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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双层洗菜盆，包括盆

底、内盆体和外盆体，内盆体和外盆体的下部设

置在盆底上，内盆体位于外盆体内部，内盆体和/

或外盆体可相对盆底转动，内盆体和外盆体的上

部均包括漏水部和实体部两部分，漏水部和实体

部的两条交界线所在的平面垂直于盆底，漏水部

开有多个漏水孔，内盆体和外盆体处于储水状态

时，内盆体上的交界线在外盆体上的投影与外盆

体上的交界线重合内盆体的漏水部的外表面与

外盆体的实体部的内表面相贴合，内盆体的实体

部的外表面与外盆体的漏水部的内表面相贴合；

与现有技术中的洗菜盆相比较，本实用新型在用

于清洗物品的过程中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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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层洗菜盆，其特征在于：包括盆底（1）、内盆体（2）和外盆体（3）；

所述内盆体（2）和外盆体（3）的下部设置在盆底（1）上，内盆体（2）位于外盆体（3）内部，

内盆体（2）和/或外盆体（3）可相对盆底（1）转动；

所述内盆体（2）和外盆体（3）的上部均包括漏水部和实体部两部分，漏水部和实体部的

两条交界线所在的平面垂直于盆底（1），漏水部开有多个漏水孔；

所述内盆体（2）和外盆体（3）处于储水状态时，内盆体（2）上的交界线在外盆体（3）上的

投影与外盆体（3）上的交界线重合，内盆体（2）的漏水部的外表面与外盆体（3）的实体部的

内表面相贴合，内盆体（2）的实体部的外表面与外盆体（3）的漏水部的内表面相贴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洗菜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盆底（1）顶部开有旋转槽

（11），内盆体（2）和外盆体（3）的下部位于旋转槽（11）内，内盆体（2）和/或外盆体（3）的下部

可在旋转槽（11）内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双层洗菜盆，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盆体（3）的下部固定设

置在旋转槽（11）内，内盆体（2）的下部可在旋转槽（11）内转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层洗菜盆，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盆体（2）的下部与上部

的连接处设有内盆底（25）。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层洗菜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盆底（1）为圆柱状，旋转槽

（11）的横截面为圆环形，内盆体（2）和外盆体（3）的下部横截面为圆环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洗菜盆，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盆体（2）的漏水部和实

体部各占整个内盆体（2）的一半，外盆体（3）的漏水部和实体部各占整个外盆体（3）的一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洗菜盆，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水部为网格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洗菜盆，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盆体（2）和外盆体（3）上

均设有把手。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双层洗菜盆，其特征在于：所述把手包括内把手（21）和外

把手（31），内把手（21）竖直设置在内盆体（2）的盆缘上，外把手（31）设置在外盆体（3）的外

侧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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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层洗菜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双层洗菜盆。

背景技术

[0002] 洗菜盆是厨房内常用的一种用具，有的洗菜盆的盆体为不漏水的实体，清洗完成

后再将污水倒掉，在倒水时，盆内清洗好的物品容易随着水流出，或者需要先将盆内洗好的

物品先捞出再将污水倒掉；有的洗菜盆的盆体上开有漏水孔，在清洗过程中，水会通过漏水

孔流出，水龙头需要一直开着，容易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同时漏水孔大小固定，当清洗的物

品大小小于漏水孔时，物品容易从漏水孔中掉出；即使现有技术中将网格状的盆体与实体

盆体结合使用，在倒出污水时，也需先将蔬菜连同开有漏水孔的盆体从未开漏水孔的盆体

内取出，再将污水从未开漏水孔的盆体内倒出，因此现有的洗菜盆使用时并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双层洗菜盆，解决现有技术中洗菜盆存在的使用

不方便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双层洗菜盆，包括盆底、内盆体和外盆体；

[0006] 所述内盆体和外盆体的下部设置在盆底上，内盆体位于外盆体内部，内盆体和/或

外盆体可相对盆底转动；

[0007] 所述内盆体和外盆体的上部均包括漏水部和实体部两部分，漏水部和实体部的两

条交界线所在的平面垂直于盆底，漏水部开有多个漏水孔；

[0008] 所述内盆体和外盆体处于储水状态时，内盆体上的交界线在外盆体上的投影与外

盆体上的交界线重合内盆体的漏水部的外表面与外盆体的实体部的内表面相贴合，内盆体

的实体部的外表面与外盆体的漏水部的内表面相贴合。

[0009] 本实用新型在用于清洗物品的过程中使用方便，具体为，在内盆体和外盆体处于

储水状态时，内盆体上的交界线在外盆体上的投影与外盆体上的交界线重合，此时，交界线

的一侧为内盆体的实体部和外盆体的漏水部，另一侧为内盆体的漏水部和外盆体的实体

部，内盆体的实体部和外盆体的实体部构成一个完整的实体盆体，在内盆体中接水，将需要

清洗的物品放入其中并进行清洗，然后旋转内盆体或外盆体，根据清洗物品的大小调整外

盆体和内盆体漏水部重合部分的大小以及重合部分的漏水孔的大小，污水会从外盆体和内

盆体漏水部重合部分流出。

[0010]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盆底顶部开有旋转槽，内盆体和外盆

体的下部位于旋转槽内，内盆体和/或外盆体的下部可在旋转槽内转动。设置旋转槽用于实

现内盆体或外盆体的转动，在有需要时，例如进行清洁，可先将内盆体或外盆体从旋转槽内

取出,再对各部件分别进行清洁，操作更方便，清洁更彻底；另外，日常使用时，如有需要，将

内盆体或外盆体取出后，外盆体或内盆体与盆底可搭配作为带有漏水孔的洗菜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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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内盆体和外盆体的下部均可在旋转槽

内转动。设置内盆体和外盆体的下部均可在旋转槽内转动，在有需要时，例如进行清洁，可

先将内盆体和外盆体从旋转槽内取出,再对各部件分别进行清洁，操作更方便，清洁更彻

底；另外，日常使用时，如有需要，将内盆体或外盆体取出后，外盆体或内盆体与盆底可搭配

作为带有漏水孔的洗菜盆使用。

[0012]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外盆体的下部固定设置在旋转槽内，

内盆体的下部可在旋转槽内转动。将外盆体固定设置，仅有内盆体的下部可在旋转槽内转

动，在有需要时，例如进行清洁，可先将内盆体从旋转槽内取出,再对各部件分别进行清洁，

操作更方便，清洁更彻底；另外，日常使用时，如有需要，将内盆体取出后，外盆体与盆底可

搭配作为带有漏水孔的洗菜盆使用。

[0013]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内盆体的下部与上部的连接处设有内

盆底。在内盆体的下部与上部的连接处设有内盆底，将内盆体取出后，内盆体与内盆底搭配

可作为带有漏水孔的洗菜盆使用，外盆体与盆底可搭配作为带有漏水孔的洗菜盆使用。

[0014]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盆底为圆柱状，旋转槽的横截面为圆

环形，内盆体和外盆体的下部横截面为圆环形。设置盆底为圆柱状，旋转槽的横截面为圆环

形，内盆体和外盆体的下部横截面为圆环形，结构简单，方便进行旋转内盆体或外盆体的操

作。

[0015]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内盆体的漏水部和实体部各占整个内

盆体的一半，外盆体的漏水部和实体部各占整个外盆体的一半。

[0016]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漏水部为网格状。旋转内盆体或外盆

体，可根据清洗物品的大小调整外盆体和内盆体漏水部重合部分的大小以及重合部分的网

格孔的大小。

[0017]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内盆体和外盆体上均设有把手。在内

盆体和外盆体上设有把手，一方面在旋转时，用手握持把手，方便旋转，另一方面，在旋转内

盆体或外盆体时，一只手握持内盆体或外盆体上的把手，用于旋转，另一只手握持外盆体或

内盆体上的把手并进行按压，使得外盆体或内盆体不易随着内盆体或外盆体的旋转而转

动。

[0018]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把手包括内把手和外把手，内把手竖

直设置在内盆体的盆缘上，外把手设置在外盆体的外侧面上。在内盆体的盆缘上竖直设置

内把手，外盆体的外侧面设置外把手，在进行旋转操作时，可用一只手握持内把手并向下按

压，另一只手握持外把手旋转外盆体，操作方便，内把手与外把手的设置位置，不会阻碍内

盆体与外盆体的相对转动。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中的洗菜盆相比较，在用于清洗物品的过程中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盆底和旋转槽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内盆体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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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内盆体剖视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外盆体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1，如图1、图2、图3、图4（图4中省略内把手21）和图5所示，一种双层洗菜盆，

包括盆底1、内盆体2和外盆体3；

[0028] 盆底1顶部开有旋转槽11，内盆体2和外盆体3的下部均位于旋转槽11内，内盆体2

和外盆体3的下部可在旋转槽11内转动，内盆体2位于外盆体3内部；

[0029] 内盆体2和外盆体3的上部均包括漏水部和实体部两部分，漏水部和实体部的两条

交界线所在的平面垂直于盆底1，漏水部开有多个漏水孔；

[0030] 内盆体2和外盆体3处于储水状态时，内盆体2上的交界线在外盆体3上的投影与外

盆体3上的交界线重合，内盆体2的漏水部的外表面与外盆体3的实体部的内表面相贴合，内

盆体2的实体部的外表面与外盆体3的漏水部的内表面相贴合。

[0031] 本实施例中，内盆体2的下部与上部的连接处设有内盆底25；漏水部为网格状；盆

底1为圆柱状，旋转槽11的横截面为圆环形，内盆体2和外盆体3的下部横截面为圆环形；内

盆体2的盆缘上竖直设置内把手21，外盆体3的外侧面设置外把手31，内把手21和外把手31

均对称设置两个。

[0032] 本实施例中，内盆体2的漏水部和实体部各占整个内盆体2的一半，外盆体3的漏水

部和实体部各占整个外盆体3的一半，内盆体2的上部包括内漏水部22和内实体部23，内漏

水部22和内实体部23的交界线为内交界线24，外盆体3的的上部包括外漏水部32和外实体

部33，外漏水部32和外实体部33的交界线为外交界线34；

[0033] 本实施例中的所有部件采用不锈钢或塑料制作。

[0034] 本实施例在使用时：

[0035] （1）在内盆体2和外盆体3处于储水状态时，内盆体2上的内交界线24在外盆体3上

的投影与外盆体3上的外交界线34重合，此时，投影重合的内交界线24和外交界限34的一侧

为内盆体2的内实体部23和外盆体3的外漏水部32，另一侧为内盆体2的内漏水部22和外盆

体3的外实体部33，内实体部23和外实体部33构成一个完整的实体盆体，在内盆体2中接水，

将需要清洗的物品放入其中并进行清洗，然后用一只手握持内把手21并向下按压并用另一

只手握持外把手31旋转外盆体3，或者用一只手握持外把手31并向下按压并用另一只手握

持内把手21旋转内盆体2，根据清洗物品的大小调整内漏水部22和外漏水部32的重合部分

的大小以及重合部分的网格孔的大小，污水会从内漏水部22和外漏水部32的重合部分流

出。

[0036] （2）在有需要时，例如进行清洁，可先将内盆体2和外盆体3从旋转槽11内取出，再

对各部件分别进行清洁，操作更方便，清洁更彻底；另外，日常使用时，如有需要，仅将内盆

体2取出后，内盆体2与内盆底25搭配能作为带有漏水孔的洗菜盆使用，外盆体3与盆底1搭

配能作为带有漏水孔的洗菜盆使用。

[0037] 实施例2

[0038] 实施例2与实施例1相比，仅在外盆体3的下部与旋转槽11的连接关系上存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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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中，外盆体3的下部固定设置在旋转槽11中，只有内盆体2的下部可在旋转槽11内

转动。本实施例其余部分的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本实施例不予赘述。

[0039] 本实施例在使用时：

[0040] （1）在内盆体2和外盆体3处于储水状态时，内盆体2上的内交界线24在外盆体3上

的投影与外盆体3上的外交界线34重合，此时，投影重合的内交界线24和外交界限34的一侧

为内盆体2的内实体部23和外盆体3的外漏水部32，另一侧为内盆体2的内漏水部22和外盆

体3的外实体部33，内实体部23和外实体部33构成一个完整的实体盆体，在内盆体2中接水，

将需要清洗的物品放入其中并进行清洗，然后用一只手握持外把手31并向下按压并用另一

只手握持内把手21旋转内盆体2，根据清洗物品的大小调整内漏水部22和外漏水部32的重

合部分的大小以及重合部分的网格孔的大小，污水会从内漏水部22和外漏水部32的重合部

分流出。

[0041] （2）在有需要时，例如进行清洁，可先将内盆体2从旋转槽11内取出，再对各部件分

别进行清洁，操作更方便，清洁更彻底；另外，日常使用时，如有需要，将内盆体2取出后，内

盆体2与内盆底25搭配能作为带有漏水孔的洗菜盆使用，外盆体3与盆底1搭配能作为带有

漏水孔的洗菜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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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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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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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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