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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机及其喷淋冲洗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喷淋冲洗装置，包

括：冲洗槽；喷淋组件，装设于冲洗槽内；第一储

液箱，用于存储循环用水；第二储液箱，用于存储

非循环用水；高压水泵，包括水泵进水管和水泵

出水管，水泵进水管的第一支路与第一储液箱的

出水口连通，水泵进水管的第二支路与第二储液

箱的出水口连通，水泵出水管与喷淋组件连通；

回流管，其一端与冲洗槽的出水口连通、另一端

与第一储液箱的回流口连通；排水管，其一端与

冲洗槽的另一出水口连通、另一端连接至外部排

水；控制终端，至少与高压水泵电连接。本实用新

型还公开了一种清洗机。通过上述实施方式，在

节约用水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对内容物的洗净

度。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08355382 U

2019.01.11

CN
 2
08
35
53
82
 U



1.一种喷淋冲洗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冲洗槽，用于容置待冲洗的内容物；

喷淋组件，装设于所述冲洗槽内，用于冲洗所述内容物；

第一储液箱，用于存储循环用水；

第二储液箱，用于存储非循环用水；

高压水泵，包括水泵进水管和水泵出水管，所述水泵进水管的第一支路与所述第一储

液箱的出水口连通，所述水泵进水管的第二支路与所述第二储液箱的出水口连通，所述水

泵出水管与所述喷淋组件连通；

回流管，其一端与所述冲洗槽的出水口连通、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储液箱的回流口连通；

排水管，其一端与所述冲洗槽的另一出水口连通、另一端连接至外部排水；

以及控制终端，至少与所述高压水泵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淋冲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淋组件包括与所述水泵出水管连通的供水管、和与所述供水管连通设置的一个

以上的旋转喷嘴，所述旋转喷嘴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淋冲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泵进水管的第一支路上装设有第一电磁阀，所述水泵进水管的第二支路上装设

有第二电磁阀，所述回流管上装设有第三电磁阀，所述排水管上装设有第四电磁阀；

所述第一电磁阀、所述第二电磁阀、所述第三电磁阀以及所述第四电磁阀分别与所述

控制终端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淋冲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储液箱上装设有第一加热器，所述第一加热器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接；

所述第二储液箱上装设有第二加热器，所述第二加热器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喷淋冲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储液箱内设置有第一温度传感器，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

接；

所述第二储液箱内设置有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第二温度传感器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

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淋冲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淋组件装设于所述冲洗槽的底部，所述冲洗槽内还装设有用于载置所述内容物

的托架，且所述托架位于所述喷淋组件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淋冲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流管与所述第一储液箱之间设置有过滤残渣用的接渣过滤器；

所述内容物是碗盘餐具或者果蔬。

8.一种清洗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喷淋冲洗装置，还包括

超声消毒装置，其中，所述超声消毒装置包括：

消毒槽，用于收容待消毒的内容物；

超声换能器，装设于所述消毒槽外壁，用于消毒所述内容物；

以及超声波发生器，分别与所述超声换能器和所述喷淋冲洗装置中的控制终端电连

接，所述超声波发生器与所述超声换能器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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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超声消毒装置还包括与所述消毒槽的进水口连通的进水管、与所述消毒槽的出水

口连通的排水管；

所述进水管上设置有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接的电磁阀，所述排水管上亦设置有与所述

控制终端电连接的电磁阀。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消毒槽内装设有载置所述内容物的托架；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的功率为240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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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机及其喷淋冲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洗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碗盘餐具和果蔬的清洗及

杀菌消毒两用的清洗机及其喷淋冲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市面上现有家用洗碗机大多采用一次性喷淋冲洗的方式，喷淋冲洗所固有的矛盾

是：一定数量的碗盘餐具特别是中餐具上附着油污、酱汁、残渣较多，采用循环喷淋冲洗水

质污染严重不可能达到高洗净度；采用不循环喷淋冲洗（即冲洗水直接排放）用水量大且水

温难以提高同样影响洗净度，而且餐具较多和密集时餐具之间互相遮挡容易造成喷淋死角

或减小喷淋压力，导致当前市面上的家用洗碗机普遍存在清洗餐具清洁度不高、适应性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清洗机及其喷淋冲洗装置，在节约用水

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对内容物的洗净度。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喷淋冲洗装置，包括：冲洗槽，用于容

置待冲洗的内容物；喷淋组件，装设于所述冲洗槽内，用于冲洗所述内容物；第一储液箱，用

于存储循环用水；第二储液箱，用于存储非循环用水；高压水泵，包括水泵进水管和水泵出

水管，所述水泵进水管的第一支路与所述第一储液箱的出水口连通，所述水泵进水管的第

二支路与所述第二储液箱的出水口连通，所述水泵出水管与所述喷淋组件连通；回流管，其

一端与所述冲洗槽的出水口连通、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储液箱的回流口连通；排水管，其一端

与所述冲洗槽的另一出水口连通、另一端连接至外部排水；以及控制终端，至少与所述高压

水泵电连接。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喷淋组件包括与所述水泵出水管连通的供水管、和与所述供水管

连通设置的一个以上的旋转喷嘴，所述旋转喷嘴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水泵进水管的第一支路上装设有第一电磁阀，所述水泵进水管的

第二支路上装设有第二电磁阀，所述回流管上装设有第三电磁阀，所述排水管上装设有第

四电磁阀；所述第一电磁阀、所述第二电磁阀、所述第三电磁阀以及所述第四电磁阀分别与

所述控制终端电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储液箱上装设有第一加热器，所述第一加热器与所述控制终

端电连接；所述第二储液箱上装设有第二加热器，所述第二加热器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储液箱内设置有第一温度传感器，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与所

述控制终端电连接；所述第二储液箱内设置有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第二温度传感器与所

述控制终端电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喷淋组件装设于所述冲洗槽的底部，所述冲洗槽内还装设有用于

载置所述内容物的托架，且所述托架位于所述喷淋组件上方。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回流管与所述第一储液箱之间设置有过滤残渣用的接渣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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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内容物是碗盘餐具或者果蔬。

[0011]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清洗机，包括如上述任一项所述的喷

淋冲洗装置，还包括超声消毒装置，其中，所述超声消毒装置包括：消毒槽，用于收容待消毒

的内容物；超声换能器，装设于所述消毒槽外壁，用于消毒所述内容物；以及超声波发生器，

分别与所述超声换能器和所述喷淋冲洗装置中的控制终端电连接，所述超声波发生器与所

述超声换能器电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超声消毒装置还包括与所述消毒槽的进水口连通的进水管、与所

述消毒槽的出水口连通的排水管；所述进水管上设置有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接的电磁阀，

所述排水管上亦设置有与所述控制终端电连接的电磁阀。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消毒槽内装设有载置所述内容物的托架；所述超声波发生器的功

率为240瓦以上。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清洗机，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喷淋冲洗装置中通过设置两套独立的储液箱，即通过设置用于存储循环用水第一

储液箱和用于存储非循环用水的第二储液箱，利用喷淋组件和第一储液箱所存循环水对内

容物进行喷淋初洗后，再利用喷淋组件和第一储液箱所存洁净水进行终洗，在节约用水的

基础上，能够解决初洗后由于水质污染留下的浮污，大幅提高了清洗的洁净度。

[0016] 另外，通过设置超声消毒装置，能够对内容物进行超声波杀菌消毒，提高了内容物

使用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清洗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图1所示清洗机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0] 结合图1和图2参阅，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清洗机。该清洗机包括喷淋冲洗装置和

超声消毒装置，适用于对内容物进行清洗和消毒解毒，尤其适用于对碗盘餐具和果蔬（水果

和蔬菜）的内容物进行清洗和消毒解毒。

[0021] 该喷淋冲洗装置包括：

[0022] 冲洗槽101，用于容置待冲洗的内容物。

[0023] 喷淋组件102，装设于冲洗槽101内，用于冲洗内容物。

[0024] 第一储液箱103，用于存储循环用水。

[0025] 第二储液箱104，用于存储非循环用水，即洁净水，使用后直接排放。

[0026] 高压水泵105，包括水泵进水管1051和水泵出水管1052，水泵进水管1051的第一支

路10511与第一储液箱103的出水口连通，水泵进水管1051的第二支路10512与第二储液箱

104的出水口连通，水泵出水管1052与喷淋组件102连通。通过采用高压水泵105，该高压水

泵105小体积、大流量、高压力（可达数百帕级或十数米高扬程），能够提高喷淋冲洗压力，有

效、大幅提高洗净度。

[0027] 回流管106，其一端与冲洗槽101的出水口连通、另一端与第一储液箱103的回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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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较佳的，可以在回流管106与第一储液箱103之间设置接渣过滤器118以对残渣进行过

滤，其中，该接渣过滤器118通常可拆卸地装设于第一储液箱103的回流口处，以便于取出清

理残渣。

[0028] 排水管107，其一端与冲洗槽101的另一出水口连通、另一端连接至外部排水。

[0029] 以及控制终端108，至少与高压水泵105电连接。该控制终端108控制高压水泵105

的开启和关闭。

[0030]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喷淋组件102包括供水管1021和设置在供水管1021上且与该

供水管1021连通的一个以上的旋转喷嘴1022，该旋转喷嘴1022通常与控制终端108电连接

并受控制终端108控制旋转，控制终端108可以控制旋转喷嘴1022的转动角度、转动速度等。

旋转喷嘴1022的设置可以使得喷淋水能够全方位无死角喷淋冲洗冲洗槽101内的内容物。

[0031] 在一具体实施例中，水泵进水管1051的第一支路10511上装设有第一电磁阀109，

水泵进水管1051的第二支路10512上装设有第二电磁阀110，回流管106上装设有第三电磁

阀111，排水管107上装设有第四电磁阀112。该第一电磁阀109、第二电磁阀110、第三电磁阀

111以及第四电磁阀112分别与控制终端108电连接，控制终端108通过控制各电磁阀的开关

实现流路控制。

[0032] 较佳的，可以在第一储液箱103上装设第一加热器113，且该第一加热器113与控制

终端108电连接并受控制终端108控制；进一步地，还可以在第二储液箱104上装设第二加热

器114，且该第二加热器114与控制终端108电连接并受控制终端108控制。与之相应地，可以

在第一储液箱103内设置第一温度传感器（图未示），且该第一温度传感器与控制终端108电

连接；进一步地，第二储液箱104内设置有第二温度传感器（图未示），第二温度传感器与控

制终端108电连接。通过设置第一加热器113和/或第二加热器114，可以在循环喷淋冲洗和/

或非循环喷淋冲洗中，对喷淋用水进行加热，达到消毒医学标准的温度的93℃。第一温度传

感器和/或第二温度传感器的设置是用于实时检查喷淋用水进行检测，确保能够达到预设

温度并在达到预设温度后停止加热。

[0033] 在一具体实施例中，喷淋组件102装设于冲洗槽101的底部。冲洗槽101内还装设有

用于载置内容物的托架115，且托架115位于喷淋组件102上方。内容物载置于托架115上，喷

淋组件102从下向上进行高压喷淋冲洗。

[0034]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清洗机，包括如上述任一项的喷淋冲洗装置，还包括超声

消毒装置，其中，超声消毒装置包括：消毒槽201，用于收容待消毒的内容物；超声换能器

202，装设于消毒槽201外壁，用于对内容物进行杀菌消毒，产生的超声波还能容易地去除顽

固污渍；以及超声波发生器203，分别与超声换能器202和喷淋冲洗装置中的控制终端108电

连接，超声波发生器203与超声换能器202电连接。较佳的，超声波发生器203的功率为240瓦

以上，以增强超声波清洗、杀菌消毒解毒作用。其中，通常还可以在消毒槽201内装设载置内

容物的托架207。

[0035] 在一具体实施例中，超声消毒装置还包括与消毒槽201的进水口连通的进水管

204、与消毒槽201的出水口连通的排水管205；进水管204上设置有与控制终端108电连接的

电磁阀（图未示），排水管205上亦设置有与控制终端108电连接的电磁阀206，使得消毒槽

201内的进水和排水能够受程序控制，方便智能。

[0036] 上述实施例中，控制终端108可以集成定时器以具有定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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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另外，上述实施例中，喷淋冲洗装置和超声消毒装置通常可以设置在同一机台3内

进行搭配使用。

[0038] 本实用新型清洗机的工作原理简要介绍如下：

[0039] 清洗筐117装载待清洗内容物（碗盘餐具或果蔬）放入消毒槽201内的托架207上，

关闭槽盖208，从进水管自动进水至预定水位，预设定时并启动超声波发生器203通过超声

换能器202产生超声波，对碗盘餐具进行杀菌消毒超声清洗，对果蔬进行农残解毒超声清

洗，定时时间到超声波发生器203自动关闭，并开启电磁阀206从排水管107进行排水。

[0040] 然后将清洗筐117和内容物一起移放入冲洗槽101的托架115上，关闭槽盖116，通

过控制终端108预设的程序自动控制关闭电磁阀109、112，开启电磁阀110、111，第一储液箱

103中的水由第一加热器113加热至高温后，经电磁阀110、水泵进水管1051、高压水泵105、

水泵出水管1052、旋转喷嘴1022，预设定时全方位无死角喷淋冲洗清洗筐117中的内容物，

水经回流管106、电磁阀111回流到第一储液箱103，形成封闭循环喷淋冲洗。其中，残渣由接

渣过滤器118过滤。

[0041] 喷淋冲洗完毕控制终端108预设的程序控制关闭电磁阀110、111，开启电磁阀109、

112后高压水泵105再次启动经电磁阀109从第二储液箱104中抽取高温洁净水喷淋冲洗内

容物，电磁阀112开启后水则经排水管107向外排放，内容物高温自然干燥、冷却。

[0042] 上述高温喷淋清洗主要适用于碗盘餐具等耐高温的内容物；而如果是果蔬等不耐

高温的内容物，通常需要不加热或加热至低温进行喷淋清洗，具体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喷

淋清洗条件和流程，如仅需要进行洁净水喷淋清洗。

[0043] 本实用新型的清洗机，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44] 喷淋冲洗装置中通过设置两套独立的储液箱，即通过设置用于存储循环用水第一

储液箱103和用于存储非循环用水的第二储液箱104，利用喷淋组件102和第一储液箱103所

存循环水对内容物进行喷淋初洗后，再利用喷淋组件102和第一储液箱103所存洁净水进行

终洗，在节约用水的基础上，能够解决初洗后由于水质污染留下的浮污，大幅提高了清洗的

洁净度。

[0045] 另外，通过设置超声消毒装置，能够对内容物进行超声波杀菌消毒，提高了内容物

使用的安全性。

[0046]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利

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

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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