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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

所，包括：弧形盖板部分；上L臂部分，包含红外活

体检测装置、球舱内LED照明装置、球舱空气除臭

过滤装置进风口；底座部分，集成有排泄物处理

仓、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及出风口和PCB主板；

中间球舱部分，包含球舱猫砂隔离格栅，舱内底

部涂有不粘涂层，后部有球舱转动电机及驱动单

元、前部有球舱舱门组件，由舱门、电磁锁销、电

磁吸铁组成。还包括上L臂与底座连接铰链、弧形

盖板及按钮、底座内球舱电机座、球舱线束接口、

底座线束接口。可使用条状猫砂，猫砂隔离格栅

的封闭区域与球体内舱形成空间为猫砂暂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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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

所包括弧形盖板部分、上L臂部分、底座部分、中间球舱部分；上L臂部分包含红外活体检测

装置、球舱内LED照明装置、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的进风口；底座部分集成有排泄物处理

仓、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及其出风口、PCB主板组件，排泄物处理仓包括注水单元、排水单

元，排泄物处理仓内部装有粉碎机和水位检测装置，PCB主板组件包括多个PCB板、以及固化

在其上的  wifi单元、单片机、霍尔传感器，PCB主板组件集成了控制系统，可以由无线连接

至手机来操作；中间球舱部分，球体顶部有一个开口，球舱内包含球舱猫砂隔离格栅，底部

涂有不沾涂层，条状猫砂铺于不粘涂层之上；球体后部装有球舱转动电机及驱动单元、球体

前部装有球舱舱门组件，该组件由舱门、电磁锁销、电磁吸铁组成；另外，一种可用条状猫砂

的智能猫厕所还包括上L臂与底座连接铰链、弧形盖板按钮、底座内球舱电机座、球舱线束

接口、底座线束接口；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使用可溶解条状猫砂，粉尘小，条状

颗粒在猫咪如厕后不易带出；球舱猫砂隔离格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封闭区域，另一部

分为条状格栅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其特征在于，球舱固定在弧

形盖板与底座之间，弧形盖板两端有按键开关，上L臂与底座之间有铰链连接且上L臂可以

向后翻转一定角度；球体后部装置有球舱转动电机及驱动单元和球舱线束接口，该电机和

球舱线束接口与后方的底座内球舱电机座及底座线束接口连接，可带动球舱垂直于地面方

向逆时针、顺时针转动；球体前方装有舱门组件，该组件包含舱门、电磁锁销、电磁吸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其特征在于，球舱猫砂隔离

格栅被置于球舱之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封闭区域，另一部分为条状格栅区域，其封

闭区域与球体内舱形成空间为猫砂暂存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其特征在于，球舱内底部涂

有不沾涂层，条状猫砂铺于不粘涂层之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其特征在于，上L臂顶端有

球舱内LED照明装置、红外活体检测装置，红外活体检测装置可检测到猫进出球舱。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其特征在于，底座内设置有

排泄物处理仓，包括注水单元、粉碎机、排水单元、水位检测装置，可将排泄物混合清水后打

碎并排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其特征在于，上L臂内设置

有猫厕所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的进风口及导风管，底座内设置有猫厕所球舱空气除臭过

滤装置和该装置的出风口及导风管，可净化球舱内空气。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其特征在于，底座集成有

PCB主控板组件，包括多个PCB板、以及固化在其上的  wifi单元、单片机、霍尔传感器，PCB主

板组件集成了控制系统，可以由无线连接至手机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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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宠物饲养设备，具体涉及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及猫厕所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猫作为家庭宠物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饲养宠物猫，在饲养宠物猫的过

程中，宠物猫的排泄问题一直困扰着饲养者。虽然宠物猫相对于宠物犬来说，无需训练即可

实现在猫厕所内定点排泄，但是如果不及时清理猫厕所里的排泄物，猫就无法继续排便或

者到处随意排便。同时，猫的排泄物往往会散发强烈的臭味并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这会给

饲养者带来大量的健康问题及卫生的烦恼。

[0003] 因为猫具有排泄后扒动猫砂以掩埋排泄物的生理习惯，所以饲养者均会为宠物猫

配备专用的猫厕所，即猫砂盆。现有技术中的猫砂盆包括盆体及漏勺，盆体内放置猫砂，饲

养者每日通过漏勺将宠物猫的排泄物从猫砂中滤出，从而实现猫砂的定期清洁。

[0004] 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在于，必须每日手工对猫砂进行清洁，否则宠物猫将不再定

点排泄。清洁流程繁琐、清洁过程中猫砂的扬尘及排泄物有可能引起饲养者的不适。同时也

缺乏智能系统的嵌入，例如现有的自动猫厕所尚不能检测到一岁以下的小猫，有的工作时

间流程较长不适合多只猫饲养，且现有自动猫厕所只能用小颗粒猫砂导致猫咪如厕后猫砂

易夹在爪缝中带出污染室内环境，加之还需要人工清理无法有效的解放饲养者的时间和精

力。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用条状猫砂并全自

动及时清理排泄物、最大限度保证家中清洁、排放少、不污染环境且主动监测状态的环保智

能猫厕所。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包括弧形盖板部

分、上L臂部分、底座部分、中间球舱部分。上L臂部分包含红外活体检测装置、球舱内LED照

明装置、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的进风口；底座部分集成有排泄物处理仓、球舱空气除臭过

滤装置及其出风口、PCB主板组件，排泄物处理仓包括注水口、排水单元，排泄物处理仓内部

装有粉碎机和水位检测装置，PCB主板组件包括多个PCB板、以及固化在其上的  wifi单元、

单片机、霍尔传感器，PCB主板组件集成了控制系统，可以由无线连接至手机来操作；中间球

舱部分，球体顶部有一个开口，球舱内包含球舱猫砂隔离格栅，底部涂有不沾涂层，条状猫

砂铺于不粘涂层之上；球体后部装有球舱转动电机及驱动单元、球体前部装有球舱舱门组

件，该组件由舱门、电磁锁销、电磁吸铁组成；另外，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还包括

上L臂与底座连接铰链、弧形盖板按钮、底座内球舱电机座（以下简称“电机座”）、球舱线束

接口、底座线束接口；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使用可溶解的条状猫砂，粉尘小，条

状颗粒在猫咪如厕后不易带出，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猫厕所环境及家中环境的干净整洁；

球舱猫砂隔离格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封闭区域，另一部分为条状格栅区域，其封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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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球体内舱形成空间为猫砂暂存处。本发明彻底解决了市面上各种类型的猫厕所的不

足，完全解放了饲养者的劳动，可以说是一种不需要看管、安全卫生、不污染环境的环保智

能猫厕所。

[0006] 猫厕所包含弧形盖板部分、上L臂部分、底座部分及中间球舱部分，猫砂隔离格栅

被置于球舱之内，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封闭区域，另一部分为条状格栅区域，其封闭

区域与球体内舱形成空间为猫砂暂存处。球舱被置于弧形盖板、上L臂与底座之中，球体后

部的球舱转动电机及驱动单元与其后方的电机座相连接。PCB主板组件集成在底座部分内

部，包括多个PCB板、以及固化在其上的  wifi单元、单片机、霍尔传感器，PCB主板组件集成

的系统中还包括操作系统。

[0007] 球舱内LED照明装置装在上L臂部分，在中间球舱部分处于静止、待机状态时，其照

明光线通过球舱顶部的开口处照亮整个球舱内部。

[0008] 上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球体为中空的，球舱内底部涂有不沾涂

层，条状猫砂铺于不粘涂层之上。猫咪进入球舱是在条状猫砂上活动、排泄，如厕后条状猫

砂会结团。由于球舱内底部涂有不沾涂层，结团后的排泄物不会粘底，使其在后续的处理活

动中被轻松排出不会污染球舱环境。

[0009] 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在红外活体检测装置探测到猫进入到厕所

后会启动球舱内新风除臭系统，该系统依靠上L臂顶端空气除臭过滤装置的进风口将球舱

内污浊的空气吸入后经底座中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处理后排出，球舱内新风由舱门处进

入以达到空气过滤的效果。

[0010] 上L臂内设置有红外活体检测装置，该装置预设猫排泄时间为n，当猫进入球舱当

中，红外活体感应装置感应到之后便开始计时，所计猫在球舱内停留时间为Δn，若Δn<n,

猫厕所保持静止；若Δn≥n,会发出指令启动猫厕所的清洁过程。

[0011] 中间球舱部分，球体前部装有球舱舱门组件，该组件由舱门、电磁锁销、电磁吸铁

组成。探测到猫进入到厕所及离开厕所后，舱门电磁锁销会弹出以阻止舱门向内开启，舱门

电磁吸铁同时吸住舱门以防止球体旋转时舱门向外打开。

[0012] 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所述球舱转动电机被安装在球体后部，与

其后方的电机座相连接，当检测到猫排泄完毕后，球舱转动电机开始带动球舱逆时针转动。

[0013] 球舱猫砂隔离格栅封闭区域与球体内舱的弧形区域组成的空间用于在球舱转动

电机运作时，作为猫砂的暂存处。球舱转动电机开始运作，将球舱逆时针旋转180°，使未结

团的条状猫沙从球舱猫砂隔离格栅的条状格栅区域落入猫砂暂存处，而已结团的猫砂及排

泄物因重力原因掉落至下方底座中的排泄物处理仓内。

[0014] 在球体将结团倒入底座的排泄物处理仓后，球体会顺时针旋转180°后继续旋转

30°，然后再逆时针旋转30°至正常位置，这样可以确保球舱回正、猫砂在底部铺平。

[0015] 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所述球体上部有开口，底座有镂空口连通

排泄物处理仓，当球舱开口处逆时针旋转至底座镂空口处时，该镂空口作为排污口以便使

因重力作用从球体开口处落下的结团掉落至排泄物处理仓内。

[0016] 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球舱回正后，排泄物处理仓内注水单元开

始向仓内注水，当水位检测器检测水位达到既定高度时便停止注水，粉碎机启动将仓内废

弃物打碎，然后排水单元开启，将排泄物处理仓内废物排入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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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待污水排放完毕，主控制系统会打开舱门电磁锁销及电磁吸铁。

[0018] 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球体位置检测依靠球体驱动马达自带的霍

尔感应元件以及底座的霍尔感应元件来检测球体的转动位置。

[0019] 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上L臂与底座之间依靠L臂中间的铰链做固

定，中间的管线可以做接口或者做弹性连接。

[0020] 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球体后部的球舱线束接口与底座线束接口

相连接，以达到球舱内供电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的整体结构正视图；

图2是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整体结构侧视图；

图3是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的中间球舱部分正视剖面图；

图4是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球舱猫砂隔离格栅示意图；

图5是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排泄物处理仓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6是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的工作流程图；

附图标记说明：

中间球舱部分1；球舱猫砂隔离格栅1.1；球舱猫砂隔离格栅封闭区域1.1.1；球舱猫砂

隔离格栅条状格栅区域1 .1 .2；球舱转动电机及驱动单元1 .2；球舱舱门组件1 .3；舱门

1.3.1；电磁锁销1.3.2；电磁吸铁1.3.3；球体顶部开口1.4；球舱线束接口1.5；球舱内底部

不粘涂层1 .6；底座部分2；排泄物处理仓2.1；注水单元2.1 .1；粉碎机2.1 .2；排水单元

2.1.3；水位检测装置2.1.4；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及其出风口2.2；底座线束接口2.3；底

座内球舱电机座（简称“电机座”）2.4；上L臂部分3；红外活体检测装置3.1；球舱内LED照明

装置3.2；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的进风口3.3；弧形盖板部分4；弧形盖板按钮4.1；上L臂与

底座连接铰链5。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5所示，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包括：弧形盖板部分4、上L臂部分

3、底座部分2、中间球舱部分1。弧形盖板的作用是将球舱1固定在上L臂3与底座2之间。上L

臂部分3红外活体检测装置3.1、球舱内LED照明装置3.2、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的进风口

3.3。底座部分2集成有排泄物处理仓2.1、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及其出风口2.2及PCB主板

组件，PCB主板组件包括多个PCB板、以及固化在其上的  wifi单元、单片机、霍尔传感器，PCB

主板组件集成了控制系统，可以由无线连接至手机来操作。中间球舱部分1，球体顶部有一

个开口1.4，球舱内包含球舱猫砂隔离格栅1.1，底部涂有不粘涂层1.6，条状猫砂铺于不粘

涂层之上1.5，球体后部装有球舱转动电机及驱动单元1.2、球体前部装有球舱舱门组件

1.3，该组件由舱门1.3.1、电磁锁销1.3.2、电磁吸铁1.3.3组成；另外，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

智能猫厕所还包括上L臂与底座连接铰链5、弧形盖板按钮4.1、底座内球舱电机座（以下简

称“电机座”）2.4、球舱线束接口1.5、底座线束接口2.3。

[0023] 如图2所示，球舱1固定在弧形盖板4与底座2之间，弧形盖板4两端有按键开关4.1，

按下开关4.1即可将弧形盖板4与底座2脱离，上L臂3与底座2之间有铰链5连接且上L臂3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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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翻转一定角度，翻开L臂3、取下弧形盖板4，就可将球舱1取下，球舱驱动电机1.2与电机座

2.4分离，球舱线束接口1.5与底座线束接口2.3断开。

[0024] 如图2所示，球舱内LED照明装置3.2装在上L臂部分3，在中间球舱部分处于静止、

待机状态时，其照明光线通过球舱顶部的开口1.4处照亮整个球舱内部。

[0025] 如图3所示，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球体为中空的，球舱内底部涂有不

沾涂层1.6，条状猫砂铺于不粘涂层之上。猫咪进入球舱是在条状猫砂上活动、排泄，如厕后

条状猫砂会结团。由于球舱内底部涂有不沾涂层1.6，结团后的排泄物不会粘底，使其在后

续的处理活动中被轻松排出不会污染球舱环境。

[0026] 如图1、2所示，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在红外活体检测装置3.1探测

到猫进入到厕所后会启动球舱内新风除臭系统，该系统依靠上L臂3顶端空气除臭过滤装置

的进风口3.3将球舱1内污浊的空气吸入后经底座2中球舱空气除臭过滤装置2.2处理后排

出，球舱内新风由舱门1.3.1处进入以达到空气过滤的效果。

[0027] 如图2所示，上L臂3内设置有红外活体检测装置3.1，该装置预设猫排泄时间为n，

当猫进入球舱当中，红外活体感应装置感应到之后便开始计时，所计猫在球舱内停留时间

为Δn，若Δn<n,猫厕所保持静止；若Δn≥n,会发出指令启动猫厕所的清洁过程。

[0028] 如图1所示，中间球舱部分1，球体前部装有球舱舱门组件1 .3，该组件由舱门

1.3.1、电磁锁销1.3.2、电磁吸铁1.3.3组成。探测到猫进入到厕所及离开厕所后，舱门电磁

锁销1.3.2会弹出以阻止舱门向内开启，舱门电磁吸铁1.3.3同时吸住舱门以防止球体旋转

时舱门1.3.1向外打开。

[0029] 如图2所示，上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所述球舱转动电机1.2被安

装在球体后部，与其后方的电机座2.4相连接，当检测到猫排泄完毕后，球舱转动电机开始

带动球舱1逆时针转动。

[0030] 如图3所示，球舱猫砂隔离格栅1.1在图中实线部分为封闭区域1.1.1，虚线部分为

条状格栅区域1.1.2。如图1-4所示，球舱猫砂隔离格栅1.1封闭区域1.1.1与球体内舱的弧

形区域组成的空间用于在球舱转动电机1.2运作时，作为猫砂的暂存处。球舱转动电机1.2

开始运作，将球舱1逆时针旋转180°，使未结团的条状猫砂从球舱猫砂隔离格栅的条状格栅

区域1.1.2落入猫砂暂存处，而已结团的猫砂及排泄物因重力原因掉落至下方底座2中的排

泄物处理仓2.1内。

[0031] 如图1所示，上述的，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所述球体上部有开口1.4，

底座2有镂空口连通排泄物处理仓2.1，当球舱开口1.4处逆时针旋转至底座镂空口处时，该

镂空口作为排污口以便使因重力作用从球体开口1.4处落下的排泄物掉落至排泄物处理仓

2.1内。

[0032] 如图1所示，在球体将结团倒入底座的排泄物处理仓2.1后，球体会顺时针旋转

180°后继续旋转30°，然后再逆时针旋转30°至正常位置，这样可以确保球舱回正、猫砂在底

部铺平。

[0033] 如图5所示，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球舱回正后，排泄物处理仓内

注水单元2.1 .1开始向仓内注水，当水位检测器2.1 .4检测水位达到既定高度时便停止注

水，粉碎机2.1.2启动将仓内废弃物打碎，然后排水单元2.1.3开启，将排泄物处理仓内废物

排入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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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待污水排放完毕，主控制系统会打开舱门电磁锁销1.3.2及电磁吸铁1.3.3。

[0035] 上述全自动智能环保猫厕所球体位置检测依靠球体驱动马达自带的霍尔感应元

件以及底座的霍尔感应元件来检测球体的转动位置。

[0036] 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上L臂3与底座2之间依靠L臂中间的铰链5做

固定，中间的管线可以做接口或者做弹性连接。

[0037] 上述一种可用条状猫砂的智能猫厕所所球体后部的球舱线束接口与底座线束接

口相连接，以达到球舱内供电的目的。

[0038]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这些

仅是举例说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是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背

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做出多种变更或修改，但这些变更

和修改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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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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