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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及洗衣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

构及洗衣机，该法兰盘包括位于法兰盘中心的轴

接部和位于轴接部外周与洗衣机内桶底固定连

接的环形的安装部，安装部与轴接部之间设有多

个连接部，连接部包括：主肋，由安装部延伸至轴

接部，多个横筋，分别设于主肋两侧沿主肋延伸

方向依次排列，加强肋，设于两相邻主肋之间，一

端与安装部连接且另一端向轴接部自由延伸，多

个加强筋，分别设于加强肋两侧沿加强肋延伸方

向依次排列，相邻主肋的横筋与横筋之间及相邻

主肋和加强肋的横筋和加强筋之间共同配合构

成安装部和轴接部之间区域的过滤部。本发明法

兰盘结构简单，成本低，安装方便，阻挡内桶外部

的异物进入内桶且能够使得内桶内的线屑顺利

排出，不造成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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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法兰盘包括位于法兰盘中心的轴接部

和位于轴接部外周与洗衣机内桶底固定连接的环形的安装部，安装部与轴接部之间设有多

个连接部，连接部包括：

主肋，由安装部延伸至轴接部，

多个横筋，分别设于主肋两侧沿主肋延伸方向依次排列，

加强肋，设于两相邻主肋之间，一端与安装部连接且另一端向轴接部自由延伸，

多个加强筋，分别设于加强肋两侧沿加强肋延伸方向依次排列，

相邻主肋的横筋与横筋之间及相邻主肋和加强肋的横筋和加强筋之间共同配合构成

安装部和轴接部之间区域的过滤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肋沿横

筋延伸方向向两侧渐低，相邻主肋之间的两列横筋之间构成V形凹部，V形凹部底端为横筋

间距形成的法兰盘上下通水的缺口，和/或所述的加强肋沿加强筋延伸方向向两侧渐低，相

邻的每列横筋与每列加强筋之间具有间距形成的缝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肋同一侧

的两两相邻横筋之间设有间隙，和/或，加强肋同一侧的两两相邻横筋之间设有间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肋/加

强肋上表面为一弧形表面，从中心向两侧圆弧过渡降低，与两侧的横筋/加强筋平滑过渡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横筋/加

强筋一端与主肋/加强肋平滑过渡连接，另一端为弧形端部，横筋/加强筋上表面为一中心

高向两侧平滑降低的弧形面，从与主肋/加强肋连接的一端沿其延伸方向向另一端倾斜渐

低。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肋/加

强肋沿法兰盘的径向设置，各横筋/加强筋由主肋/加强肋向侧部延伸方向呈弧形，对应所

在法兰盘圆周位置的曲率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主肋/加强

肋上的两侧横筋/加强筋依次间隔交错设置，处于不同的圆周上，或者，同一主肋/加强肋两

侧的横筋/加强筋一一对应每两个一组处于同一圆周上。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两相邻主肋之间

的两列横筋一一对应每两个一组处于同一圆周上，或者，依次间隔交错设置，处于不同的圆

周上。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主肋和加强

肋之间的横筋与加强筋一一对应，每两个一组处于同一圆周上，或者，依次间隔交错设置，

处于不同的圆周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加强肋的长度小于主肋的长度；加强筋的长度对应与相邻主肋上横筋的长度变化对应改

变，加强筋与相邻横筋之间配合形成过滤结构。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强肋

的长度小于主肋的一半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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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种洗衣机，包括外桶和设于外桶内的内桶，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桶底部安装有如

权利要求1-11任一所述的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通过安装部和轴接部之间的多个连接

部配合形成过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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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兰盘结构及洗衣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洗衣机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洗衣机内桶底部的法兰盘安装结构及具有

该法兰盘安装结构的洗衣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洗衣机内桶、外桶之间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只有水流可以通过，洗衣机内桶

底为环形结构，内桶底下部安装有六角形法兰盘，包括本体和向外延伸的六个安装脚，圆盘

本体与内桶轴连接，安装脚上设有螺钉安装脚，与内桶底配合螺钉固定连接，如申请号为

200820038868.0的中国专利公开的一种套缸洗衣机脱水桶法兰安装结构。

[0003] 由于洗衣机内外桶之间结构的局限性和使用环境的特殊性，因此在使用3-5个月

之后，内桶外壁和外桶内壁上会粘附污垢，从而滋生不同程度的细菌，而滋生的细菌绝大部

分是对人体有害的。

[000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洗衣机的卫生问题解决已经

显的很迫切。相关科研机构对洗衣机内部环境的调查情况显示，洗衣机内部污染的严重性

已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重视。为了从根本上避免洗衣机对洗涤物的二次污垢，并且更好

地对用户的健康负责，洗衣机内部环境的清洁难题已经是一个迫切需要攻克的问题。

[0005] 申请人在中国申请201010160548.4中公开了一种使用柔性颗粒清洗洗衣机内外

桶之间的洗衣机及方法,该洗衣机采用在洗衣机内外桶之间放置柔性颗粒,通过衣物洗涤

过程中水的规律性流动带动柔性颗粒撞击和摩擦洗衣机内外桶壁,实现洗衣机内外桶之间

的清洁。

[0006] 但现有的波轮洗衣机内桶底结构，法兰盘通过安装脚固定在内桶底部，内桶底部

中心开口区域与法兰盘主体同轴安装的位置保留有很大的透水空隙，即法兰盘主体的直径

小于内桶底部中心开口区域的内径，该透水空隙能够使洗涤水在内桶和外桶之间流通，但

也使得内外桶之间的柔性颗粒由此进入内桶，进而减少内外桶之间柔性颗粒的数量，影响

了清洗内外桶壁的效果。

[0007] 申请号为201210189616.9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洗衣机内桶底部的法兰盘安装

结构及洗衣机，该洗衣机具有清洁桶壁的功能，包括外桶和内桶，在外桶和内桶之间设有随

水流浮动的清洗颗粒以清洁桶壁，内桶底部安装有能阻止清洗颗粒由底部进入内桶的法兰

盘。法兰盘包括主体和分布在主体周围与内桶固定的安装脚，内桶底部中心对应法兰盘主

体的区域为上下相通的开口，所述的法兰盘主体直径大于等于开口的内径，或者法兰盘主

体直径小于开口的内径，且法兰盘主体外边沿与开口的内边沿之间的缝隙大小满足能阻止

清洗颗粒由该缝隙进入内桶。

[0008] 上述结构通过扩大法兰盘主体尺寸封堵内桶底开口区域以避免清洗颗粒进入内

桶，但该结构不利于水流的流动，包括洗涤时内外桶之间水流的流动和排水时排水的速度，

并且在排水到最后时，线屑容易堆积在内桶底，不利于排出，从而滋生细菌。

[0009]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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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能够在洗涤时阻止

设置在内外桶之间的物体随水流由内桶底部中空开口进入内桶且在排水时不影响水流和

线屑排出的法兰盘结构。

[0011]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该法兰盘的洗衣机。

[001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技术方案的基本构思是：一种洗衣机内桶底法

兰盘结构，其特征在于：法兰盘包括位于法兰盘中心的轴接部和位于轴接部外周与洗衣机

内桶底固定连接的环形的安装部，安装部与轴接部之间设有多个连接部，连接部包括：

[0013] 主肋，由安装部延伸至轴接部，

[0014] 多个横筋，分别设于主肋两侧沿主肋延伸方向依次排列，

[0015] 加强肋，设于两相邻主肋之间，一端与安装部连接且另一端向轴接部自由延伸，

[0016] 多个加强筋，分别设于加强肋两侧沿加强肋延伸方向依次排列，

[0017] 相邻主肋的横筋与横筋之间及相邻主肋和加强肋的横筋和加强筋之间共同配合

构成安装部和轴接部之间区域的过滤部。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的主肋沿横筋延伸方向向两侧渐低，相邻主肋之间的两列横筋之

间构成V形凹部，V形凹部底端为横筋间距形成的法兰盘上下通水的缺口，和/或所述的加强

肋沿加强筋延伸方向向两侧渐低，相邻的每列横筋与每列加强筋之间具有间距形成的缝

隙。

[0019] 进一步的，所述主肋同一侧的两两相邻横筋之间设有间隙，和/或，加强肋同一侧

的两两相邻横筋之间设有间隙。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的主肋/加强肋上表面为一弧形表面，从中心向两侧圆弧过渡降

低，与两侧的横筋/加强筋平滑过渡连接。

[0021] 进一步的，所述的横筋/加强筋一端与主肋/加强肋平滑过渡连接，另一端为弧形

端部，横筋/加强筋上表面为一中心高向两侧平滑降低的弧形面，从与主肋/加强肋连接的

一端沿其延伸方向向另一端倾斜渐低。加强肋、加强筋的上表面分别和主肋、横筋的上表面

一样为中心高向两侧渐低的弧形面，利于线屑滑动脱落、避免缠绕，造成堵塞。

[0022] 进一步的，所述的主肋/加强肋沿法兰盘的径向设置，各横筋/加强筋由主肋/加强

肋向侧部延伸方向呈弧形，对应所在法兰盘圆周位置的曲率设置。

[0023] 进一步的，每个主肋/加强肋上的两侧横筋/加强筋依次间隔交错设置，处于不同

的圆周上，或者，同一主肋/加强肋两侧的横筋/加强筋一一对应每两个一组处于同一圆周

上。

[0024] 进一步的，两相邻主肋之间的两列横筋一一对应每两个一组处于同一圆周上，或

者，依次间隔交错设置，处于不同的圆周上。

[0025] 进一步的，相邻主肋和加强肋之间的横筋与加强筋一一对应，每两个一组处于同

一圆周上，或者，依次间隔交错设置，处于不同的圆周上。

[0026] 进一步的，所述的加强肋的长度小于主肋的长度，优选为小于主肋的一半长度；加

强筋的长度对应与相邻主肋上横筋的长度变化对应改变，加强筋与相邻横筋之间配合形成

过滤结构。

[0027] 一般的变化为，主肋上的横筋长度自轴接部一端向另一端逐渐变大，至与加强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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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端在同一圆周位置，横筋长度与加强肋上的加强筋长度互相配合变化以阻止设置在内

外桶之间的物体进入内桶。

[0028] 本发明所述的主肋、加强肋、横筋和加强筋的结构均利于排水时线屑通过，防止线

屑缠绕在各部件上，减少了堵塞的可能性。

[0029] 进一步的，所述的主肋和加强肋的数量分别为6-18个，但不限制在该范围内，该数

量与法兰盘的尺寸和需求强度有关，法兰盘越大、强度要求越高则需要的主肋数量越多。

[0030] 进一步的，安装部上设有与内桶底配合的螺钉安装孔，优选的还设有定位柱。

[0031] 本发明具有上述法兰盘结构的洗衣机，具有清洁桶壁的功能，包括外桶和设于外

桶内的内桶，内桶底部安装有所述的法兰盘，通过安装部和轴接部之间的多个连接部配合

形成过滤部，该过滤部能够阻止洗涤过程内外桶之间的异物进入内桶。

[003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3] 由于内桶底部中空，本发明法兰盘连接部的各部件之间配合形成该中空位置的过

滤装置，该过滤装置的作用是便于使不小心进入内桶的硬币、纽扣等杂物及线屑随排水内

桶，又能防止其它需要设置在内外桶之间的物体例如清洗球在洗涤时随水流进入内桶；本

发明法兰盘虽然是过滤内桶外部的异物进入内桶，但不影响排水时线屑的顺利排出，不会

造成堵塞。

[0034] 本发明法兰盘设计新颖、美观，采用一体成型结构，加工工艺简单，安装方便。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洗衣机内桶底和法兰盘安装结构断面示意图；

[0036] 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法兰盘结构示意图；

[0037] 图3是图2中的A部放大示意图；

[0038] 图4是本发明所述的法兰盘另一结构示意图；

[0039] 图5是图4中的B部放大示意图；

[0040] 图6是本发明所述的法兰盘截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42] 如图1所示，波轮洗衣机包括外桶1和内桶2，内桶底4为一中空的环形结构，内桶底

4下部安装有本发明所述的法兰盘5，以阻挡内外桶之间的异物洗涤时随水流运动进入内桶

内，且不阻挡线屑的通过使其很容易排水时通过法兰盘进入内外桶之间，最后由外桶排水

口排出。本发明所述的法兰盘与现有的法兰盘相比作出较大的改进，不再设有向外延伸的

安装腿，而是整体呈一圆盘形状，圆盘上同圆心设有环形的中空区域，在该中空区域一体设

有过滤结构(参阅图2和图4)。

[0043] 如图2和图4所示，本发明所述法兰盘5包括位于法兰盘中心的轴接部6和位于轴接

部6外周与洗衣机内桶底4固定连接的环形的安装部7，安装部6与轴接部7之间设有多个连

接部8，连接部8包括由安装部7延伸至轴接部6的主肋81和分别设于主肋81两侧沿主肋81延

伸方向依次排列的多个横筋82，多个连接部8配合构成安装部7和轴接部6之间区域的过滤

部。安装部7上设有与内桶底4配合的螺钉安装孔9和定位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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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进一步的，所述的连接部8自主肋81沿横筋82延伸方向向两侧渐低，两两相邻连接

部8之间构成V形凹部83，V形凹部83底端为两相邻主肋的横筋82之间间距形成的法兰盘上

下通水的缺口84，内桶内的线屑、纽扣等杂物沿横筋82滑动由该缺口84通过进入外桶。

[0045] 进一步的，所述任一主肋81同一侧的两两相邻横筋82之间设有间隙85，该间隙85

结构利于水流的流动和线屑的通过。如图6所示，所述的主肋81上表面为一弧形表面，从中

心向两侧圆弧过渡降低，与两侧的横筋82平滑过渡连接。所述的横筋82一端与主肋81平滑

过渡连接，另一端为弧形端部(参阅图3)，横筋82上表面也为一中心高向两侧平滑降低的弧

形面，从与主肋81连接的一端沿其延伸方向向另一端倾斜渐低。

[0046] 优选的，所述的主肋81沿法兰盘的径向设置，各横筋82由主肋81向侧部延伸方向

呈弧形，对应所在法兰盘圆周位置的曲率设置，横筋82位于不同半径的同心圆圆周上，其对

应的弧形曲率不同。

[0047] 实施例一

[0048] 如图2和3所示，本实施例同一主肋81两侧的每列横筋82一一对应，每两个横筋为

一组处于同一圆周上。

[0049] 或者，每个主肋81上的两侧横筋82依次间隔交错设置，处于不同的圆周上(图中未

示出)。

[0050] 实施例二

[0051] 如图2和3所示，本实施例两相邻主肋81之间的两列横筋82依次间隔交错设置，处

于不同的圆周。

[0052] 或者，如图4和5所示，两相邻主肋相邻两列的横筋82一一对应每两个一组处于同

一圆周上。

[0053] 实施例三

[0054] 如图2和3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连接部呈鱼骨结构，即主肋为椎骨，两侧横筋为横

刺，每组主肋81上的横筋82沿主肋81延伸方向由轴接部6连接端向安装部7连接端方向长度

依次递增，横筋82上表面的倾斜角度变小。

[0055] 实施例四

[0056] 如图4和5所示，本实施例在上述实施例三的基础上增加了悬梁结构，即于两两相

邻主肋81之间设有加强肋86，加强肋86一端与安装部7连接另一端向轴接部6方向延伸，为

自由端；加强肋86的两侧沿加强肋86延伸方向设有依次排列的多个加强筋87，每侧加强筋

形成一列，每列加强筋87与相邻的主肋81上的一列横筋82之间具有间距形成的缝隙88，其

结构与作用与两相邻主肋横筋之间的缺口84相同。

[0057] 由于在两相邻主肋81之间增加加强肋86结构，加强肋86不完全连接安装部7和轴

接部6，因此，加强肋86的长度小于主肋81的长度，优选为小于主肋81的一半长度；进而，加

强筋87的长度对应与相邻主肋81上横筋82的长度变化对应改变，加强筋87与相邻横筋82之

间配合形成过滤结构，同样阻挡内外桶之间异物的穿过，但能让内桶内的线屑在排水时通

过。

[0058] 一般的变化为，主肋81上的横筋82长度自轴接部6一端向另一端逐渐变大，至与加

强肋87自由端在同一圆周位置，横筋82长度与加强肋86上的加强筋87长度互相配合以形成

过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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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进一步的，加强肋86与安装部7连接的一端平滑过渡，另一端为光滑端部；加强肋

86、加强筋87的上表面分别和主肋81、横筋82的上表面一样为中心高向两侧渐低的弧形面，

利于线屑滑动脱落、避免缠绕。

[0060] 实施例五

[0061] 如图4和5所示，与主肋81上横筋82的结构相同，加强肋上同一侧加强筋87之间也

设有间隙89，作用与横筋之间的间隙85相同，两侧的加强筋87依次间隔交错设置，处于不同

的圆周上，或者，一一对应每两个一组处于同一圆周上。

[0062] 实施例六

[0063] 如图4和5所示，加强肋86上同侧的一列加强筋87与相邻的主肋81上的一列横筋82

一一对应，每两个一组，即一个加强筋和一个横筋为一组，处于同一圆周上；或者，依次间隔

交错设置，处于不同的圆周上。

[0064] 实施例七

[0065] 本发明所述的洗衣机具有清洁桶壁的功能，即，在外桶1和内桶2之间设有随水流

浮动碰撞摩擦桶壁的清洗颗粒3以清洁外桶内壁和内桶外壁(参阅图1)，利用上述的法兰盘

结构可以阻挡清洗颗粒3进入内桶。但本发明所述的洗衣机并不限定在上述洗衣机范围内，

安装有上述法兰盘结构的洗衣机均在本发明保护范围内。

[0066] 本发明所述的主肋、加强肋、横筋和加强筋的结构均利于排水时线屑通过，防止线

屑缠绕在各部件上，减少了堵塞的可能性。同时该结构能使硬币、钮扣等杂物由横筋、加强

筋之间的间隙及缺口、缝隙内通过，减少了堵塞的可能性。

[0067] 上述的主肋81和加强肋86数量分别为12个，但不限制在该范围内，该数量与法兰

盘的尺寸和需求强度有关，法兰盘越大、强度要求越高则需要的主肋数量越多。

[0068] 上述实施例中的实施方案可以进一步组合或者替换，且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

优选实施例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思想的

前提下，本领域中专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化和改进，均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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