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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碗架，包括框架及设于

搁板，搁板具有间隔并能沿自身轴向转动地第一

支撑条、第二支撑条，第一支撑条上设置有第一

搁置条，第二支撑条上设置有第二搁置条，该第

二搁置条与第一搁置条能在第一支撑条、第二支

撑条转动状态下相互平行或交叉布置，第一支撑

条、第二支撑条上还对应设置有第三搁置条。当

放置体积较小的容器时，转动第一支撑条、第二

支撑条，使第一搁置条、第二搁置条平行并竖向

布置，将容器夹持在第一搁置条、第二搁置条之

间即可；当需要放置体积、高度较大的容器时，再

次转动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使第三搁置条

竖向布置，将容器较大的容器开口朝向一侧支撑

在该第三搁置条上即可，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大的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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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碗架，包括框架(1)及设于该框架(1)中的搁板(2)，其特征在于：所述搁板(2)具

有间隔并能沿自身轴向转动地设于框架(1)底部的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所述

第一支撑条(21)上设置有至少两条间隔布置的用于放置碗碟的第一搁置条(211)，所述第

二支撑条(22)上设置有与该第一搁置条(211)相对应的第二搁置条(221)，该第二搁置条

(221)与相应的所述第一搁置条(211)能在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转动状态下相

互平行或交叉布置，所述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上还对应设置有能在第一搁置

条(211)与第二搁置条(221)交叉状态下用于放置大容器的第三搁置条(2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碗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搁置条(200)与第一搁置条(211)

及第二搁置条(221)相垂直布置，且在所述第一搁置条(211)与第二搁置条(221)相平行状

态下，所述第一支撑条(21)上的第三搁置条(200)与第二支撑条(22)上的第三搁置条(200)

位于同一水平面上，在所述第一搁置条(211)与第二搁置条(221)相交叉状态下，所述第一

支撑条(21)上的第三搁置条(200)与第二支撑条(22)上的第三搁置条(200)相平行布置并

自框架(1)底部竖向向上延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碗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三搁置条(200)为至少两组并沿

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的长度方向间隔布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碗架，其特征在于：各组所述第三搁置条(200)沿第一支撑条

(21)及第二支撑条(22)的长度方向逐渐缩短。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碗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1)的底部具

有间隔布置的第三支撑条(11)、第四支撑条(12)，所述第一支撑条(21)的第一端、第二支撑

条(22)的第一端分别通过第一定位件(23)设于第三支撑条(11)上，所述第一支撑条(21)的

第二端、第二支撑条(22)的第二端分别通过第二定位件(24)设于第四支撑条(12)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碗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定位件(23)的底部开有沿长度方

向布置的能卡置在第三支撑条(11)外周的第一卡槽(231)，所述第二定位件(24)的底部开

有沿长度方向布置的能卡置在第四支撑条(12)外周的第二卡槽(241)；所述第一定位件

(23)的第一端设置有供第一支撑条(21)的第一端转动插入的第一轴孔(232)，对应的，所述

第二定位件(24)的第一端设置有供第一支撑条(21)的第二端转动插入的第二轴孔(242)；

所述第一定位件(23)的第二端设置有供第二支撑条(22)的第一端转动插入的第三轴孔

(233)，对应的，所述第二定位件(24)的第二端设置有供第二支撑条(22)的第二端转动插入

的第四轴孔(24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碗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卡槽(231)的内壁上设置有能将

第三支撑条(11)卡紧的第一凸部(2311)；所述第二卡槽(241)的内壁上设置有能将第四支

撑条(12)卡紧的第二凸部(2411)。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碗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上

分别设置有靠近第一端布置的限位条(201)，该限位条(201)与所述第三搁置条(200)相平

行布置，所述第一定位件(23)上设置有供限位条(201)卡置其中并沿相应第一支撑条(21)/

第二支撑条(22)轴向转动的限位槽(234)，该限位槽(234)的至少内端与相应的第一轴孔

(232)/第二轴孔(242)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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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碗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碗架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用于水槽式洗碗机中的碗架。

背景技术

[0002] 洗碗机是一种将冷水或热水喷射到盘碟以清除粘附在盘碟上的赃物并且清洗碗

碟的装置。将碗碟放置在洗碗柜内的搁篮中，一般的洗碗机包括喷射洗涤水的泵和喷头，产

生热水的加热器等。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  203693530  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水槽式清洗机的搁篮》(申请

号：201320889671.9)是本申请人的在先申请，其包括框架，述框架的底部设置有能打开的

活动栅格。在具体使用时，活动栅格的末端延伸到清洗机中盛残渣的渣篮上方，当框架打开

时，渣篮就能方便地从原先活动栅格所在的空档中取出。在渣篮上方设置可活动的栅格，清

洗时可将部分碗碟置于栅格上，清洗完毕后需要取出渣篮时，只需移动栅格使其离开渣篮

上方即可从搁篮下方取出渣篮，而不用将整个搁篮提出，使用非常方便；在搁篮内侧设置可

转动的搁板，在搁篮内的空间不够时，可将搁板转动放平，从而将多余的碗碟置于搁板上，

减少清洗次数，节约能源。但是，上述结构的栅格只能用于放置碗碟，而不能放置锅内胆等

体积较大的容器，而国内家庭使用电饭煲、高压锅等具有锅内胆的锅具较多，无法满足消费

者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能通过调节搁

板结构而能放置多种体积容器的碗架。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碗架，包括框架及设于

该框架中的搁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搁板具有间隔并能沿自身轴向转动地设于框架底部的

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所述第一支撑条上设置有至少两条间隔布置的用于放置碗碟的

第一搁置条，所述第二支撑条上设置有与该第一搁置条相对应的第二搁置条，该第二搁置

条与相应的所述第一搁置条能在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转动状态下相互平行或交叉布

置，所述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上还对应设置有能在第一搁置条与第二搁置条交叉状态

下用于放置较大容器的第三搁置条。

[0006]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三搁置条与第一搁置条及第二搁置条相垂直布置，且在所

述第一搁置条与第二搁置条相平行状态下，所述第一支撑条上的第三搁置条与第二支撑条

上的第三搁置条位于同一水平面上，在所述第一搁置条与第二搁置条相交叉状态下，所述

第一支撑条上的第三搁置条与第二支撑条上的第三搁置条相平行布置并自框架底部竖向

向上延伸。当第一搁置条与第二搁置条相平行时，体积较小的碗碟等容器可夹持在第一搁

置条与第二搁置条之间；当第一搁置条与第二搁置条相交叉时，第一搁置条与第二搁置条

交叉构成的面与框架的底面相平行，第三搁置条竖向布置，体积较大的锅内胆等容器可放

置在各第三搁置条所构成的支撑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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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地，所述的第三搁置条为至少两组并沿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的长度方向

间隔布置。各组所述第三搁置条沿第一支撑条及第二支撑条的长度方向逐渐缩短。采用该

结构，使各第三搁置条所构成的支撑面倾斜布置，当锅内胆等较大的容器置于支撑面上时

可使开口向下倾斜，置于水槽式洗碗机中有利于向锅内胆中喷入洗涤液进行清洗。

[0008]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框架的底部具有间隔布置的第三支撑条、第四支撑条，所述

第一支撑条的第一端、第二支撑条的第一端分别通过第一定位件设于第三支撑条上，所述

第一支撑条的第二端、第二支撑条的第二端分别通过第二定位件设于第四支撑条上。

[0009] 为了便于连接与装配，所述第一定位件的底部开有沿长度方向布置的能卡置在第

三支撑条外周的第一卡槽，所述第二定位件的底部开有沿长度方向布置的能卡置在第四支

撑条外周的第二卡槽；所述第一定位件的第一端设置有供第一支撑条的第一端转动插入的

第一轴孔，对应的，所述第二定位件的第一端设置有供第一支撑条的第二端转动插入的第

二轴孔；所述第一定位件的第二端设置有供第二支撑条的第一端转动插入的第三轴孔，对

应的，所述第二定位件的第二端设置有供第二支撑条的第二端转动插入的第四轴孔。

[0010] 装配完成状态下，上述第一卡槽与第二卡槽相平行布置，所述第一轴孔、第二轴

孔、第三轴孔、第四轴孔均与第一卡槽、第二卡槽相垂直布置。上述第一卡槽、第二卡槽、第

一轴孔、第二轴孔、第三轴孔、第四轴孔的下端均为敞开布置。

[0011] 采用上述结构，便于将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进行转动并在转动完毕后对相应

的使用状态进行定位。

[0012] 为了便于对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的状态进行定位，防止其在使用状态下转动，

所述第一卡槽的内壁上设置有能将第三支撑条卡紧的第一凸部；所述第二卡槽的内壁上设

置有能将第四支撑条卡紧的第二凸部。所述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上分别设置有靠近第

一端布置的限位条，该限位条与所述第三搁置条相平行布置，所述第一定位件上设置有供

限位条卡置其中并沿相应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轴向转动的限位槽，该限位槽的至少内

端与相应的第一轴孔/第二轴孔相连通。

[0013] 为了便于装配及使用，所述限位槽内端开有与相应第一轴孔/第二轴孔相连通的

缺口，该缺口可供限位条穿过。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合理，第一支撑

条、第二支撑条均为能转动地设于框架底部，当仅需要放置体积较小的容器时，转动第一支

撑条、第二支撑条，使第一搁置条、第二搁置条平行并竖向布置，此时，第三搁置条贴近框架

底部布置，将容器夹持在第一搁置条、第二搁置条之间即可；当需要放置体积、高度较大的

容器时，再次转动第一支撑条、第二支撑条，使第一搁置条、第二搁置条相对转动直至交叉

布置的框架底部，此时，第三搁置条竖向布置，将容器较大的容器开口朝向一侧支撑在该第

三搁置条上即可，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搁板用于放置较小体积容器的状态)；

[0016] 图2为图1的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搁板用于放置较大体积容器的状态)；

[0018] 图4为图2的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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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5为图1中搁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图3中搁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图5中第一定位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图6中第二定位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如图1～8所示，本实施例的碗架包括框架1及设于该框架1中的搁板2。框架1的底

部具有间隔并平行布置的第三支撑条11、第四支撑条12，搁板2设于框架1的底部并安装在

第三支撑条11与第四支撑条12之间。

[0025] 本实施例中的搁板2包括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第一定位件23及第二定位

件24。第一定位件23的底部开有沿长度方向布置的第一卡槽231，该第一卡槽231卡置在第

三支撑条11的外周。第二定位件24的底部开有沿长度方向布置的第二卡槽241，该第二卡槽

241卡置在第四支撑条12的外周。为了便于对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的状态进行定

位，防止其在使用状态下转动，第一卡槽231的内壁上设置有能将第三支撑条11卡紧的第一

凸部2311；第二卡槽241的内壁上设置有能将第四支撑条12卡紧的第二凸部2411。

[0026] 第一支撑条21的第一端、第二支撑条22的第一端分别与第一定位件23相转动连

接，第一支撑条21的第二端、第二支撑条22的第二端分别与第二定位件24相转动连接。具体

的，第一定位件23的第一端设置有供第一支撑条21的第一端转动插入的第一轴孔232，对应

的，第二定位件24的第一端设置有供第一支撑条21的第二端转动插入的第二轴孔242；第一

定位件23的第二端设置有供第二支撑条22的第一端转动插入的第三轴孔233，对应的，第二

定位件24的第二端设置有供第二支撑条22的第二端转动插入的第四轴孔243。上述第一卡

槽231、第二卡槽241、第一轴孔232、第二轴孔242、第三轴孔233、第四轴孔243的下端均为敞

开布置。装配完成状态下，上述第一卡槽231与第二卡槽241相平行布置，第一轴孔232、第二

轴孔242、第三轴孔233、第四轴孔243均与第一卡槽231、第二卡槽241相垂直布置，从而使第

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能沿自身轴向进行转动。

[0027] 本实施例的第一支撑条21上设置有多条间隔布置的用于放置碗碟的第一搁置条

211，第二支撑条22上设置有与该第一搁置条211相对应的第二搁置条221，该第二搁置条

221与相应的第一搁置条211能在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转动状态下相互平行或交叉

布置，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上还对应设置有能在第一搁置条211与第二搁置条221

交叉状态下用于放置较大容器的多个第三搁置条200。第三搁置条200与第一搁置条211及

第二搁置条221相垂直布置，且在第一搁置条211与第二搁置条221相平行状态下，第一支撑

条21上的第三搁置条200与第二支撑条22上的第三搁置条200位于同一水平面上，在第一搁

置条211与第二搁置条221相交叉状态下，第一支撑条1上的第三搁置条200与第二支撑条22

上的第三搁置条200相平行布置并自框架1底部竖向向上延伸。第三搁置条200为多组，每组

包含一个设于第一支撑条21上的及一个设于第二支撑条22上的第三搁置条200，各组第三

搁置条200沿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的长度方向间隔布置，且各组第三搁置条200沿

第一支撑条21及第二支撑条22的长度方向自框架1外侧向内侧逐渐缩短。当第一搁置条211

与第二搁置条221相平行时，体积较小的碗碟等容器可夹持在第一搁置条211与第二搁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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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之间；当第一搁置条211与第二搁置条221相交叉时，第一搁置条211与第二搁置条221交

叉构成的面与框架1的底面相平行，第三搁置条200竖向布置并构成倾斜的支撑面，体积较

大的锅内胆等容器可放置在各第三搁置条200所构成的支撑面上，使锅内胆的开口向下倾

斜，置于水槽式洗碗机中有利于向锅内胆中喷入洗涤液进行清洗。

[0028] 本实施例的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上分别设置有靠近第一端布置的限位条

201，该限位条201与第三搁置条200相平行布置，第一定位件23上设置有供限位条201卡置

其中并沿相应第一支撑条21/第二支撑条22轴向转动的限位槽234，限位槽234内端开有与

相应第一轴孔232/第二轴孔242相连通的缺口2341，该缺口2341可供限位条201穿过。限位

槽234内壁上设置有能在限位条201横行布置状态下对其进行限位的凸起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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