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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洗碗机及使用其的集成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洗碗机,包括洗碗机

本体和上盖板,洗碗机本体内设有洗碗机内腔,

上盖板与洗碗机内腔配合以将洗碗机内腔密封，

洗碗机本体上设有水泵,水泵通过出水管道连接

有第一喷淋臂和第二喷淋臂，第一喷淋臂和第二

喷淋臂位于洗碗机内腔且第一喷淋臂和第二喷

淋臂呈并排分布，洗碗机内腔还设有洗碗篮，第

一喷淋臂和第二喷淋臂的出水端分别朝洗碗篮

所在位置设置。本实用新型的洗碗机具有设计合

理、能够适用于狭长空间的特点。本实用新型还

公开了一种集成灶，包括集成灶本体，集成灶本

体上设有容置腔，洗碗机外壳固定安装于容置腔

内。本实用新型的集成灶具有结构合理、使用方

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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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洗碗机,包括洗碗机本体（1）和上盖板（2）,洗碗机本体（1）内设有洗碗机内腔

（3）,上盖板（2）与洗碗机内腔（3）配合以将洗碗机内腔（3）密封，洗碗机本体（1）上设有水泵

（4）,其特征在于：水泵（4）通过出水管道（5）连接有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第一

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位于洗碗机内腔（3）且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呈并排

分布，洗碗机内腔（3）还设有洗碗篮（10），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的出水端分别朝

洗碗篮（10）所在位置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碗机,其特征在于：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在

同一水平面呈并排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碗机,其特征在于：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在

不同水平面呈并排设置且上下错落分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碗机,其特征在于：出水管道（5）上设有分水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碗机,其特征在于：洗碗机本体（1）外还设有洗碗机外

壳（11），洗碗机外壳（11）内设有用以放置洗碗机本体（1）的安装腔（12），安装腔（12）的内设

有滑轨（13），洗碗机本体（1）上设有与滑轨（13）配合的滑块（14），洗碗机本体（1）通过滑块

（14）与滑轨（13）配合可相对集成灶本体（15）滑动，上盖板（2）固定于安装腔（12）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碗机,其特征在于：洗碗机内腔（3）设有出水孔（8），出

水孔（8）连接于水泵（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碗机,其特征在于：洗碗机本体（1）上还设有面板（9）。

8.一种使用如权利要求1-7任意一条所述的洗碗机的集成灶，包括集成灶本体（15），其

特征在于：集成灶本体（15）上设有容置腔（16），洗碗机外壳（11）固定安装于容置腔（16）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集成灶，其特征在于：集成灶本体（15）上设有灶头（17）和

顶盖（18）,顶盖（18）连接于集成灶本体（15）上。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集成灶，其特征在于：集成灶本体（15）内设有抽风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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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洗碗机及使用其的集成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厨房用具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洗碗机及使用其的集成灶。

背景技术

[0002] 生活中，洗碗是每天必不可少的，每次碗上的油污容易导致手部油腻,同时人们的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每天在洗碗的过程中清洗效率低而且时间较长,因此，洗碗机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0003] 洗碗机是一种将热水或冷水喷射到碗碟以清除粘附在碗碟上的脏物并且清洗碗

碟的装置,使用时将碗碟摆放在洗碗机的碗篮内,洗碗机包括喷射洗涤水的洗涤泵、喷淋臂

以及产生热水的加热器等，洗涤泵将洗涤水喷射到洗碗机的碗篮内，从而对碗碟进行清洗。

[0004] 但是现有的洗碗机由于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无法应用于狭长的空间，使用不便。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和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洗碗机，具有设

计合理、能够适用于狭长空间的特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之二是提供一种使用该洗碗机的集成灶，具有结构合理、使用

方便的特点。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洗碗机,包括洗碗机本体和上盖板,洗碗机本体内设有洗碗机内腔,  上盖板

与洗碗机内腔配合以将洗碗机内腔密封，洗碗机本体上设有水泵,水泵通过出水管道连接

有第一喷淋臂和第二喷淋臂，第一喷淋臂和第二喷淋臂位于洗碗机内腔且第一喷淋臂和第

二喷淋臂呈并排分布，洗碗机内腔还设有洗碗篮，第一喷淋臂和第二喷淋臂的出水端分别

朝洗碗篮所在位置设置。

[0009] 进一步的，第一喷淋臂和第二喷淋臂在同一水平面呈并排设置。

[0010] 进一步的，第一喷淋臂和第二喷淋臂在不同水平面呈并排设置且上下错落分布。

[0011] 进一步的，出水管道上设有分水阀。

[0012] 进一步的，洗碗机本体外还设有洗碗机外壳，洗碗机外壳内设有用以放置洗碗机

本体的安装腔，安装腔的内设有滑轨，洗碗机本体上设有与滑轨配合的滑块，洗碗机本体通

过滑块与滑轨配合可相对集成灶本体滑动，上盖板固定于安装腔内。

[0013] 进一步的，洗碗机内腔设有出水孔，出水孔连接于水泵。

[0014] 进一步的，洗碗机本体上还设有面板。

[0015] 一种集成灶，包括集成灶本体，集成灶本体上设有容置腔，洗碗机外壳固定安装于

容置腔内。

[0016] 进一步的,集成灶本体上设有灶头和顶盖,顶盖连接于集成灶本体上。

[0017] 进一步的,集成灶本体内设有抽风机。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洗碗机，结构设计合理，通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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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机内腔并排设置第一喷淋臂和第二喷淋臂，很好的利用了狭长的空间，使得清洗范围

大，清洗效果良好，而且可以将洗碗机本体设置呈狭长状使得洗碗机能够应用于狭长的空

间，更好的满足使用需求。

[0019]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使用该洗碗机的集成灶，通过在集成灶内安装该洗碗

机，能够很好的利用集成灶内狭长的空间，而且洗碗机可相对集成灶抽出，便于使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洗碗机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洗碗机结构示意图（仰视）。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洗碗机外壳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集成灶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洗碗机本体；2.上盖板；3.洗碗机内腔；4.水泵；5.出水管道；6.第一喷淋

臂；7.第二喷淋臂；8.出水孔；9.面板；10.洗碗篮；11.洗碗机外壳；12.安装腔；13.滑轨；14.

滑块；15.集成灶本体；16.容置腔；17.灶头；18.顶盖；19.抽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阐释。

[0028] 参见图1至图6所示的一种洗碗机,包括洗碗机本体11和上盖板2,洗碗机本体1内

设有洗碗机内腔3,  上盖板2与洗碗机内腔3配合以将洗碗机内腔3密封，洗碗机本体1上设

有水泵4,水泵4通过出水管道5连接有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

淋臂7位于洗碗机内腔3且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呈并排分布，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

淋臂7高度相同，使得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在同一水平面呈并排设置，此外也可将第

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高度不同，使得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在不同水平面呈并排

设置且上下错落分布。洗碗机内腔3还设有洗碗篮10，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的出水端

分别朝洗碗篮10所在位置设置。洗碗机本体1上还设有面板9。

[0029] 洗碗机本体1外还设有洗碗机外壳11，洗碗机外壳11内设有用以放置洗碗机本体1

的安装腔12，安装腔12的内设有滑轨13，洗碗机本体1上设有与滑轨13配合的滑块14，洗碗

机本体1通过滑块14与滑轨13配合可相对集成灶本体15滑动，上盖板2固定于安装腔12内。

[0030]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洗碗机，结构设计合理，通过在洗碗机内腔3并排设置第一

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很好的利用了狭长的空间，使得清洗范围大，清洗效果良好，而且

可以将洗碗机本体1设置呈狭长状使得洗碗机能够应用于狭长的空间，具有良好的空间利

用率，更好的满足使用需求。使用时，将洗碗机本体1向外拉，通过滑轨13和滑块14配合，使

得洗碗机本体1能够相对洗碗机外壳11移出，移出后将餐具放置于洗碗篮10内，再将洗碗机

本体1推入洗碗机外壳11内，使得上盖板2与洗碗机内腔3配合以将洗碗机内腔3密封,水泵4

工作将洗涤水经出水管道5同时泵送至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

淋臂7将洗涤水向上喷出以清洗洗碗篮10内放置的餐具，并排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

使得清洗范围大，而且清洗效果良好。洗碗机内腔3设有出水孔8，出水孔8连接于水泵4，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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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水经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喷出后，再经出水孔8流入水泵4内，使得对洗涤水能够

循环利用。出水管道5上设有分水阀，可通过分水阀对第一喷淋臂6或和第二喷淋臂7单独供

水，也可以对第一喷淋臂6和第二喷淋臂7同时供水。

[0031] 一种集成灶，包括集成灶本体15，集成灶本体15上设有灶头17和顶盖18,顶盖18连

接于集成灶本体15上,  顶盖18用以防止烟气四处扩散,集成灶本体15内设有抽风机19,用

以对集成灶补充空气，以使得燃烧充分,集成灶本体15内设有容置腔16，洗碗机外壳11固定

安装于容置腔16内。

[0032]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使用该洗碗机的集成灶，通过在容置腔16内安装该洗碗

机外壳11，能够很好的利用集成灶内狭长的空间，当需要使用洗碗机时，将洗碗机本体1向

外拉，通过滑轨13和滑块14配合，使得洗碗机本体1能够相对洗碗机外壳11移出，移出后将

餐具放置于洗碗篮10内，再将洗碗机本体1推入洗碗机外壳11内，便于使用。

[0033]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所述

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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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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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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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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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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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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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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