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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control unit. The shared shower machine has the advantages of implementing shared use, automatic non-contact shower, and
convenience and practicability.

（57）摘要 ：一种共享沐浴机，包括机柜 （1），机柜 （1）一侧设置有柜 门 （11），机柜 （1）侧壁外凸形成
衣物存储室 （13），衣物存储 室 （13）正对机柜 （1）内侧 的开 口与机柜 （1）侧壁之 间通过第一密 闭门
（14）隔开，机柜 （1）侧壁还外 凸形成垃圾回收室 （15），机柜 （1）内设置有非接触式沐浴装置，机柜
（1）的顶部设置有贯孔，贯孔 内设置有排气扇 （17），机柜 （1）内部安装有杀毒装置，机柜 （1）底部
设置有防滑垫 （18）和排水 口，排水 口与设置在机柜 （1）下方 的污水箱 （19）连通，机柜 的侧壁上设置
温度传感器 （2 ）和湿度传感器 （21）、机柜 （1）底部 的上表面设置有液位传感器 （22），机柜 （1）还
设置有供电装置和电控单元。该沐浴机具有实现共享使用、自动非接触洗浴、方便实用。



一种共享沐浴机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沐浴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共享沐浴机 。

背景技术

随着人 民生活的不断提高，个人卫生 问题逐渐 的得到人们 的重视 ，洗澡作

为一个基本的个人清洁 ，已经实现 了普及 ，人们在一天的辛劳过后 ，都会洗澡

来清洁 自身，也起到一定的舒缓作用，现阶段在个人家庭 中大都拥有专用的洗

澡机构 ，但是在公共场合，一些特殊情境下，需要进行洗澡但是并未配置足够

的洗澡设备 。

在运动场旁，运动完 的人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清洗 ；长途车辆 的驾驶员在长

时间驾驶 的途 中，无法实现洗澡 ；乘坐长途交通工具的乘客，在车站也无法进

行及时的清洁 ，同样 的这些情况也存在其他一些情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及

时进行洗澡，会导致身体的味道较大，影响人际交往和个人工作状态 ；现在有

关于洗澡机 的发 明，可 以提供一个密 闭的空间进行洗澡，但是，现有的洗澡机

大都采用喷淋 ，涂刷 的方式进行清洁，这样 的形式对于公共场所，显得极不卫

生 ，且在洗浴完成之后无法进行洗澡机 内进行清洁，导致无法实现共用，不具

备经济价值 。

发明内容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 明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 ：如何提供一种

能够实现共享使用、非接触洗浴 、方便实用的共享沐浴机 。

为 了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 明采用 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一种共享沐浴机 ，包括机柜 ，所述机柜 的顶部和底部密封 ，形成一个用于

沐浴的空间，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柜一侧设置有柜 门，所述柜 门上设置有用于

锁紧或打开的门禁，所述机柜侧壁外凸形成衣物存储室，所述衣物存储室正对

所述机柜 内侧 的开 口与所述机柜侧壁之间通过第一密 闭门与所述机柜 内沐浴空

间隔开 ，所述机柜侧壁还外凸形成垃圾 回收室，所述垃圾 回收室正对所述机柜



内侧 的开 口与所述机柜侧壁之间通过第二密 闭门与所述机柜 内的沐浴空间隔

开 ，所述机柜 内设置有非接触式沐浴装置 ，所述机柜 的顶部设置有贯孔，所述

贯孔 内设置有排气扇 ，所述机柜 内部安装有杀毒装置 ，所述机柜底部的上表面

设置有防滑垫和排水 口，所述排水 口与设置在所述机柜下方 的污水箱连通，所

述污水箱上设置有 出水管；所述机柜 的侧壁上设置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 、

所述机柜底部 的上表面设置有液位传感器 、所述机柜顶部的下表面上设置有照

明灯、所述机柜还设置有供 电装置和 电控单元 。

这样 ，在使用时，电控单元控制 门禁将柜 门打开，人进入到机柜 内，可在

机柜 内更换衣物并将异物置于衣物存储室 ，非接触式沐浴装置可 以自动对人进

行清洗包括吹干，这期间非接触式沐浴装置不与人进行接触 ，避免疾病 的传播，

沐浴后 的污水通过排水 口排入污水箱，其 中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可 以对机

柜 内的环境进行检测，排气扇和杀毒装置可 以营造一个舒适干净的沐浴环境 ，

液位传感器可 以检测机柜 内是否有未排除的污水 ，电控单元作为机柜 内部控制

系统与 门禁、排气扇 、杀毒装置 、温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 、液位传感器 、照

明灯和供 电装置均 电性连接 ，实现各部分 的有序运行；本发 明可 以实现共享 的

经济用途 ，同时保证 了不 同使用者在使用时能够处于一个安全 、卫生舒适 的沐

浴环境 ，不会产生疾病传染，为需要进行沐浴的使用者提供 了便捷 的沐浴场所 。

作为优化，所述杀毒装置包括紫外线灯管，所述紫外线灯管与所述供 电装

置 电性连接 。

这样 ，紫外线灯管可 以在使用后和下一次使用前对机柜进行紫外照射 ，起

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保障了机柜 内的卫生 。

作为优化，所述机柜底部上表面上还设置有鼓风机 。

这样 ，鼓风机可 以对机柜底面进行吹风 ，减少水迹 的形成 ，起到防滑 的作

用 。

作为优化，所述 电控单元 内设置于计时器和收费模块 。

这样 ，可 以实现经济用途 ，对每一个使用者进行计时收费或者定时运行 。

作为优化，所述供 电装置为 UPS 电源 。



这样 ，可 以机柜可 以得到稳定的电量，使得各部分稳定运行，同时机柜能

够得到不间断的供 电，避免断电产生的影响。

作为优化，还包括设置在所述污水箱下方的万向轮 ，所述万向轮上均设置

有刹车片。

这样 ，方便机柜 的移动，便于移动和摆放 ，可 以置于不同场所 ，在摆放后

可 以对其进行制动防止其产生滑动，保障了使用者在使用期间的安全 。

作为优化，所述非接触式沐浴装置包括冲洗装置和高度调节装置 ，所述冲

洗装置包括 自上到下依次设置 的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所述喷气环 、

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均通过角度调节装置与所述高度调节装置连接 ，所述高度

调节装置安装在所述机柜 的侧壁上，所述喷气环 、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结构一

致 ，所述喷水环包括两个对 向设置 的半圆环，所述半圆环 中空，所述半圆环均

分为 四段，相邻 的两段互相铰接 ，所述半圆环在铰接点处向内设置有可旋转喷

头 ，三个所述可旋转喷头通过穿过所述半圆环 内的软管依次连接 ，所述可旋转

喷头与第一驱动 电机传动连接 ，所述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通过软管分

别与设置在所述机柜上 的水箱、沐浴液存储罐和气泵连接 ，所述软管上设置有

阀门。

这样 ，高度调节装置可 以带动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实现上下的往

复运动 ，喷水环可 以对使用者喷水箱里的水，进行预湿和冲洗 ，喷沐浴液环在

使用者预湿后对其喷沐浴液存储罐 内的沐浴液 ，达到清洗效果，在沐浴结束后，

喷气环在气泵 的作用下喷气，可 以烘干使用者皮肤上的水，同时对机柜 内的水

蒸气和侧壁上 附着 的水进行吹干 ，其 中角度调节装置可 以根据使用者的体型控

制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 的张开角度 ，可旋转喷头朝 向使用者，可旋转

喷头的喷水面可 以在第一驱动 电机 的带动下旋转 ，配合半圆环实现大面积 的清

洗与喷气干燥 。

作为优化，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包括矩形框架 ，所述矩形框架的两个水平边

框之间通过竖 向设置 的丝杠连接 ，所述丝杠上配合有螺母，所述螺母上固定连

接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用于安装所述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所述丝



杠 的上部与第二驱动 电机传动连接 。

这样 ，丝杠螺母结构可 以实现竖向的往复运动，运动过程平稳 ，保障沐浴

质量 。

作为优化，所述角度调节装置包括 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板上的第三驱动 电

机 ，所述第三驱动 电机 的输 出轴竖向设置 ，所述第三驱动 电机 的输 出轴转动连

接在所述半圆环上，所述第三驱动 电机 的输 出轴 同轴设置有转轴，所述转轴上

缠绕有弹性绳 ，所述弹性绳穿过所述半圆环，所述弹性绳远离所述转轴的一端

固定安装在所述半圆环远离所述转轴的一端，所述半圆环的内侧壁上还设置有

距离传感器 。

这样 ，距离传感器感知使用者 的体型，控制第三驱动 电机进行调节 ，保障

每个使用者达到最佳的沐浴效果 ，避免空间太小或太大造成 的卡顿或清晰不彻

底 的情况，在调节时，第三驱动 电机旋转 ，带动转轴进行缠绕弹性绳 ，弹性绳

拉动半圆环进行收缩，当电机反转时，弹性绳得到释放 ，半圆环进行张开 。

作为优化，所述 阀门、气泵、第一驱动 电机 、第二驱动 电机和第三驱动 电

机均与所述 电控单元 电性连接 。

这样 ，电控单元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应 的元器件进行控制调节 ，以达到

最佳的使用状态 。

附图说明

图 i 为本发 明具体实施方式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 图 1 所述 的共享沐浴机 的正视 图。

图 3 为 图 1 中所述 的高度调节装置 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 图 1 中所述 的半圆环的结构示意 图。

附图中：1 为机柜 ，11 为柜 门，12 为 门禁 ，13 为衣物存储室 ，14 为第一密

闭门， 15 为垃圾 回收室 ，16 为第二密 闭门，17 为排气扇 ，18 为防滑垫， 19 为

污水箱 ，2 为温度传感器 ，21 为湿度传感器 ，22 为液位传感器 ，23 为照明灯，

24 为紫外线灯管，25 为鼓风机 ，26 为万向轮 ，27 为刹车片，3 为喷气环，31



为喷沐浴液环 ，32 为喷水环，33 为半圆环 ，34 为可旋转喷头，35 为第一驱动

电机 ，36 为水箱，37 为沐浴液存储罐，38 为气泵，39 为 阀门，4 为矩形框架，

41 为丝杠 ，42 为螺母 ，43 为安装板 ，44 为第二驱动 电机 ，45 为第三驱动 电机 ，

46 为转轴 ，47 为弹性绳 ，48 为距离传感器 ，5 为软管 。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 明。

具体实施时，如图 1-4 所示 ，一种共享沐浴机 ，包括机柜 1，所述机柜 1 的

顶部和底部密封 ，形成一个用于沐浴的空间，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柜 1 一侧设

置有柜 门 11，所述柜 门 11 上设置有用于锁紧或打开 的门禁 12, 所述机柜 1 侧

壁外凸形成衣物存储室 13, 所述衣物存储室 13 正对所述机柜 1 内侧 的开 口与所

述机柜 1 侧壁之间通过第一密 闭门 14 与所述机柜 1 内沐浴空间隔开 ，所述机柜

1 侧壁还外凸形成垃圾 回收室 15, 所述垃圾 回收室 15 正对所述机柜 1 内侧 的开

口与所述机柜 1 侧壁之 间通过第二密 闭门 16 与所述机柜 内的沐浴空间隔开，所

述机柜 1 内设置有非接触式沐浴装置 ，所述机柜 1 的顶部设置有贯孔，所述贯

孔 内设置有排气扇 17, 所述机柜 1 内部安装有杀毒装置 ，所述机柜 1 底部的上

表面设置有防滑垫 18 和排水 口，所述排水 口与设置在所述机柜 1 下方的污水箱

19 连通，所述污水箱 19 上设置有 出水管；所述机柜 1 的侧壁上设置温度传感器

2 和湿度传感器 21、所述机柜 1 底部的上表面设置有液位传感器 22、所述机柜

1 顶部 的下表面上设置有照明灯 23、所述机柜 1 还设置有供 电装置和 电控单元 。

这样 ，在使用时，电控单元控制 门禁将柜 门打开 ，人进入到机柜 内，可在

机柜 内更换衣物并将异物置于衣物存储室，非接触式沐浴装置可 以自动对人进

行清洗包括吹干 ，这期间非接触式沐浴装置不与人进行接触 ，避免疾病 的传播 ，

沐浴后的污水通过排水 口排入污水箱，其 中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可 以对机

柜 内的环境进行检测 ，排气扇和杀毒装置可 以营造一个舒适干净的沐浴环境，

液位传感器可 以检测机柜 内是否有未排除的污水，电控单元作为机柜 内部控制

系统与 门禁 、排气扇 、杀毒装置 、温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 、液位传感器 、照



明灯和供 电装置均 电性连接 ，实现各部分 的有序运行；本发 明可 以实现共享 的

经济用途 ，同时保证 了不 同使用者在使用时能够处于一个安全 、卫生舒适 的沐

浴环境 ，不会产生疾病传染，为需要进行沐浴的使用者提供 了便捷 的沐浴场所 。

本实施例 中，所述杀毒装置包括紫外线灯管 24, 所述紫外线灯管 24 与所述

供 电装置 电性连接 ，具体的，所述杀毒装置还可 以是臭氧发生器 ，所述臭氧发

生器 的臭氧输 出端位于柜体 内，同样属于本 申请所要保护 的范围。

这样 ，紫外线灯管可 以在使用后和下一次使用前对机柜进行紫外照射 ，臭

氧发生器也可 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保障了机柜 内的卫生 。

本实施例 中，所述机柜 1 底部上表面上还设置有鼓风机 25。

这样 ，鼓风机可 以对机柜底面进行吹风 ，减少水迹 的形成，起到防滑 的作

用 。

本实施例 中，所述 电控单元 内设置于计时器和收费模块，具体 的，收费模

块可 以采用现金硬 币收取、银行卡刷卡收取、二维码快捷收取 中的一种或多种 。

这样 ，可 以实现经济用途 ，对每一个使用者进行计时收费或者定时运行，

收费方式多种 ，避免使用者造成无法支付 的情形 。

本实施例 中，所述供 电装置为 UPS 电源 。

这样 ，可 以机柜可 以得到稳定的电量，使得各部分稳定运行 ，同时机柜能

够得到不间断的供 电，避免断 电产生的影响。

本实施例 中，还包括设置在所述污水箱 19 下方 的万 向轮 26，所述万向轮

26 上均设置有刹车片 27。

这样 ，方便机柜 的移动，便于移动和摆放 ，可 以置于不 同场所，在摆放后

可 以对其进行制动防止其产生滑动，保障了使用者在使用期间的安全

本实施例 中，所述非接触式沐浴装置包括冲洗装置和高度调节装置 ，所述

冲洗装置包括 自上到下依次设置 的喷气环 3、喷沐浴液环 31 和喷水环 32, 所述

喷气环 3、喷沐浴液环 31 和喷水环 32 均通过角度调节装置与所述高度调节装置

连接 ，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安装在所述机柜 1 的侧壁上，所述喷气环 3、喷沐浴液

环 31 和喷水环 32 结构一致 ，所述喷水环 32 包括两个对 向设置 的半圆环 33, 所



述半圆环 33 中空，所述半圆环 33 均分为 四段，相邻 的两段互相铰接 ，所述半

圆环 33 在铰接点处向内设置有可旋转喷头 34, 三个所述可旋转喷头 34 通过穿

过所述半圆环 33 内的软管 5 依次连接 ，所述可旋转喷头 34 与第一驱动 电机 35

传动连接 ，所述喷气环 3、喷沐浴液环 31 和喷水环 32 通过软管 5 分别与设置在

所述机柜 1 上的水箱 36、沐浴液存储罐 37 和气泵 38 连接 ，所述软管 35 上设置

有 阀门 39。

这样 ，高度调节装置可 以带动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实现上下的往

复运动 ，喷水环可 以对使用者喷水箱里的水，进行预湿和冲洗 ，喷沐浴液环在

使用者预湿后对其喷沐浴液存储罐 内的沐浴液 ，达到清洗效果，在沐浴结束后，

喷气环在气泵 的作用下喷气，可 以烘干使用者皮肤上的水，同时对机柜 内的水

蒸气和侧壁上 附着 的水进行吹干 ，其 中角度调节装置可 以根据使用者的体型控

制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 的张开角度 ，可旋转喷头朝 向使用者，可旋转

喷头的喷水面可 以在第一驱动 电机 的带动下旋转，配合半圆环实现大面积 的清

洗与喷气干燥 。

本实施例 中，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包括矩形框架 4 , 所述矩形框架 4 的两个水

平边框之间通过竖向设置 的丝杠 41 连接 ，所述丝杠 41 上配合有螺母 42, 所述

螺母 42 上 固定连接有安装板 43, 所述安装板 43 用于安装所述喷气环 3、喷沐

浴液环 31 和喷水环 32, 所述丝杠 41 的上部与第二驱动 电机 44 传动连接 。

这样 ，丝杠螺母结构可 以实现竖向的往复运动，运动过程平稳 ，保障沐浴

质量 。

本实施例 中，所述角度调节装置包括 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板 43 上 的第三驱

动 电机 45，所述第三驱动 电机 45 的输 出轴竖向设置 ，所述第三驱动 电机 45 的

输 出轴转动连接在所述半圆环 33 上，所述第三驱动 电机 45 的输 出轴 同轴设置

有转轴 46, 所述转轴 46 上缠绕有弹性绳 47, 所述弹性绳 47 穿过所述半圆环 33,

所述弹性绳 47 远离所述转轴 46 的一端固定安装在所述半圆环 33 远离所述转轴

46 的一端 ，所述半圆环 33 的内侧壁上还设置有距离传感器 48。

这样 ，距离传感器感知使用者的体型，控制第三驱动 电机进行调节 ，保障



每个使用者达到最佳的沐浴效果 ，避免空间太小或太大造成 的卡顿或清晰不彻

底 的情况，在调节时，第三驱动 电机旋转 ，带动转轴进行缠绕弹性绳 ，弹性绳

拉动半圆环进行收缩，当电机反转时，弹性绳得到释放 ，半圆环进行张开 。

本实施例 中，所述 阀门 39、气泵 38、第一驱动 电机 35、第二驱动 电机 44

和第三驱动 电机 45 均与所述 电控单元 电性连接 。

这样 ，电控单元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应 的元器件进行控制调节 ，以达到

最佳的使用状态 。

最后应说 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 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

制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 了详细的说 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应 当理解 ；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 中

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术

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 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 明的权利要

求和说 明书的范围当中。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共享沐浴机 ，包括机柜 ，所述机柜 的顶部和底部密封 ，形成一个用于

沐浴的空间，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柜一侧设置有柜 门，所述柜 门上设置有用于

锁紧或打开的门禁，所述机柜侧壁外凸形成衣物存储室，所述衣物存储室正对

所述机柜 内侧 的开 口与所述机柜侧壁之间通过第一密 闭门与所述机柜 内沐浴空

间隔开 ，所述机柜侧壁还外凸形成垃圾 回收室，所述垃圾 回收室正对所述机柜

内侧 的开 口与所述机柜侧壁之间通过第二密 闭门与所述机柜 内的沐浴空间隔

开 ，所述机柜 内设置有非接触式沐浴装置 ，所述机柜 的顶部设置有贯孔，所述

贯孔 内设置有排气扇 ，所述机柜 内部安装有杀毒装置 ，所述机柜底部的上表面

设置有防滑垫和排水 口，所述排水 口与设置在所述机柜下方 的污水箱连通，所

述污水箱上设置有 出水管；所述机柜 的侧壁上设置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 、

所述机柜底部 的上表面设置有液位传感器 、所述机柜顶部的下表面上设置有照

明灯、所述机柜还设置有供 电装置和 电控单元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杀毒装置包括

紫外线灯管，所述紫外线灯管与所述供 电装置 电性连接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柜底部上表

面上还设置有鼓风机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控单元 内设

置于计时器和收费模块 。

5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供 电装置为

UPS 电源 。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

污水箱下方 的万向轮 ，所述万向轮上均设置有刹车片。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非接触式沐浴

装置包括冲洗装置和高度调节装置，所述冲洗装置包括 自上到下依次设置 的喷

气环 、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所述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均通过角度调

节装置与所述高度调节装置连接 ，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安装在所述机柜 的侧壁上，

所述喷气环 、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结构一致 ，所述喷水环包括两个对 向设置 的



半圆环 ，所述半圆环 中空，所述半圆环均分为 四段，相邻 的两、段互相铰接 ，

所述半圆环在铰接点处向内设置有可旋转喷头，三个所述可旋转喷头通过穿过

所述半圆环 内的软管依次连接 ，所述可旋转喷头与第一驱动 电机传动连接 ，所

述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通过软管分别与设置在所述机柜上 的水箱、沐

浴液存储罐和气泵连接 ，所述软管上设置有 阀门。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度调节装置

包括矩形框架 ，所述矩形框架的两个水平边框之 间通过竖向设置 的丝杠连接 ，

所述丝杠上配合有螺母，所述螺母上固定连接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用于安装

所述喷气环、喷沐浴液环和喷水环，所述丝杠 的上部与第二驱动 电机传动连接 。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调节装置

包括 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板上的第三驱动 电机 ，所述第三驱动 电机 的输 出轴竖

向设置 ，所述第三驱动 电机 的输 出轴转动连接在所述半圆环上，所述第三驱动

电机 的输 出轴 同轴设置有转轴，所述转轴上缠绕有弹性绳 ，所述弹性绳穿过所

述半圆环，所述弹性绳远离所述转轴的一端固定安装在所述半圆环远离所述转

轴 的一端，所述半圆环的内侧壁上还设置有距离传感器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一种共享沐浴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 阀门、气泵、

第一驱动 电机 、第二驱动 电机和第三驱动 电机均与所述 电控单元 电性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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