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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WASHING MACHINE AND WASHING METHOD

(54) 发明名称 ：一种洗衣机及洗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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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 Fig.1

(57) Abstract: A washing machine and a washing method therefor. The washing machine comprises a washing tub. The washing tub
has arranged therein polymer plastic strips (4) used for washing clothes, and several of the polymer plastic strips (4) are arranged ra
dially on a central axle (3) within the washing tub or on a tub wall of the washing tub. The several polymer plastic strips (4) arranged
radially are used to stir clothes (5). Contaminants in the clothes (5) and in the washing water are processed by contact between the
polymer plastic strips (4) and the clothes (5), thus completing the washing of the clothes (5). The invention i s structurally simple,
and not only simplifies the washing process, but also reduces material costs and manufacturing costs of the washing machine. In ad
dition, when washing, not only i s the contact surface between the polymer washing mediums and the clothes increased, thus improv -
ing the capacity of attaching to the clothes, but the degree of wearing are also reduced for the clothes.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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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一种 洗 衣 机 及 其 洗 涤 方 法 ，洗 衣 机 包括 洗 涤 筒 ，在 所 述 洗 涤 筒 内设置 有 用 于 洗 涤 衣 物 的 聚合 物 塑 料 条
( 4 ) ，若干 个所述 聚合物塑料条 （4 ) 呈放射状 设置在 所述洗涤筒 内的 中轴 （3 ) 或洗涤筒 的筒壁上 。利 用

呈放射状设置 的若干个 聚合物塑料条 （4 ) 搅泮衣物 （5 ) ，进而通过 聚合物塑料条 （4 ) 与衣物 （5 ) 的接触
处理衣物 （5 ) 及洗涤水 中的污物 ，完成衣物 （5 ) 的洗涤 。该发明结构简单 ，不仅简化 了洗涤程序 ，还降低
了洗衣机 的材料成本及制造成 本。另外 ，在洗涤时 ，不仅增 大 了聚合物洗涤介质与衣物 的接触面积 ，增加 了
对衣物 的吸 附能力 ，对衣物 的磨损程度 也要轻很 多。



说 明 书

一种洗衣机及洗涤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洗衣机 ，特别涉及一种使用聚合物吸附材料参与洗涤 的洗衣机

及洗涤方法 ，属于洗衣机技术领域 。

背景技术

传统洗衣机 的洗涤方法是采用水作为洗涤介质 ，向洗衣机 内加入水和洗涤剂 ，

进行洗涤 ，洗涤后利用脱水功能将洗衣机 内的污水排 出，然后重新加入干净 的水 ，

继续进行洗涤或者漂洗过程 ，洗涤全部结束后再将水排 出。这种方法只是单纯地将

水排 出，再重新注入干净 的洗涤水 ，水消耗量非常大 。同时，洗涤液里面还含有较

多的对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 ，而且每次洗涤过程 的耗费时间较长，耗 电量也较大 。

为解决上述传统洗涤方法 的不足 ，在现有技术 中，有些洗衣机采用有机溶剂作

介质进行洗涤 ，如干洗机等 ，有机溶剂在洗衣机 中是循环使用 的，在一次洗涤过程

完成后 ，将含有污垢的有机溶剂收集到容器 中，利用过滤蒸馏 的方法对有机溶剂进

行处理 ，然后重新送入洗涤桶 内，继续洗涤过程 。因为有机溶剂本身有剧毒，而且

采用蒸馏 的方法对介质进行 回收的安全系数较低 ，不适合在家庭 中使用 。

现有技术 中还有一种采用空气洗 的洗涤方法 ，如采用 c o2洗 ，采用这种洗涤方法

时需要实现介质在气态和液态两相 的变化 ，利用液态洗涤 ，利用气态 回收 。这种方

法对结构的密 闭性要求较高，同时，对气体进行液化需要很高的压力 ，需要安装高

压装置，安全系数较低 ，且工艺复杂 。

针对 以上几种洗涤方法 的缺点，又出现 了一种采用特殊制作 的固体颗粒作为洗

涤介质 的洗涤方法 ，通过固体颗粒和衣服之 间的摩擦 ，吸附并吸收衣服上 的污垢，

从而实现洗涤 的功能。该洗涤方法能节水 80%以上，另外 ，该固体颗粒洗涤介质可 以

回收再利用 ，使用寿命长，无需更换 ，安全环保 。采用该洗涤方法 的洗衣机 ，一般

都会在洗衣机设置有颗粒 的储存空间，并在外筒上设置进料孔和 出料孔，在洗涤前 ，

将颗粒从进料孔 中投放至外筒 内，在洗涤结束后 ，在将颗粒完全 回收到颗粒 的储存

空间内。该种洗涤方法 ，存在一定的不足 ，颗粒在与衣物摩擦洗涤时，会造成衣物

一定程度 的磨损 ，另外 ，洗涤前需要 向内筒 内投放洗涤用 的颗粒 ，洗涤结束后 ，还



要 回收颗粒 ，如要对颗粒进行脱水 ，还需要再次投放颗粒和 回收颗粒 ，洗涤过程较

为复杂 ，洗衣机 的内部结构需要相应地做较大 的改进 ，进而需要大幅增加材料及制

造成本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主要 目的在于解决上述 问题和不足 ，提供一种可 以无需投放和 回收洗涤

颗粒 ，简化洗涤程序 ，并能满足洗涤效果的洗衣机 。

本发 明的另一个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简化洗涤程序 ，并能满足洗涤效果 的

洗涤方法 。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洗衣机 ，包括洗涤筒，在所述洗涤筒 内设置有用于洗涤衣物 的聚合物塑料

条 。

进一步，在所述洗涤筒 内的中心轴线上设置一中轴 ，在所述 中轴上 向四周呈放

射状设置若干个所述聚合物塑料条 。

进一步，所述 中轴为聚合物塑料柱 。

进一步，所述聚合物塑料条设置在所述洗涤筒的筒壁上，并呈放射状 向所述洗

涤筒 内的方 向伸 出。

进一步，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的断面形状为圆形、椭 圆形、方形 。

进一步，所述聚合物塑料条或中轴具有光滑 的表面，或表面具有若干个连续或

间断的凸起 ，或表面为多孔结构 。

进一步，所述聚合物材料 中含有亲水性和亲油性成分，及表面活性剂 的成分 。

进一步，所述 中轴 固定于所述洗涤筒的底部，与所述洗涤筒一起转动；或所述

中轴 的底部与驱动装置连接 ，由所述驱动装置驱动转动 。

进一步，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用紧固件与所述 中轴或所述洗涤筒的筒壁 固定连接 。

进一步，所述聚合物塑料条沿所述 中轴或所述洗涤筒筒壁 的径 向均匀规则设置

有 2-6 排 。

进一步，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的长度 由所述洗涤筒的顶部至底部方 向逐渐加长，

或所有 的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的长度相 同。

进一步，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的直径 由其头部 向根部逐渐增大 。

进一步，所述聚合物塑料条和 / 或所述 中轴为中空的结构，在 中间的空腔 内容纳



有聚合物 固体颗粒 ，在所述 中轴和 / 或所述聚合物塑料条上设置有若干仅供洗涤水通

过的通孔 。

一种洗涤方法 ，是利用设置在洗涤筒 内的若干个聚合物塑料条搅拌衣物 ，进而

通过聚合物塑料条与衣物 的接触处理衣物和 / 或洗涤水 中的污物 ，完成衣物 的洗涤 。

进一步，若干个所述聚合物塑料条呈放射状设置在所述洗涤筒 内的中轴或洗涤

筒的筒壁上 。

进一步，在洗涤过程 中，所述聚合物塑料条与所述洗涤筒 同方 向同转速转动；

或所述聚合物塑料条单独驱动，并正反转交替转动 。

进一步，在待洗衣物洗涤前 ，包括 向所述洗涤筒 内注入洗涤水 的过程 ，所述洗

涤水浸湿所述待洗衣物 。

进一步，在所述衣物洗涤完成后 ，包括使所述聚合物塑料条和 / 或衣物脱水 的过

程 ；和 / 或包括 向所述洗涤筒 内提供热风 ，烘干所述衣物和 / 或聚合物塑料条的过程 。

综上 内容，本发 明所述 的一种洗衣机及洗涤方法 ，结构简单 ，依靠设置在洗涤

筒 中央 的呈放射状 的聚合物洗涤介质处理衣物和洗涤水 中的污物 ，进而达到洗涤 的

目的，不需要颗粒 的投放 、回收及 自清洁 的步骤和装置，不仅简化 了洗涤程序 ，与

普通洗衣机一样 ，还使得该类型洗衣机 的材料成本及制造成本均大幅降低 。另外 ，

在洗涤 时，不仅增大 了聚合物洗涤介质与衣物 的接触面积 ，增加 了对污物 的吸附能

力，对衣物 的磨损程度也要轻很多。

附图说 明

图 1 是本发 明结构示意 图；

图2 是本发 明中轴及聚合物塑料条结构示意 图。

如 图 1和 图2所示，外筒 1，内筒 2，中轴 3，聚合物塑料条 4，衣物 5。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 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

实施例一：

如 图 1和 图2所示，一种洗衣机 ，无论是 目前常用 的波轮洗衣机还是滚筒洗衣机 ，

均包括一壳体 （图中未示出），在壳体 内设置有外筒 1和 内筒 2，外筒 1是封 闭式结构

且是固定不转 的，内筒 2设置在外筒 1的内侧 ，内筒 2的筒壁上开有若干个用于供洗涤

水通过的开孔 （图中未示出），开孔的形状可 以为圆形、矩形、多边形等 ，内筒 2可



通过驱动装置驱动转动。如是波轮洗衣机，内筒2底部的波轮也由驱动装置驱动，与
内筒2分开驱动，通过波轮的正反转转动搅动水流。在外筒1的上部设置有进水口（图
中未示出），用于洗涤和漂洗过程的进水，在外筒1的下部设置有排水口（图中未示
出），用于脱水后的排水。在洗涤时，衣物5放置在内筒2中。

在内筒2内的中心轴线上设置一中轴3，中轴3的高度要略低于内筒2的高度，在
中轴3上向四周呈放射状设置有若干个聚合物塑料条4，以增大吸附面积，提高对污
物的吸附能力。中轴3可以采用与内筒2—致的金属材料，为了进一步增大对污物的
吸附能力，本实施例，中轴3优选采用聚合物塑料，呈柱体的结构，为了增大中轴3

的固定强度，中轴3采用倒T型结构，即中轴3的根部圆盘直径较大。聚合物包括PP，
或PE，或PS，或PVC，或EVA等，或者可以选择上述多种材料的混合物，材料中含有
亲水性和亲油性成分，还有表面活性剂的成分，对污垢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本实施例中，聚合物塑料条4和聚合物中轴3采用实心结构，聚合物塑料条4和聚
合物中轴3可以呈光滑的表面，为了增加与洗涤水和衣物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强吸附
污物的能力，在聚合物塑料条4和聚合物中轴3的表面具有若干个凸起，若干个凸起
之间可以连续地布置，也可以间断的分散布置。

为了增加与洗涤水和衣物之间的接触面积，聚合物塑料条4和聚合物中轴3还可
以采用聚合物表面多孔的结构，表面上的若干孔之间不连通相互断开，便于排干孔
内的存水，提高聚合物塑料条4和聚合物中轴3的再生能力，孔的直径优选为
0. 01-0. 1mm之间。

聚合物塑料条4用螺钉等紧固件与中轴3固定连接，聚合物塑料条4的断面形状为

可以圆形、或为椭圆形、或为方形，为了减小对衣物的磨损，优选采用断面为圆形
或椭圆形。

聚合物塑料条4沿内筒2的径向方向上的长度为内筒2半径的1/5-4/5 ，所有的聚
合物塑料条4的长度均相同，为了取放衣物方便，同时在波轮洗衣机中，衣物都沉集
在筒底部，所以，聚合物塑料条4的长度也可以采用不等长的形式，即由中轴3的顶
部至中轴3的根部方向上逐渐加长。

聚合物塑料条4的直径由其头部向根部逐渐增大，以加强其根部的固定强度，同
时也有利于衣物脱水时的分离。

聚合物塑料条4的沿中轴3的周向可以采用无规则的放射状设置，但为了有利于



衣物 的取放 ，优选采用 ，聚合物塑料条 4沿 中轴 3的周 向均匀有规则的设置，沿 中轴 3

的周 向设置有 2-6 排 ，每排 中均匀排列多条聚合物塑料条 4，其 中，如 图 1所示，优选

采用设置 3排或 4排 。

在滚筒洗衣机 中，中轴 3的根部可 以通过螺钉等紧固件直接 固定于 内筒 2的底部，

与 内筒 2—起 同方 向同转速转动，在转动过程 中，聚合物塑料条 4不断地搅动水流和

衣物 5，并不断的叠合和散开衣物 5，同时，衣物 5不断地与聚合物塑料条 4和 中轴 3接

触 ，由聚合物吸附处理衣物 5和洗涤水 中的从衣物 5上被洗掉的污物 ，进而达到洗涤

衣物 的 目的。在洗涤过程 中，内筒 2以低速转动，以避免洗涤过程 中衣物 5与中轴 3和

聚合物塑料条 4之 间的缠绕 。

下面结合 图 1和 图2对使用上述洗衣机 的洗涤方法进行详细说 明。

该洗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步骤一：与普通洗衣机一样 ，将待洗衣物 5加入至洗衣机 的内筒 2内，同时打开

外筒 1上方的进水 口，向外筒 1内注水 ，洗涤用水和洗涤剂混合后进入 内筒 2内，水穿

过 内筒 2上的开孔 4后 ，与待洗衣物 5充分混合 ，此过程 ，只需要加入适量 的水和洗涤

剂 ，保证水能浸湿衣物 5。

在注入洗涤水浸湿待洗衣物 5时，使待洗衣物 5静置，浸泡一定时间，使水与衣

物 5充分浸润 ，以进一步提高洗净 的效果 。

步骤二：驱动 内筒 2低速转动，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也随之一起转动，聚合物

塑料条 4不断地搅动洗涤水和衣物 5，在洗涤过程 中，洗涤水将衣物 5上的污渍洗掉，

污渍跟随洗涤水不断地冲刷 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在与洗

涤水不断的接触过程 中，将洗涤水 中的污渍吸附，而且衣物 5在洗涤时也会不断地与

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直接接触 ，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直接吸附衣物 5上的污物 ，

从而达到对衣物 5洗涤去污 的 目的。

步骤三 ：驱动 内筒 2高速旋转 ，此时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也随之一起高速旋转 ，

对衣物 5、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同时进行脱水 ，水从外筒 1底部的排水孔排 出。中

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脱水 的过程 ，也是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 自清洁的过程 ，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介质层 的再生能力，延长 了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的使用寿命 。

步骤 四：漂洗步骤 ，重新 向筒 内加入适量 的干净水 ，依上述过程对衣物 5进行漂

洗 ，漂洗后再次进行脱水 ，最终完成衣物 5的全部洗涤过程 。



在衣物 5和 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脱水后 ，可 以利用热泵装置或加热管等装置，

再 向内筒 2 内吹入热风 ，用于烘干衣物 5、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这样也可 以进一

步延长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的使用寿命 ，同时也有利于保持筒 内的干燥 ，减小筒

内因潮湿而滋生霉菌等 。

实施例二：

与实施例一不 同之处在于，在滚筒洗衣机 中，也可 以将 中轴 3与 内筒 2分开设置

并 由驱动装置分别驱动，中轴 3的根部直接与驱动装置连接 ，由驱动装置直接驱动，

由洗衣机 的控制装置控制 中轴 3按一定时间和速度正反转转动，这样 ，更有利于聚合

物塑料条 4搅动水流和衣物 5，进一步提高吸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避免衣物 5的缠

绕 。

在波轮洗衣机 中，可 以用 中轴 3代替原有 的波轮 ，将 中轴 3直接与驱动装置连接 ，

由洗衣机 的控制装置控制 中轴 3按一定时间和速度正反转转动，由聚合物塑料条 4搅

动水流和衣物 5

在洗涤步骤 中，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步骤二，本实施例 中，在洗涤过程 中，

保持 内筒 2不转动，只驱动中轴在洗涤时间内沿顺时针方 向和逆时针方 向交替旋转 ，

利用聚合物塑料条 4不断地搅动洗涤水和衣物 5

实施例三 ：

与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不 同之处在于，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可 以采用 中空的

结构，在 中间的空腔 内容纳有聚合物 固体颗粒 ，在 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上设置有

若干仅供洗涤水通过的通孔，通孔的直径小于颗粒 的最小直径 。因为颗粒 的直径一

般在 2_4mm 之 间，所 以，通孔的直径要小于 2 优选通孔的直径在 5mm之 间，这

样 即可 以保证洗涤水顺利从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中流入或流 出，又可 以避免颗粒

漏 出。

为了增加颗粒 的吸附能力，颗粒采用表面多孔的结构，表面上的若干孔之 间不

连通相互断开，便于排干孔 内的存水 ，提高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的再生能力，孔

的直径优选为 0 . 0 1-0. 1mm之 间。

在洗涤过程 中，洗涤水不断地进 出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的空腔 ，与中轴 3和聚

合物塑料条 4表面接触 的同时，也与空腔 内的颗粒接触 ，由中轴 3、聚合物塑料条 4和

颗粒共 同吸附洗涤水 中从衣物 5上洗掉的污渍 ，衣物 5在洗涤时也会不断地与中轴 3和



聚合物塑料条 4直接接触 ，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直接吸附衣物 5上的污物 ，达到洗

涤 的 目的。

实施例 四：

与上述实施例不 同之处在于，聚合物塑料条 4直接安装 固定于洗涤筒的筒壁上，

筒壁 即包括洗涤筒的侧壁 ，也可 以包括洗涤筒的底壁 。聚合物塑料条 4呈放射状 向洗

涤筒 内的方 向伸 出，与洗涤筒一起旋转 ，在转动过程 中，聚合物塑料条 4不断地搅动

水流和衣物 5，并不断的叠合和散开衣物 5，同时，衣物 5不断地与聚合物塑料条 4接

触 ，由聚合物吸附处理衣物 5和洗涤水 中的从衣物 5上被洗掉的污物 ，进而达到洗涤

衣物 的 目的。在洗涤过程 中，内筒 2 以低速转动，以避免洗涤过程 中衣物 5与中轴 3和

聚合物塑料条 4之 间的缠绕 。

聚合物塑料条 4的结构与实施例一或实施例 四所述相 同，这里就不再另外详细描

述 。

上述各实施例 中所述 的中轴 3和聚合物塑料条 4的结构，也 同样适用于单筒和三

筒 以上的多筒洗衣机 中。

如上所述 ，结合 附图所给 出的方案 内容，可 以衍生出类似 的技术方案 。但凡是

未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 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

单修改、等 同变化与修饰 ，均仍属于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洗衣机 ，包括洗涤筒，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洗涤筒 内设置有用于洗涤衣

物 的聚合物塑料条 。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洗涤筒 内的中心轴线上

设置一中轴 ，在所述 中轴上 向四周呈放射状设置若干个所述聚合物塑料条 。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 中轴为聚合物塑料柱 。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塑料条设置在所述

洗涤筒的筒壁上，并呈放射状 向所述洗涤筒 内的方 向伸 出。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的断面形状

为圆形、椭 圆形、方形 。

6、根据权利要求 1至 5任一项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塑料条或

中轴具有光滑 的表面，或表面具有若干个连续或间断的凸起 ，或表面为多孔结构 。

7、根据权利要求 1至 5任一项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材料 中含

有亲水性和亲油性成分，及表面活性剂 的成分 。

8、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 中轴 固定于所述洗涤筒的

底部，与所述洗涤筒一起转动；或所述 中轴 的底部与驱动装置连接 ，由所述驱动装

置驱动转动 。

9、根据权利要求 2或 4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用紧固件

与所述 中轴或所述洗涤筒的筒壁 固定连接 。

10、根据权利要求 2或 4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塑料条沿所述

中轴或所述洗涤筒筒壁 的径 向均匀规则设置有 2-6 排 。

11、根据权利要求 2或 4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的长度

由所述洗涤筒的顶部至底部方 向逐渐加长，或所有 的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的长度相 同。

12、根据权利要求 2或 4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塑料条的直径

由其头部 向根部逐渐增大 。

13、根据权利要求 2或 4所述 的洗衣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塑料条和 / 或所

述 中轴为中空的结构，在 中间的空腔 内容纳有聚合物 固体颗粒 ，在所述 中轴和 / 或所

述聚合物塑料条上设置有若干仅供洗涤水通过的通孔 。

14、一种洗涤方法 ，其特征在于：利用设置在洗涤筒 内的若干个聚合物塑料条



搅拌衣物 ，进而通过聚合物塑料条与衣物 的接触处理衣物和 / 或洗涤水 中的污物 ，完

成衣物 的洗涤 。

15、根据权利要求 14所述 的洗涤方法 ，其特征在于：若干个所述聚合物塑料条

呈放射状设置在所述洗涤筒 内的中轴或洗涤筒的筒壁上 。

16、根据权利要求 14所述 的洗涤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洗涤过程 中，所述聚合

物塑料条与所述洗涤筒 同方 向同转速转动；或所述聚合物塑料条单独驱动，并正反

转交替转动 。

17、根据权利要求 14所述 的洗涤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待洗衣物洗涤前 ，包括

向所述洗涤筒 内注入洗涤水 的过程 ，所述洗涤水浸湿所述待洗衣物 。

18、根据权利要求 14所述 的洗涤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衣物洗涤完成后 ，

包括使所述聚合物塑料条和 / 或衣物脱水 的过程 ；和 / 或包括 向所述洗涤筒 内提供热

风 ，烘干所述衣物和 / 或聚合物塑料条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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