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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喷淋臂

及清洗篮，箱体内部中空从而形成洗涤腔，喷淋

臂能转动地设于该洗涤腔中，清洗篮可脱卸的放

置于洗涤腔中，清洗篮的内侧壁上设置有竖向布

置的第一导流件，清洗篮的底壁上开有供水流通

过的开口，该开口上形成有能使水快速流下的第

二导流件。本发明在清洗篮的内侧壁上设置了第

一导流件，并在底部的开口上设置了第二导流

件，被喷淋臂喷向清洗篮上方的水可顺着第一导

流件快速下流至清洗篮底部，该部分水流又快速

通过第二导流件下流至洗涤腔中而不会在清洗

篮底部汇聚，快速流下的水与转动的喷淋臂及喷

淋臂喷出的水撞击，增强了洗涤腔中水的湍动

度，从而提高清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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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1)、喷淋臂(2)及清洗篮(3)，所述箱体(1)内部中空从而形成

洗涤腔(11)，所述喷淋臂(2)能转动地设于该洗涤腔(11)中并具有出水孔(22)，所述清洗篮

(3)可脱卸的放置于洗涤腔(11)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篮(3)的内侧壁上设置有竖向布

置的第一导流件(31)，所述清洗篮(3)的底壁上开有供水流通过的开口(32)，该开口(32)上

形成有能使水快速流下的第二导流件(3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流件(31)为多条间隔布置于

清洗篮(3)内侧壁上的导流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导流件(33)为自开口(32)边

缘向下延伸的下沉式导流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架至少包括有第一导流条

(331)、第二导流条(332)，所述第一导流条(331)的上端连接于开口(32)一边缘的中部，所

述第一导流条(331)的下端斜向下延伸，所述第二导流条(332)的上端连接于开口(32)另一

边缘的中部，所述第二导流条(332)的下端斜向下延伸并与第一导流条(331)的下端在开口

(32)的中心线上相汇聚并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开口(32)呈方形，所述的导流架

还包括第三导流条(333)、第四导流条(334)，该第三导流条(333)上端、第四导流条(334)上

端与所述第一导流条(331)、第二导流条(332)的上端分别连接于开口(32)的一个边缘上下

端在开口(32)下方汇聚。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臂(2)内部

中空从而形成集水腔(21)，所述出水孔(22)开设于喷淋臂(2)的上壁面上并与集水腔(21)

相连通，所述清洗篮(3)的底部设置有与任一出水孔(22)相对应并能在出水的冲击下旋转

的叶轮(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篮(4)的底部开设有上下贯通

的通孔(34)，所述叶轮(4)通过安装套(5)设于通孔(34)中，所述安装套(5)具有上下贯通并

用于安装叶轮(4)的内腔(51)，所述叶轮(4)设于该内腔(51)中并与该内腔(51)同轴布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套(5)的内腔壁上连接有支架

(54)，该支架(54)中部具有沿安装套(5)轴向布置的安装轴(541)，所述叶轮(4)能转动地连

接于该安装轴(541)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叶轮(4)包括中心轴(41)及设于该

中心轴(41)的外周面上并能沿轴向汲取水流的叶片(42)，所述中心轴(41)上开有沿轴向布

置的能套置于安装轴(41)外周的轴孔(411)；所述叶片(42)在中心轴(41)的外周面上沿轴

向螺旋延伸；所述叶片(42)在中心轴(41)上至少缠绕有一圈，且所述叶片(42)的半径自下

而上逐渐减小。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套(5)的上端面上设置有沿周

向布置的毛刷(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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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洗机，具体指能使水流湍动从而提高清洗效果的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洗碗机作为一种厨房用家电产品，越来越多的进

入家庭。目前市场上的洗碗机一般分为台式、柜式、槽式三种，其中，台式洗碗机即为整体式

独立结构，一般放置在台面上使用；柜式洗碗机也是一种独立结构，但需要嵌入到厨柜中使

用；槽式洗碗机则是与洗涤腔结合在一起，一般安装在厨房橱柜中使用。

[0003] 上述各种形式的洗碗机一般均是通过水泵将水提起并喷向清洗空间中的碗碟从

而达到清洗作用。例如，申请号为CN97236119.7的中国专利《微电脑光控全自动洗碗机》、申

请号为CN00240098.7的中国专利《一种洗碗机》均披露了类似结构，该类结构中，喷向碗碟

的水流冲击力较弱，且不够均匀，当碗碟较多时无法被水流覆盖，导致清洗效果较差。申请

公开号为CN105662301A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一种洗涤腔式清洗机的洗涤方法》(申请号：

CN201610113125.4)也披露了一种结构，其包括水槽本体，其底部设置有入水口在上的开放

式水泵，水泵的出水部件为喷淋臂，喷淋臂与水槽本体连接，水泵将水槽本体内的水吸入后

从喷淋臂喷出从而对果蔬进行清洗，同时在水槽本体的底部设置超声波发生装置，与喷淋

臂结合而获得较好的清洗效果，清洗完后的水通过排水部件排出。这种清洗结构，通常水槽

本体的底部及侧面均为平面，特别是水槽中有菜篮时，菜篮内侧壁及底壁导水性能较差，水

流自高处流回至水槽底部需要较长时间，不利于与喷淋臂喷出的水流接触形成湍流，难以

实现更好的清洗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能提高湍流度从而

提高清洗效果的清洗机。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喷淋臂及

清洗篮，所述箱体内部中空从而形成洗涤腔，所述喷淋臂能转动地设于该洗涤腔中并具有

出水孔，所述清洗篮可脱卸的放置于洗涤腔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篮的内侧壁上设置有

竖向布置的第一导流件，所述清洗篮的底壁上开有供水流通过的开口，该开口上形成有能

使水快速流下的第二导流件。

[0006] 优选地，所述第一导流件为多条间隔布置于清洗篮内侧壁上的导流筋。该导流筋

可使清洗篮内壁上方的水快速流至清洗篮底部，加速水流下流速度。

[0007]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的第二导流件为自开口边缘向下延伸的下沉式导流架。所述

导流架至少包括有第一导流条、第二导流条，所述第一导流条的上端连接于开口一边缘的

中部，所述第一导流条的下端斜向下延伸，所述第二导流条的上端连接于开口另一边缘的

中部，所述第二导流条的下端斜向下延伸并与第一导流条的下端在开口的中心线上相汇聚

并连接。采用该结构，自清洗篮内侧壁流下的水可顺着导流架快速落回洗涤腔中并与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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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喷淋臂及喷淋臂喷出的水撞击，提高洗涤腔中水的湍动度，进而提高清洗效果。

[0008] 优选地，所述的开口呈方形，所述的导流架还包括第三导流条、第四导流条，该第

三导流条上端、第四导流条上端与所述第一导流条、第二导流条的上端分别连接于开口的

一个边缘上下端在开口下方汇聚。

[0009] 作为改进，所述喷淋臂内部中空从而形成集水腔，所述出水孔开设于喷淋臂的上

壁面上并与集水腔相连通，所述清洗篮的底部设置有与任一出水孔相对应并能在出水的冲

击下旋转的叶轮。在喷淋臂转动过程中，当出水孔与该叶轮相对时，出水孔喷出的水冲击叶

轮使叶轮转动，从而提高清洗篮中水流的湍动度，进而提高清洗效果。

[0010] 优选地，所述清洗篮的底部开设有上下贯通的通孔，所述叶轮通过安装套设于通

孔中，所述安装套具有上下贯通并用于安装叶轮的内腔，所述叶轮设于该内腔中并与该内

腔同轴布置。

[0011] 为了便于安装，所述安装套的内腔壁上连接有支架，该支架中部具有沿安装套轴

向布置的安装轴，所述叶轮能转动地连接于该安装轴上。

[0012] 再改进，所述叶轮包括中心轴及设于该中心轴的外周面上并能沿轴向汲取水流的

叶片，所述中心轴上开有沿轴向布置的能套置于安装轴外周的轴孔。所述叶片在中心轴的

外周面上沿轴向螺旋延伸。该叶轮结构具有很好的轴向汲水性能，有利于形成尽可能大的

湍流。

[0013] 再改进，所述叶片在中心轴上至少缠绕有一圈，且所述叶片的半径自下而上逐渐

减小。该结构有利于形成尽可能大的湍流。

[0014] 优选地，所述安装套的上端面上设置有沿周向布置的毛刷。叶轮在通孔上方的小

范围内形成湍流，该毛刷可对果蔬进行刷洗，与湍动的水流配合可达到高效的清洁效果。

[0015] 为了便于装配，所述安装套具有本体及自该本体底部向下延伸的卡勾，装配完成

状态下，所述本体下端架置在通孔上端，所述卡勾沿通孔内壁向下延伸并卡置在清洗篮的

底面上。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在清洗篮的内侧壁上设置了第一导

流件，并在底部的开口上设置了第二导流件，被喷淋臂喷向清洗篮上方的水可顺着第一导

流件快速下流至清洗篮底部，该部分水流又快速通过第二导流件下流至洗涤腔中而不会在

清洗篮底部汇聚，快速流下的水与转动的喷淋臂及喷淋臂喷出的水撞击，增强了洗涤腔中

水的湍动度，从而提高清洗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清洗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图2中A部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叶轮与安装套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4的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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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如图1～5所示，本实施例的清洗机包括箱体1、喷淋臂2及清洗篮3，本实施例的清

洗机可设计为水槽式清洗机，箱体1内部中空从而形成洗涤腔11，喷淋臂2能转动地设于该

洗涤腔11中，喷淋臂2内部中空从而形成集水腔21，喷淋臂2的上壁面上开有多个间隔布置

的与集水腔21相连通的出水孔22。箱体1底部设置有能将水泵入集水腔21中的动力机构6。

[0024] 本实施例的清洗篮3可脱卸的放置于洗涤腔11中，清洗篮3的内侧壁上设置有竖向

布置的第一导流件31，清洗篮3的底壁上开有供水流通过的开口32，该开口32上形成有能使

水快速流下的第二导流件33。

[0025] 具体的，第一导流件31为多条间隔布置于清洗篮3内侧壁上的导流筋，该导流筋可

使清洗篮3内壁上方的水快速流至清洗篮3底部，加速水流下流速度。开口32为方形，第二导

流件33为自开口32边缘向下延伸的下沉式导流架，该导流架包括有第一导流条331、第二导

流条332、第三导流条333、第四导流条334，第一导流条331、第二导流条332、第三导流条

333、第四导流条334的上端分别连接于方形开口32一个边缘的中部，第一导流条331、第二

导流条332、第三导流条333、第四导流条334的下端均斜向下延伸并在开口32下方汇聚，汇

聚点在开口32的竖向中心线上。自清洗篮3内侧壁流下的水可顺着导流架快速落回洗涤腔

11中并与转动的喷淋臂2及喷淋臂2喷出的水撞击，提高洗涤腔11中水的湍动度，进而提高

清洗效果。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清洗篮3的底部设置有与任一出水孔22相对应并能在出水的冲击

下旋转的叶轮4。在喷淋臂2转动过程中，当出水孔22与该叶轮4相对时，出水孔22喷出的水

冲击叶轮4使叶轮4转动，从而提高清洗篮3中水流的湍动度，进而提高清洗效果。清洗篮3的

底部开设有上下贯通的通孔34，叶轮4通过安装套5设于通孔34中.具体的，安装套5具有上

下贯通并用于安装叶轮4的内腔51，叶轮4设于该内腔51中并与该内腔51同轴布置。具体的，

安装套5具有本体52及自该本体52底部向下延伸的卡勾53，装配完成状态下，本体52下端架

置在通孔34上端，卡勾53沿通孔34内壁向下延伸并卡置在清洗篮3的底面上。安装套5的内

腔壁上连接有支架54，该支架54中部具有沿安装套5轴向布置的安装轴541，叶轮4能转动地

连接于该安装轴541上。安装套5的上端面上设置有沿周向布置的毛刷55。叶轮4在通孔34上

方的小范围内形成湍流，该毛刷55可对果蔬进行刷洗，与湍动的水流配合可达到高效的清

洁效果。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叶轮4包括中心轴41及设于该中心轴41的外周面上并能沿轴向汲

取水流的叶片42，中心轴41上开有沿轴向布置的能套置于安装轴541外周的轴孔411。叶片

42在中心轴41的外周面上沿轴向螺旋延伸。叶片42在中心轴41上至少缠绕有一圈，且叶片

42的半径自下而上逐渐减小。该叶轮4结构具有很好的轴向汲水性能，有利于形成尽可能大

的湍流。

[0028] 使用本实施例的清洗机时，被喷淋臂2喷向清洗篮3上方的水可顺着第一导流件31

快速下流至清洗篮3底部，该部分水流又快速通过第二导流件33下流至洗涤腔11中而不会

在清洗篮3底部汇聚，快速流下的水与转动的喷淋臂2及喷淋臂2喷出的水撞击，增强了洗涤

腔11中水的湍动度，同时，叶轮4的转动也在小范围内形成了较强的湍流，从而提高清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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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6

CN 109965807 A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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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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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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