气管(18)和所述第二输气管(19)均设于所述水箱(16)内，所

述第三输气管(150)与所述第一输气管(18)相通。

10.按照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烘衣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储气腔(1101)内设有与

所述第二输气管(19)相通的第七输气管(170)，所述支撑板(110)上方设有与所述第七输气

管(170)相通的第八输气管(120)，所述第八输气管(120)上设有固定杆(130)，所述固定杆

(130)为中空结构，所述固定杆(130)上设有多个第二出气孔(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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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烘衣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烘干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烘衣箱。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好多地方由于空气比较湿润，洗完的衣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干，有得甚至

需要几天时间，给生活带来不变，因此烘衣机就成为当地家家户户的必备用品。

[0003] 中国专利CN101387069A公开的一种内循环式电烘衣箱，由外箱、内箱、出风口、电

吹风、挂钩和进风口组成，具有热效率高、节能、省电、烘衣时间短、造价低的优点；现有的烘

衣箱通常采用电加热空气后直接对衣服进行烘干，以将衣服中的水汽清出，而直接用加热

棒加热空气的方法，增加了烘干衣服所需的能耗，加热棒需要一直处于高温状态下，一旦加

热棒温度降低后空气的温度也会随之降低，对衣物的烘干效果造成影响；且直接对空气加

热对衣服进行干燥，加热棒裸露在外，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降低能耗，安全性高的烘衣箱。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烘衣箱，包括烘干箱和设于所

述烘干箱一侧的集水箱，所述烘干箱侧壁上设有风箱，所述烘干箱内设有与所述风箱相通

的第三输气管，所述第三输气管一端设有隔板，所述隔板内设有第一储气腔，所述第一储气

腔侧壁上设有多个第一出气孔；所述烘干箱内还设有用于悬挂衣架的支撑杆；所述烘干箱

内设有水箱，所述水箱内设有加热管，所述烘干箱顶部设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内设有与所

述水箱相通的第二储气腔，所述第二储气腔侧壁上设有出气口，所述烘干箱侧壁上设有与

所述出气口相配合的第四输气管，所述第四输气管一端插设于所述集水箱内；在对衣服进

行烘干前，往水箱内加入清水，使水箱内注满清水后接通加热管的电源，在加热管的作用下

对水箱内的清水进行加热，直至将清水加热到沸腾后，将衣服放入到烘干箱内，在水温的作

用下，使烘干箱内的温度上升，从而实现对烘干箱内气体加热的目的，使烘干箱内处于较高

温度环境下，便于对烘干箱内的衣物起烘干作用；清水在加热至沸腾后，由于水已经达到沸

腾的温度，水温无法继续上升，此时只需要为清水提供一定的热能对清水进行保温即可保

持烘干箱内的温度，可适当的调低加热管的温度，以对水起保温作用，使水持续的处于沸腾

状态，通过调节加热管的温度，降低维持加热管发热所需的电能，降低烘干箱的能耗；以水

为介质对烘干箱内的空气进行加热，使烘干箱内的空气加热的更加均匀，将加热管隔离在

水箱内，即加热装置单独的隔离在水箱内，避免拿取衣物时与加热装置相接触，避免加热管

烫伤使用者，提升烘衣箱的安全性；在第一出气孔的作用下可将热空气吹入到烘干箱内，以

提升烘干箱对衣物的烘干效果；支撑板上可放置裤袜等物品，便于对裤袜同时进行干燥，提

升烘衣箱的实用性；水箱内的水蒸气通过第四连接管排出，避免烘干箱内留有水汽，防止水

箱内的气压过大；通过集水箱便于对烘干箱内排出的水蒸气收集，避免水蒸气对室内环境

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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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集水箱内设有通腔，所述通腔内插设有蓄水盒，所述集水箱上设有与所述通

腔相通的第一通孔，所述集水箱顶部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配合的连接管，所述连接管内

设有用于封闭所述连接管的密封组件；第四输气管插设于连接管内，在连接管与第四输气

管的相互配合下，使从第四输气管内喷出的水蒸气尽数收集在集水箱内，使水蒸气在集水

箱内完成液化后流入蓄水盒内，通过蓄水盒将液化后的水统一收集后，便于对水的重复利

用，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在密封组件的作用下，使第四输气管从连接管内拔出时对连接管起

密封作用，避免水蒸气从集水箱内溢出，减少水蒸气对室内环境的影响。

[0007] 所述第一通孔下方设有第三储气腔，所述第三储气腔底部设有挡板，所述挡板顶

部设有凸块，所述第三储气腔底部设有与所述通腔相通的输送道，所述输送道为两组，分别

设于所述挡板两侧；水蒸气从第四输气管内进入到集水箱内时，水蒸气在气压的作用下撞

击在挡板上，使水蒸气在与挡板的撞击下完成部分水蒸气的液化，液化形成的水在凸块的

作用下流至输送道内，使水流沿着输送道进入到蓄水盒内，对水流进行收集；未被液化的水

蒸气沿着输送道移动，水蒸气在与输送道内壁相接触时液化成水，在输送道的作用下一同

被收集在蓄水盒内，使水蒸气形成的水流均收集在蓄水盒内，便于对水进行回收利用。

[0008] 所述密封组件包括设于所述连接管内的安装板、设于所述安装板内的连接座、穿

设于所述连接座内的密封板及用于驱动所述密封板水平运动的传动组件，所述安装板内设

有安装槽，所述连接座设于所述安装槽侧壁上；所述连接座内设有第一活动腔，所述密封板

穿设于所述第一活动腔内；当第四输气管未插入到连接管内时，安装槽内密封板相互配合，

对连接管起密封作用，避免水汽从集水箱内溢出，同时防止杂物从连接管内掉落至输送道

内；当第四输气管插入到连接管内时，在第四输气管的作用下推动传动组件，使密封板在传

动组件的作用下水平运动，密封板运动至第一活动腔内，从而使连接管处于导通状态，使第

四输气管内的水蒸气顺利进入到集水箱内，便于对水进行收集。

[0009] 所述传动组件包括穿设于所述密封板上的第一连接杆、设于所述第一连接杆内的

气压腔、穿设于所述气压腔内的第一推杆及与所述第一推杆相连的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

杆通过一第二连接杆连于所述安装板上，所述气压腔侧壁上穿设有第二推杆，所述第二推

杆一端与所述密封门相接触；在第四输气管插入到连接管内时，在第四输气管的重力作用

下，推动连接板往下运动，使连接板推动第一推杆往下运动，第一推杆进入到气压腔内，在

第一推杆的作用下改变气压腔内的空间，使气压腔内的压强增大，在压强的作用下推动第

二推杆从气压腔内推出，使第二推杆推动密封板进行移动，从而使密封板进入到第一活动

腔内，连接管与第四输气管处于连通状态，便于对水蒸气进行收集；通过第四输气管放入到

连接管内的动作使连接管处于导通状态，无需其他多余操作，使用简单方便，易于操作。

[0010] 所述连接管内壁上设有第一滑槽，所述连接板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滑槽相配合

的第一滑块，所述第一滑槽内设有与所述第一滑块相配合的支撑弹簧；所述连接板内壁上

设有多根第三连接杆，所述第三连接杆上设有第一连接块，所述第一推杆固连于所述第一

连接块上；在第一滑槽与第一滑块的配合下，对连接板起限位作用，使连接板在连接管内无

法转动，便于连接板在第四输气管的重力作用下竖直往下运动，提升连接板对第一推杆的

传动效果；在将第四输气管从连接管内取出时，在支撑弹簧的作用下，可推动连接板快速的

往上运动，完成第一推杆的复位，使密封板再次形成配合对连接管起密封作用，避免水蒸气

从连接管内渗出，减少水蒸气对室内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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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第一活动腔内设有密封弹簧，所述密封弹簧与所述密封板相固连；所述密封

板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杆相配合的凹槽，所述凹槽内壁和所述密封板侧壁上设有密封

垫；在密封弹簧的作用下，使密封板形成更紧密的配合，同时密封弹簧与支撑弹簧相互配

合，以便完成支撑板的快速复位，使第四输气管在从连接管内拔出时密封板快速做出反应，

对连接管起密封作用；通过密封垫之间的接触增加密封板对连接管的密封效果，确保水蒸

气无法从连接管内渗出，提升烘衣箱使用的可靠性。

[0012] 所述第四输气管上设有与所述连接管相配合的限位板，所述限位板和所述连接管

均为磁性材料制成，所述限位板与所述连接管的磁性相吸；所述第四输气管一端设有第二

连接块，所述第二连接块可通过螺纹与一喷头相连；限位板对第四输气管起限位作用，避免

第四输气管过度插入到集水箱内，使第四输气管底部与挡板之间留有一定空隙，便于第四

输气管内的水蒸气流出；在限位板与连接管的磁力作用下，增加第四输气管与连接板的配

合效果，使密封板在第四输气管的作用下处于开启状态，便于将第四输气管内的水蒸气通

入到集水箱内；在第四输水管端口连上喷头后，可将第四输水管当做挂烫机使用，可借助水

箱内产生的水蒸气对衣物起熨烫处理，对水蒸气进行利用，增加烘衣箱的功能性。

[0013] 所述风箱一侧设有第六输气管，所述第六输气管穿设于所述水箱内，所述第六输

气管底部设有第三连接块，所述第三连接块内设有空腔，所述第三连接块上连有第一输气

管和第二输气管，所述第一输气管和所述第二输气管均设于所述水箱内，所述第三输气管

与所述第一输气管相通；从风箱内进入到烘干箱内的空气沿着第六输气管运动，在第三连

接块处将第六输气管内的空气通入到第一输气管和第二输气管内，使空气沿着第一输气管

和第二输气管在水箱内运动，在水体与输气管侧壁的接触下，实现水体与空气的换热，对空

气起加热作用，使最后进入到烘干箱内的空气具有一定的温度，便于对衣物起烘干作用；以

水为介质对空气加热，使空气受热更加均匀，提升对衣物的烘干效果；避免加热管的热量辐

射在人体上，减少烘干箱的安全隐患，提升使用者使用的舒适度。

[0014] 所述第二储气腔内设有与所述第二输气管相通的第七输气管，所述支撑板上方设

有与所述第七输气管相通的第八输气管，所述第八输气管上设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为中

空结构，所述固定杆上设有多个第二出气孔；固定杆用于对放置在支撑板上的裤袜进行固

定，将裤袜固定在支撑板上，便于对裤袜同时进行干燥；在第二出气孔的设置下，使第二输

气管内被加热后的空气进入到烘干箱顶部，对裤袜起到热吹风作用，便于对裤袜进行干燥，

使烘干箱内具有一定的温度，提升对衣物的烘干效果。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以水为介质对空气进行加热，清水在加热至沸腾后，由于水

已经达到沸腾的温度，水温无法继续上升，此时只需要为清水提供一定的热能对清水进行

保温即可保持烘干箱内的温度，可适当的调低加热管的温度，以对水起保温作用，使水持续

的处于沸腾状态，通过调节加热管的温度，降低维持加热管发热所需的电能，降低烘干箱的

能耗。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一。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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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4为图3中的A处放大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三。

[0021] 图6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四。

[0022] 图7为图6中的B处放大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五。

[0024] 图9为本发明集水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为本发明集水箱的剖面示意图一。

[0026] 图11为本发明集水箱的剖面示意图二。

[0027] 图12为图11中的C处放大图。

[0028] 图13为本发明集水箱的剖面示意图三。

[0029] 图14为图13中的D处放大图。

[0030] 图15为本发明集水箱的剖面示意图四。

[0031] 图16为本发明密封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7为本发明密封组件的剖面示意图。

[0033] 图18为本发明驱动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如图1-18所示，一种烘衣箱，包括烘干箱1和设于所述烘干箱1一侧的集水箱2，所

述烘干箱1侧壁上设有风箱15，风箱侧壁上设有进风口，风箱内设有风扇，便于将外界空气

吸入到风箱内；所述烘干箱1内设有与所述风箱15相通的第三输气管150，所述第三输气管

150一端设有隔板160，隔板将烘干箱内部分隔开，使衣服悬挂在烘干箱内时留有间隙，避免

衣物相互贴合在一起影响对衣物的烘干效果；所述隔板160内设有第一储气腔1601，所述第

一储气腔1601侧壁上设有多个第一出气孔1602；所述烘干箱1内还设有用于悬挂衣架的支

撑杆140；衣服在放入到烘干箱内被悬挂在支撑杆，上，隔板设于支撑杆下方，便于衣服在悬

挂在支撑杆上后对衣服起烘干处理；烘干箱上铰接有柜门11，柜门上设有把手111，便于柜

门的开关；所述烘干箱1内设有水箱16，水箱设于烘干箱内靠近后侧侧壁的一侧，所述水箱

16内设有加热管163，加热管呈蛇形结构铺设于水箱内，便于对水箱内的水快速加热；水箱

侧壁上设有进水口161，烘干箱侧壁上设有与进水口相配合的进水管13，进水管上通过螺纹

连接有密封盖，通过进水管便于将水加入到水箱内；所述烘干箱1顶部设有支撑板110，所述

支撑板110内设有与所述水箱16相通的第二储气腔1101，水箱顶部设有第八输气管162，第

八输气管与第二储气腔相通，水箱与第二储气腔通过第八输气管相通；所述第二储气腔

1101侧壁上设有出气口190，所述烘干箱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出气口190相配合的第四输气

管14，第四输气管为橡胶制成，第四输气管可任意扭曲移动；所述第四输气管14一端固连于

烘干箱侧壁上，另一端插设于所述集水箱2内。

[0035] 在对衣服进行烘干前，往水箱内加入清水，使水箱内注满清水后接通加热管的电

源，在加热管的作用下对水箱内的清水进行加热，直至将清水加热到沸腾后，将衣服放入到

烘干箱内，在水温的作用下，使烘干箱内的温度上升，从而实现对烘干箱内气体加热的目

的，使烘干箱内处于较高温度环境下，便于对烘干箱内的衣物起烘干作用；清水在加热至沸

腾后，由于水已经达到沸腾的温度，水温无法继续上升，此时只需要为清水提供一定的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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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水进行保温即可保持烘干箱内的温度，可适当的调低加热管的温度，以对水起保温作

用，使水持续的处于沸腾状态，通过调节加热管的温度，降低维持加热管发热所需的电能，

降低烘干箱的能耗；以水为介质对烘干箱内的空气进行加热，使烘干箱内的空气加热的更

加均匀，将加热管隔离在水箱内，即加热装置单独的隔离在水箱内，避免拿取衣物时与加热

装置相接触，避免加热管烫伤使用者，提升烘衣箱的安全性；在第一出气孔的作用下可将热

空气吹入到烘干箱内，以提升烘干箱对衣物的烘干效果；支撑板上可放置裤袜等物品，便于

对裤袜同时进行干燥，提升烘衣箱的实用性；水箱内的水蒸气通过第四连接管排出，避免烘

干箱内留有水汽，防止水箱内的气压过大；通过集水箱便于对烘干箱内排出的水蒸气收集，

避免水蒸气对室内环境造成影响。

[0036] 所述集水箱2内设有通腔，所述通腔内插设有蓄水盒21，蓄水盒侧壁上设有第四连

接块211，通过第四连接块便于对蓄水盒的拿取；所述集水箱2上设有与所述通腔相通的第

一通孔，所述集水箱2顶部设有与所述第一通孔相配合的连接管23，所述连接管23内设有用

于封闭所述连接管23的密封组件；第四输气管插设于连接管内，在连接管与第四输气管的

相互配合下，使从第四输气管内喷出的水蒸气尽数收集在集水箱内，使水蒸气在集水箱内

完成液化后流入蓄水盒内，通过蓄水盒将液化后的水统一收集后，便于对水的重复利用，减

少水资源的浪费；在密封组件的作用下，使第四输气管从连接管内拔出时对连接管起密封

作用，避免水蒸气从集水箱内溢出，减少水蒸气对室内环境的影响。

[0037] 所述第一通孔下方设有第三储气腔230，所述第三储气腔230底部设有挡板28，所

述挡板28顶部设有凸块281，凸块为圆弧形结构；所述第三储气腔28底部设有与所述通腔相

通的输送道29，输送道倾斜设置，便于水的流动；所述输送道29为两组，分别设于所述挡板

28两侧；水蒸气从第四输气管内进入到集水箱内时，水蒸气在气压的作用下撞击在挡板上，

使水蒸气在与挡板的撞击下完成部分水蒸气的液化，液化形成的水沿着凸块表面往下流至

输送道内，使水流沿着输送道进入到蓄水盒内，对水流进行收集；未被液化的水蒸气沿着输

送道移动，水蒸气在与输送道内壁相接触时液化成水，在输送道的作用下一同被收集在蓄

水盒内，使水蒸气形成的水流均收集在蓄水盒内，便于对水进行回收利用。

[0038] 所述密封组件包括设于所述连接管23内的安装板4、设于所述安装板4内的连接座

45、穿设于所述连接座45内的密封板46及用于驱动所述密封板46水平运动的传动组件，安

装板固连于连接管内壁上；所述安装板4内设有安装槽44，所述连接座45设于所述安装槽44

侧壁上；所述连接座45内设有第一活动腔451，所述密封板46穿设于所述第一活动腔451内；

连接座为两组，分别设于安装槽两侧内壁上，相对应的密封板也为两组，两组密封板相互配

合对连接管起密封作用；当第四输气管未插入到连接管内时，安装槽内密封板相互配合，对

连接管起密封作用，避免水汽从集水箱内溢出，同时防止杂物从连接管内掉落至输送道内；

当第四输气管插入到连接管内时，在第四输气管的作用下推动传动组件，使密封板在传动

组件的作用下水平运动，密封板运动至第一活动腔内，从而使连接管处于导通状态，使第四

输气管内的水蒸气顺利进入到集水箱内，便于对水进行收集。

[0039] 所述传动组件包括穿设于所述密封板46上的第一连接杆43、设于所述第一连接杆

43内的气压腔431、穿设于所述气压腔431内的第一推杆42及与所述第一推杆42相连的连接

板41，所述第一连接杆43通过一第二连接杆432连于所述安装板4上，所述气压腔431侧壁上

穿设有第二推杆47，所述第二推杆47一端与所述密封门46相接触；第一推杆底部设哟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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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推板与气压腔内壁相配合，在推板的作用下更易改变气压腔内的压强；在第四输气管

插入到连接管内时，在第四输气管的重力作用下，推动连接板往下运动，使连接板推动第一

推杆往下运动，第一推杆进入到气压腔内，在第一推杆的作用下改变气压腔内的空间，使气

压腔内的压强增大，在压强的作用下推动第二推杆从气压腔内推出，使第二推杆推动密封

板进行移动，从而使密封板进入到第一活动腔内，连接管与第四输气管处于连通状态，便于

对水蒸气进行收集；通过第四输气管放入到连接管内的动作使连接管处于导通状态，无需

其他多余操作，使用简单方便，易于操作。

[0040] 所述连接管23内壁上设有第一滑槽231，所述连接板4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滑

槽231相配合的第一滑块411，所述第一滑槽231内设有与所述第一滑块411相配合的支撑弹

簧232；所述连接板41内壁上设有多根第三连接杆412，所述第三连接杆412上设有第一连接

块413，所述第一推杆42固连于所述第一连接块413上；在第一滑槽与第一滑块的配合下，对

连接板起限位作用，使连接板在连接管内无法转动，便于连接板在第四输气管的重力作用

下竖直往下运动，提升连接板对第一推杆的传动效果；在将第四输气管从连接管内取出时，

在支撑弹簧的作用下，可推动连接板快速的往上运动，完成第一推杆的复位，使密封板再次

形成配合对连接管起密封作用，避免水蒸气从连接管内渗出，减少水蒸气对室内环境的影

响。

[0041] 所述第一活动腔451内设有密封弹簧452，所述密封弹簧452与所述密封板46相固

连；所述密封板46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杆43相配合的凹槽，所述凹槽内壁和所述密封板

46侧壁上均设有密封垫；密封垫为橡胶制成；第一连接杆穿设于两组密封板的凹槽之间，通

过凹槽内壁的密封垫与第一连接杆侧壁相接触，确保密封板与第一连接杆接触点的密封效

果；在密封弹簧的作用下，使密封板形成更紧密的配合，同时密封弹簧与支撑弹簧相互配

合，以便完成支撑板的快速复位，使第四输气管在从连接管内拔出时密封板快速做出反应，

对连接管起密封作用；通过密封垫之间的接触增加密封板对连接管的密封效果，确保水蒸

气无法从连接管内渗出，提升烘衣箱使用的可靠性。

[0042] 所述第四输气管14上设有与所述连接管23相配合的限位板141，所述限位板141和

所述连接管23均为磁性材料制成，所述限位板141与所述连接管23的磁性相吸；所述第四输

气管14一端设有第二连接块，所述第二连接块可通过螺纹与一喷头相连；集水箱顶部设有

一放置箱22，放置箱用于放置喷头，放置箱顶部铰接有盖板，便于对喷头的存储；限位板对

第四输气管起限位作用，避免第四输气管过度插入到集水箱内，使第四输气管底部与挡板

之间留有一定空隙，便于第四输气管内的水蒸气流出；在限位板与连接管的磁力作用下，增

加第四输气管与连接板的配合效果，使密封板在第四输气管的作用下处于开启状态，便于

将第四输气管内的水蒸气通入到集水箱内；在第四输水管端口连上喷头后，可将第四输水

管当做挂烫机使用，可借助水箱内产生的水蒸气对衣物起熨烫处理，对水蒸气进行利用，增

加烘衣箱的功能性；通过螺纹使第二连接块与喷头相连，便于喷头的安装，提升第四输气管

对衣服的熨烫效果。

[0043] 所述风箱15一侧设有第六输气管17，所述第六输气管17穿设于所述水箱16内，所

述第六输气管17底部设有第三连接块171，所述第三连接块171内设有空腔，所述第三连接

块上连有第一输气管18和第二输气管19，所述第一输气管18和所述第二输气管19均设于所

述水箱16内，所述第三输气管150与所述第一输气管18相通；第一输气管和第二输气管均以

说　明　书 6/8 页

9

CN 109811523 B

9



蛇形结构铺设于水箱内，增加第一输气管与第二输气管内的空气与水的接触面积，便于对

第一输气管和第二输气管内的空气进行加热；从风箱内进入到烘干箱内的空气沿着第六输

气管运动，在第三连接块处将第六输气管内的空气通入到第一输气管和第二输气管内，使

空气沿着第一输气管和第二输气管在水箱内运动，在水体与输气管侧壁的接触下，实现水

体与空气的换热，对空气起加热作用，使最后进入到烘干箱内的空气具有一定的温度，便于

对衣物起烘干作用；以水为介质对空气加热，使空气受热更加均匀，提升对衣物的烘干效

果；避免加热管的热量辐射在人体上，减少烘干箱的安全隐患，提升使用者使用的舒适度，

避免加热管的热气直接吹在使用者脸上。

[0044] 所述第二储气腔1101内设有与所述第二输气管19相通的第七输气管170，所述支

撑板110上方设有与所述第七输气管170相通的第八输气管120，所述第八输气管120上设有

固定杆130，所述固定杆130为中空结构，所述固定杆130上设有多个第二出气孔1301；固定

杆用于对放置在支撑板上的裤袜进行固定，将裤袜固定在支撑板上，便于对裤袜同时进行

干燥；在第二出气孔的设置下，使第二输气管内被加热后的空气进入到烘干箱顶部，对裤袜

起到热吹风作用，便于对裤袜进行干燥，使烘干箱内具有一定的温度，提升对衣物的烘干效

果。

[0045] 所述挡板28内设有第九输气管25，所述第九输气管25呈蛇形结构铺设于所述挡板

28底部，所述第九输气管25进气口处设于进风扇，所述第九输气管25出气口处设有出气扇，

所述集水箱2内可拆卸连接有用于驱动所述进风扇和所述出气扇转动的驱动电机3；通过第

九输气管的设置，使空气在第九输气管内流动时带走挡板上的部分热量，对挡板起降温处

理，使挡板尽可能的处于室温状态，便于水蒸气的快速液化；通过将水蒸气液化后再对水蒸

气进行收集，从对气体的收集转化到液体的收集，便于对水蒸气的收集，可对水蒸气进行回

收利用，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利于环保；通过第九输气管的蛇形结构，增加第九输气管与挡

板的接触面积，使空气在第九输气管内流动使更多的与第九输气管内壁相接触，将第九输

气管内的部分热量带走，对挡板起降温作用；在出气扇和进风扇的相互配合下，使第九输气

管内形成定向流动的气流，便于将外界空气导入到第九输气管内，以完成对挡板的冷却处

理，使进入到集液箱内的水蒸气快速冷却，便于对水蒸气的收集；通过驱动电机与集水箱的

可拆卸连接，便于将驱动电机从集水箱内拆出进行维护，降低对烘干箱的维护成本，延长驱

动电机使用寿命。

[0046] 所述第九输气管25的出气口一侧设有第一传动腔，所述第一传动腔内设有第三传

动轮210，所述第一传动腔的一侧设有第二传动腔，所述第二传动腔内设有与所述第三传动

轮210传动配合的第二传动轮220，所述第二传动腔一侧设有第三传动腔，所述驱动电机3穿

设于所述第三传动腔内，所述驱动电机3输出轴上设有与所述第二传动轮220相配合的第一

传动轮33；进气口一侧的结构与出气口一侧的结构相同，驱动电机以同种方式同时对进风

扇和出气扇进行传动；驱动电机在装入到第一传动腔内后，在传动轮之间的相互配合下，将

驱动电机的动力传递给出气扇和进风扇，使外界空气在进风扇和出气扇的作用下更好的进

入到第九输气管内，在第九输气管内形成定向流动的气流，便于对挡板起到降温作用。

[0047] 所述驱动电机3设于一安装座上，所述集水箱2侧壁上设有与所述安装座相配合的

安装孔，所述安装孔内部上设有固定槽，所述安装座侧壁上设有与所述固定槽相配合的固

定块32；安装座上还设有第五连接块31，通过第五连接块便于对驱动电机进行安装，便于将

说　明　书 7/8 页

10

CN 109811523 B

10



安装座从安装孔内取出，也便于将安装座推入到安装孔内；通过安装孔便于使驱动电机与

集水箱形成配合；在驱动电机装入到安装孔内后，固定槽与固定块相互配合，在固定槽与固

定块的配合下，对驱动电机起固定作用，避免驱动电机从安装孔内脱出，同时对驱动电机起

限位作用，防止驱动电机在安装孔内转动，使驱动电机更稳定的为进风扇和出气扇传动，提

升驱动电机传动的稳定性。

[0048] 所述集水箱2侧壁上还设有第二滑槽26，所述第二滑槽26设于所述固定槽两侧，所

述第二滑槽26上连接有固定板27，所述固定板27上设有与所述第二滑槽26相配合的第二滑

块；第二滑槽为四组，分别设有左右两个固定槽的上下两侧；当将驱动电机装入到安装孔内

后，沿着第二滑槽推动固定板，将固定板推动至固定块一侧，使固定块与固定板相互配合，

在固定板的作用下对固定块起固定作用，从而对驱动电机起固定作用，将驱动电机固定在

安装孔内，使驱动电机无法从安装孔内脱出，提升驱动电机传动的稳定性。

[0049] 所述集水箱2上设有第二通孔24，所述第二通孔24设于所述输送道29上方；通过第

二通孔增加集水腔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使空气从第二通孔内流过，带走集液箱内的部分热

量，对输送道起冷却作用，便于水蒸气在输送道内流动时使水蒸气与输送道内壁接触而液

化。

[0050] 所述烘干箱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出气口190相配合的第二活动腔120，所述第二活

动腔120内设有与所述出气口190相配合的挡板180，所述第二活动腔120侧壁上设有活动

槽，所述挡板180上设有推块1801，所述推块1801穿设于所述活动槽内；通过挡板对第四输

气管的通断进行控制；当需要通过第四输气管对水蒸气进行排放时，沿着活动槽拉动推块，

使推挡板在推块的作用下与出气口脱开配合，便于使烘干箱内的水蒸气进入到第四输气管

内，通过第四输气管对水蒸气件排放；当需要通过第四输气管对衣服进行熨烫时，推动推块

使挡板将出气口堵塞，使第四输气管内不再通入水蒸气，将喷头装入到第四输气管一端，待

喷头装好后开启出气口，便于对衣物进行熨烫；通过挡板与出气口的相互配合，便于对第四

输气管是否通气进行控制，提升烘衣箱使用的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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