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2079253.9

(22)申请日 2018.12.11

(73)专利权人 浙江欧琳生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15104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祥和东

路128号

(72)发明人 徐剑光　刘成　徐明　王文龙　

陈旭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波市鄞州盛飞专利代理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3243

代理人 毛凯

(51)Int.Cl.

A47L 15/42(2006.01)

A47L 15/16(2006.01)

A47L 15/50(2006.01)

A47J 43/24(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便携式洗碗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包

括：主体，内置洗涤泵、排水泵以及用以控制洗涤

泵、排水泵的线路板，其中，主体的一端设置有一

根与市政水路相连的进水管；落水器，安装于水

槽槽体的底部，且落水器向外引出三条管路，其

中，第一管路和第二管路的两端分别与落水器和

洗涤泵相连，第三管路的一端与落水器相连，另

一端连接至下水道；排水管，一端与排水泵相连，

另一端与第三管路或下水道相连；喷淋器，位于

清洗空间内，并安装于落水器上，其中，喷淋器与

第一管路相连通；顶盖，活动连接于水槽槽体的

开口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安装

方便、成本低，且不占用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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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主体，内置洗涤泵、排水泵以及用以控制洗涤

泵、排水泵的线路板，其中，主体的一端设置有一根与市政水路相连的进水管；落水器，安装

于水槽槽体的底部，且落水器向外引出三条管路，其中，第一管路和第二管路的两端分别与

落水器和洗涤泵相连，第三管路的一端与落水器相连，另一端连接至下水道；排水管，一端

与排水泵相连，另一端与第三管路或下水道相连，并将水槽槽体的内部空间作为餐具或者

果蔬的清洗空间；喷淋器，位于清洗空间内，并安装于落水器上，其中，喷淋器与第一管路相

连通；顶盖，活动连接于水槽槽体的开口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其特征在于，在落水器与三条管路之间设

置有一个电磁阀，且该电磁阀与线路板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其特征在于，电磁阀包括阀体，且沿阀体

的一侧向外延伸两根滑杆，且每一根滑杆的两端分别与一个通电线圈和一块分隔板相连，

其中，两个通电线圈分别为第一线圈和第二线圈，两块分隔板分别为第一分隔板和第二分

隔板，且第一分隔板的位置与落水器上进水管口和出水管口的位置相对应，第二分隔板的

位置与落水器上排水管口的位置相对应。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其特征在于，在主体还设置有一个

加热器，且该加热器与线路板电连接，其中，加热器设置在第一管路与洗涤泵之间，或者设

置在第二管路与洗涤泵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其特征在于，在主体内设置有一个

用以水体软化的软水器，其中，该软水器的一端与进水管相连通，软水器的另一端与第一管

路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其特征在于，在主体内还设置有一

个检测组件，且该检测组件与线路板电连接，其中，该检测组件包括用以检测清洗空间水位

高度的水位传感器，和用以检测水流温度的温度传感器，以及用以检测水流清洁度的浊度

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其特征在于，顶盖包括顶板，并沿

顶板的各个边沿向下延伸，形成侧板，其中，在顶板上设置有一个把手。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其特征在于，在水槽槽体的清洗空

间内还设置有一个碗篮，作为餐具或者果蔬清洗时的放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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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洗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厨房机电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洗碗机，特别是一种便携式洗碗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厨房的智能化水平也相应的提高，特别是对于餐具，果蔬的

清洗，形成了洗碗机或者水槽式洗碗机，但是目前传统家用洗碗机体积较大，成本偏高，安

装复杂，而水槽式洗碗机在安装时，需要对现有台面进行改造，且对水槽式洗碗机所在橱柜

的尺寸具有一定的要求(安装尺寸)，使得水槽洗碗机的安装使用收到了较大的局限性。

[0003] 综上所述，为解决现有洗碗机结构上的不足，需要设计一种在不改变原有水槽结

构的基础上，安装方便，成本低以及不占用较大空间的洗碗机。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在不改变原有水

槽结构的基础上，安装方便，成本低以及不占用较大空间的洗碗机。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包括：主体，

内置洗涤泵、排水泵以及用以控制洗涤泵、排水泵的线路板，其中，主体的一端设置有一根

与市政水路相连的进水管；落水器，安装于水槽槽体的底部，且落水器向外引出三条管路，

其中，第一管路和第二管路的两端分别与落水器和洗涤泵相连，第三管路的一端与落水器

相连，另一端连接至下水道；排水管，一端与排水泵相连，另一端与第三管路或者下水道相

连，并将水槽槽体的内部空间作为餐具或者果蔬的清洗空间；喷淋器，位于清洗空间内，并

安装于落水器上，其中，喷淋器与第一管路相连通；顶盖，活动连接于水槽槽体的开口端。

[0006] 在上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中，在落水器与三条管路之间设置有一个电磁阀，且

该电磁阀与线路板电连接。

[0007] 在上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中，电磁阀包括阀体，且沿阀体的一侧向外延伸两根

滑杆，且每一根滑杆的两端分别与一个通电线圈和一块分隔板相连，其中，两个通电线圈分

别为第一线圈和第二线圈，两块分隔板分别为第一分隔板和第二分隔板，且第一分隔板的

位置与落水器上进水管口和出水管口的位置相对应，第二分隔板的位置与落水器上排水管

口的位置相对应。

[0008] 在上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中，在主体还设置有一个加热器，且该加热器与线路

板电连接，其中，加热器设置在第一管路与洗涤泵之间，或者设置在第二管路与洗涤泵之

间。

[0009] 在上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中，在主体内设置有一个用以水体软化的软水器，其

中，该软水器的一端与进水管相连通，软水器的另一端与第一管路相连通。

[0010] 在上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中，在主体内还设置有一个检测组件，且该检测组件

与线路板电连接，其中，该检测组件包括用以检测清洗空间水位高度的水位传感器，用以检

测水流温度的温度传感器，以及用以检测水流清洁度的浊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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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上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中，顶盖包括顶板，并沿顶板的各个边沿向下延伸，形

成侧板，其中，在顶板上设置有一个把手。

[0012] 在上述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中，在水槽槽体的清洗空间内还设置有一个碗篮，作

为餐具或者果蔬清洗时的放置空间。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将洗涤结构(洗涤泵)，排

水结构(排水泵)，控制结构(线路板)集成设置，形成一个模块化结构，并直接放置于水槽槽

体的下方，减少了其多余的占用空间，避免洗碗机零部件的分散设置，便于后期的维修操

作，另外，所有的管路(进水、出水以及排水)均集成于落水器上，而无需改变水槽的自身结

构，从而降低了洗碗机的生产成本，并且落水器自身能够起到过滤功能，从而无需在水槽底

部另设过滤结构，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洗碗机的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便携式洗碗机的爆炸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中主体的结构框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中落水器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中电磁阀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00、主体；110、洗涤泵；120、排水泵；130、线路板；140、加热器；150、软水器；

160、检测组件；161、水位传感器；162、温度传感器；163、浊度传感器；200、进水管；300、落水

器；310、第一管路；320、第二管路；330、第三管路；340、排水管；350、进水管口；360、出水管

口；370、排水管口；400、水槽槽体；410、清洗空间；500、喷淋器；600、顶盖；610、顶板；620、侧

板；630、把手；700、电磁阀；710、阀体；720、滑杆；730、第一线圈；740、第二线圈；750、第一分

隔板；760、第二分隔板；800、碗篮。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0]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包括：主体100，内置洗涤

泵110、排水泵120以及用以控制洗涤泵110、排水泵120的线路板130，其中，主体100的一端

设置有一根与市政水路相连的进水管200；落水器300，安装于水槽槽体400的底部，且落水

器300向外引出三条管路，其中，第一管路310和第二管路320的两端分别与落水器300和洗

涤泵110相连，分别作为洗涤泵110的进水管路和出水管路，第三管路330的一端与落水器

300相连，另一端连接至下水道；排水管340，一端与排水泵120相连，另一端与第三管路330

或者下水道相连，并将水槽槽体400的内部空间作为餐具或者果蔬的清洗空间410；喷淋器

500，位于清洗空间410内，并安装于落水器300上，其中，喷淋器500与第一管路310相连通；

顶盖600，活动连接于水槽槽体400的开口端。

[002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便携式洗碗机，将洗涤结构(洗涤泵110)，排水结构(排水

泵120)，控制结构(线路板130)集成设置，形成一个模块化结构，并直接放置于水槽槽体400

的下方，减少了其多余的占用空间，避免洗碗机零部件的分散设置，便于后期的维修操作，

另外，所有的管路(进水、出水以及排水)均集成于落水器300上，而无需改变水槽的自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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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从而降低了洗碗机的生产成本，并且落水器300自身能够起到过滤功能，从而无需在水

槽底部另设过滤结构，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洗碗机的生产成本。

[0022] 优选地，如图1至图4所示，在落水器300与三条管路之间设置有一个电磁阀700，且

该电磁阀700与线路板130电连接，在本实施例中的电磁阀700为一般的开关电磁阀700，作

为清洗空间410与清洗通道(包括第一管路310、第二管路320以及排水管340)之间，清洗空

间410与第三管路330之间的通断开关，当餐具或者果蔬在清洗时，通过线路板130控制电磁

阀700，使其阻断清洗空间410与第三管路330之间的通道，并连通清洗空间410与清洗通道

之间的通道，从而实现餐具、果蔬的循环清洗，即外部水流，经进水管200、洗涤泵110、第一

管路310、落水器300，并从喷淋器500中喷射而出，清洗餐具或者果蔬，喷射而出的水流，汇

聚至落水器300处，而后通过落水器300的过滤处理，经第二管路320，回到洗涤泵110，再通

过第一管路310、落水器300，进入喷淋器500中，从而形成了餐具或者果蔬的循环清洗，进而

在达到清洗效果的基础上节约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当餐具或者果蔬清洗完成后，

再次通过线路板130控制电磁阀700，使其阻断清洗空间410与清洗通道之间的通道，并连通

清洗空间410与第三管路330之间的通道，使得水流经第三管路330进入下水道中，或者当餐

具、果蔬清洗完成后，清洗空间410与清洗通道仍处于联通状态，而清洗空间410与第三管路

330仍处于阻断状态，此时线路板130控制排水泵120的开启，使得清洗空间410中的水流在

排水泵120的作用下，快速进入下水道内，从而加快排水速率。

[0023] 进一步优选地，如图1至图4所示，电磁阀700包括阀体710，且沿阀体710的一侧向

外延伸两根滑杆720，且每一根滑杆720的两端分别与一个通电线圈和一块分隔板相连，其

中，两个通电线圈分别为第一线圈730和第二线圈740，两块分隔板分别为第一分隔板750和

第二分隔板760，且第一分隔板750的位置与落水器300上进水管口350和出水管口360的位

置相对应，第二分隔板760的位置与落水器300上排水管口370的位置相对应。当餐具或者果

蔬在清洗时，线路板130控制电磁阀700，使得第一线圈730通电，滑杆720带动第一分隔板

750回缩，使得进水管口350与排水管口370处于裸露状态，即清洗空间410与清洗通道相连

通，此时，第二线圈740不通电，使得排水管口370处于封闭状态，即清洗空间410与第三管路

330不连通；当餐具或者果蔬清洗完成后，线路板130再次控制电磁阀700，使得第一线圈730

不通电，滑杆720带动第一分隔板750回位，密封进水管口350和出水管口360，阻断清洗空间

410与清洗通道之间的通道，此时，第二线圈740通电，滑杆720带动第二分隔板760回缩，将

排水管口370裸露，即清洗空间410与第三管路330相连通，将水流经第三管路330进入下水

道内；或者当餐具或者果蔬清洗完成后，落水器300上进水管口350和出水管口360仍处于裸

露状态，而落水器300上的排水管口370仍处于封闭状态，此时线路板130控制排水泵120的

开启，使得清洗空间410中的水流在排水泵120的作用下，快速进入下水道内，从而加快排水

速率。当水槽槽体400内的清洗空间410作为一般清洗，即洗食材洗果蔬时，第一线圈730始

终处于断电状态(常闭)，而第二线圈740始终处于通电状态(常开)，这样洗食材洗果蔬后的

水流能够通过落水器300直接经第三管路330排入下水道中，即不影响水槽的一般使用，提

高洗碗机使用的灵活性。

[0024] 优选地，如图1至图4所示，在主体100还设置有一个加热器140，且该加热器140与

线路板130电连接，其中，加热器140设置在第一管路310与洗涤泵110之间，或者设置在第二

管路320与洗涤泵110之间。一般餐具或者果蔬在清洗过程中，需要经历两道工序，其一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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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漂洗，其二为冷水漂洗，而之所以采用热水漂洗，是因为通过热水能够将强力附着于餐具

或者果蔬表面的食物残渣软化，从而提高清洗效果，因此，当水流经过进水管200进入主体

100内时，可通过线路板130控制加热器140对水流进行加热处理，而加热后的水流经洗涤泵

110、第一管路310，最终从喷淋器500中喷射而出，完成热水漂洗，当进行冷水漂洗时，加热

器140不工作，直接将水流经洗涤泵110、第一管路310，从喷淋器500中喷射而出，完成冷水

漂洗。在本实施例中的加热器140中内置电热丝，作为水体加热的加热源。

[0025] 优选地，如图1至图4所示，为了进一步提高餐具或者果蔬的清洗效果，在主体100

内设置有一个用以水体软化的软水器150，其中，该软水器150的一端与进水管200相连通，

软水器150的另一端与第一管路310相连通。通过对于加热后的水体进行软化处理，从而减

少水垢的形成，进而延长洗碗机的使用寿命。

[0026] 优选地，如图1至图4所示，在主体100内还设置有一个检测组件160，且该检测组件

160与线路板130电连接，其中，该检测组件160包括用以检测清洗空间410水位高度的水位

传感器161，用以检测水流温度的温度传感器162，以及用以检测水流清洁度的浊度传感器

163。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水位传感器161，避免清洗空间410中的蓄水量过多，导致餐具

或者果蔬在清洗过程中发生溢水现象；通过设置温度传感器162，避免水流的温度过高，加

速管路的老化，损伤零部件(洗涤泵110等)，或者温度过低，使得餐具或者果蔬清洗不干净；

通过设置浊度传感器163，能够检测水流的洁净程度，避免已经被污染的水流仍处于循环清

洗过程中，保障餐具或者果蔬的清洗效果。

[0027] 进一步优选地，如图1至图4所示，顶盖600包括顶板610，并沿顶板610的各个边沿

向下延伸，形成侧板620，其中，在顶板610上设置有一个把手630。将顶盖600设置呈“罩”的

结构，使得当顶盖600合上水槽槽体400的开口端时，增加了清洗空间410的体积(水槽槽体

400的内部空间加上顶盖600的内部空间)，从而增加了单次餐具或者果蔬的清洗数量，提高

清洗的工作效率。

[0028] 优选地，如图1至图4所示，在水槽槽体400的清洗空间410内还设置有一个碗篮

800，作为餐具或者果蔬清洗时的放置空间，由于碗篮800与水槽槽体400之间无连接，从而

可以实现碗篮800的更滑，从而满足不同规格餐具或者果蔬的清洗，也可以放置果蔬篮来清

洗果蔬。

[0029]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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