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056964.0

(22)申请日 2019.01.22

(71)申请人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地址 213022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晋陵北

路200号

(72)发明人 谢玓　张磊　陈俊　桑英英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32200

代理人 丁涛

(51)Int.Cl.

D06F 35/00(2006.01)

A61L 2/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两

个步进电机对称安装在外筒的环形桶盖上方，且

每个步进电机的输出轴各通过轴套与设置在容

纳腔中的丝杠的一端连接，每根丝杠的另一端与

轴承连接，两个轴承对称固定在外筒内壁底端，

且轴承的中心轴线与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中心线

重合，两个滑块均设有内螺纹，且分别与两根丝

杠螺纹连接，两个半环形清洁刷分别固定对称安

装在两个滑块的两侧，且位于容纳腔中，随两个

滑块沿丝杠运动，微型控制器和启动按钮设置在

洗衣机外壳上，且微型控制器分别与波轮电机、

两个步进电机、紫外线灭菌灯和启动按钮控制连

接。本发明中，内外筒壁都可以实现无死角清洗，

避免顽垢和污渍的残留，刷毛可拆卸，方便清洗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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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包括内筒、外筒、波轮电机、给排水装置和设有限位结构

的环形桶盖，所述外筒安装在内筒外周，所述环形桶盖安装在外筒筒壁顶端，所述外筒内壁

与内筒外壁之间形成容纳腔，用于容纳各零部件，所述波轮电机安装在外筒底部，且波轮电

机的输出轴穿过内筒底部与波轮连接，所述内筒与给排水装置连通，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两

个步进电机、两个轴套、两根丝杠、两个滑块、两个轴承、两个半环形清洁刷、微型控制器和

紫外线灭菌灯，所述两个步进电机对称安装在外筒的环形桶盖上方，且每个步进电机的输

出轴各通过轴套与设置在容纳腔中的丝杠的一端连接，每根所述丝杠的另一端与轴承连

接，两个所述轴承对称固定在外筒内壁底端，且轴承的中心轴线与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中心

线重合，两个所述滑块均设有内螺纹，且分别与两根丝杠螺纹连接，两个所述半环形清洁刷

分别固定对称安装在两个滑块的两侧，且位于容纳腔中，随两个滑块沿丝杠运动，所述微型

控制器和启动按钮设置在洗衣机外壳上，且所述微型控制器分别与波轮电机、两个步进电

机和启动按钮控制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上与外筒内

壁和内筒外壁相对的两个侧面均设有刷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设有限位结构的

环形桶盖采用高强度耐摩擦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设有限位结构的

环形桶盖下部安装有紫外线灭菌灯，位于容纳腔中，所述紫外线灭菌灯的开关与微型控制

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半环形清洁

刷通过两个滑块构成一个环形清洁刷，且两个所述半环形清洁刷的内外两侧均排布有刷

毛。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轴承为不锈钢轴

承，所述丝杠为滚珠丝杠。

7.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刷毛选用疏水

抗油污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筒壁面上均

布若干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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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属于家电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洗衣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内筒外壁和外筒内壁会附着有大量的污垢，

比如油污、料屑、细菌等杂质，长时间不清理的话，会因为潮湿而滋生更多的细菌，从而引起

霉变，异味的问题，甚至在洗涤中，杂质会依附在衣物上，出现衣物越洗越脏的情况，不利于

用户的身体健康；

现有专利中提供了一些洗衣机筒自清洁的方法，但是其公开的自清洁方式清洗效果不

佳，需要依靠内筒的不停转动才能实现清洗功能，而内筒只有在甩干过程中才会转动，导致

工作时间短清洗不彻底的问题。并且刷子一直浸泡在脏水里，不能保持洁净干燥。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不但可以将洗衣机的

内筒外壁和外筒内壁无死角刷洗干净，而且还能在装置不工作的情况下保持刷毛洁净干

燥，避免细菌在刷子上滋生。

[0004] 本发明中主要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包括内筒、外筒、波轮电机、给排水装置和设有限位结构的

环形桶盖，所述外筒安装在内筒外周，所述环形桶盖安装在外筒筒壁顶端，所述外筒内壁与

内筒外壁之间形成容纳腔，用于容纳各零部件，所述波轮电机安装在外筒底部，且波轮电机

的输出轴穿过内筒底部与波轮连接，所述内筒与给排水装置连通，还包括两个步进电机、两

个轴套、两根丝杠、两个滑块、两个轴承、两个半环形清洁刷、微型控制器和紫外线灭菌灯，

所述两个步进电机对称安装在外筒的环形桶盖上方，且每个步进电机的输出轴各通过轴套

与设置在容纳腔中的丝杠的一端连接，每根所述丝杠的另一端与轴承连接，两个所述轴承

对称固定在外筒内壁底端，且轴承的中心轴线与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中心线重合，两个所述

滑块均设有内螺纹，且分别与两根丝杠螺纹连接，两个所述半环形清洁刷分别固定对称安

装在两个滑块的两侧，且位于容纳腔中，随两个滑块沿丝杠运动，所述微型控制器和启动按

钮设置在洗衣机外壳上，且所述微型控制器分别与波轮电机、两个步进电机和启动按钮控

制连接。

[0005] 优选地，所述滑块上与外筒内壁和内筒外壁相对的两个侧面均设有刷毛。

[0006] 优选地，所述设有限位结构的环形桶盖采用高强度耐摩擦材料。

[0007] 优选地，所述设有限位结构的环形桶盖下部安装有紫外线灭菌灯，位于容纳腔中，

所述紫外线灭菌灯的开关与微型控制器连接。

[0008] 优选地，两个所述半环形清洁刷通过两个滑块构成一个环形清洁刷，且两个所述

半环形清洁刷的内外两侧均排布有刷毛。

[0009] 优选地，所述轴承为不锈钢轴承，所述丝杠为滚珠丝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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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刷毛选用疏水抗油污材料。

[0011] 优选地，所述内筒壁面上均布若干通孔。

[0012]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出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内外筒壁都可以实现无死角清

洗，避免顽垢和污渍的残留，刷毛可拆卸，方便清洗更换，在不进行自洁功能时，可保持刷毛

干燥洁净，提高耐用度，无需内外桶相对转动即可完成清洗，进行全自动清洗。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组成关系图；

图2是本发明的正视剖视图；

图3是图2的局部放大图；

图4是图2的局部放大图；

图5是图2的局部放大图；

图6是本发明的俯视剖视图；

图7是图6的局部放大图；

图中：步进电机1、轴套2、丝杠3、环形桶盖4、滑块5、滑块刷毛6、轴承7、启动按钮8、半环

形清洗刷9、内筒10、外筒11、波轮电机12、紫外线灭菌灯13、容纳腔14、洗衣机外壳15、微型

控制器16。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对本申请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

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一种波轮洗衣机自洁装置，包括内筒10、外筒11、波轮电机12、给排水装置和设有限位

结构的环形桶盖4，所述外筒11安装在内筒10外周，所述设有限位结构的环形桶盖4安装在

外筒11筒壁顶端，且与内筒10筒壁顶端限位卡扣，可以起到限制内筒大幅度摇晃的作用，保

护容纳腔内的结构，所述外筒11内壁与内筒10外壁之间形成容纳腔14，用于容纳各零部件，

所述波轮电机12安装在外筒11底部，且波轮电机12的输出轴穿过内筒10底部与波轮连接，

所述内筒10与给排水装置连通，还包括两个步进电机1、两个轴套2、两根丝杠3、两个滑块5、

两个轴承7、两个半环形清洁刷9和微型控制器16，所述两个步进电机1对称安装在外筒11的

环形桶盖上方，且每个步进电机1的输出轴各通过轴套2与设置在容纳腔14中的丝杠3的一

端连接，每根所述丝杠3的另一端与轴承7连接，两个所述轴承7对称固定在外筒11内壁底

端，且轴承7的中心轴线与步进电机1的输出轴中心线重合，两个所述滑块5均设有内螺纹，

且分别与两根丝杠3螺纹连接，两个所述半环形清洁刷9分别固定对称安装在两个滑块5的

两侧，且位于容纳腔14中，随两个滑块5沿丝杠3运动，所述微型控制器16和启动按钮8设置

在洗衣机外壳15上，且所述微型控制器16分别与波轮电机12、两个步进电机1和启动按钮8

控制连接。

[0016] 优选地，所述滑块5上与外筒11内壁和内筒10外壁相对的两个侧面均设有刷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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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优选地，所述设有限位结构的环形桶盖4采用高强度耐摩擦材料。

[0018] 优选地，所述设有限位结构的环形桶盖4下部安装有紫外线灭菌灯13，位于容纳腔

14中，所述紫外线灭菌灯13的开关与微型控制器16连接。

[0019] 优选地，两个所述半环形清洁刷9通过两个滑块5构成一个环形清洁刷，且两个所

述半环形清洁刷9的内外两侧均排布有刷毛6。

[0020] 优选地，所述轴承7为不锈钢轴承，所述丝杠3为滚珠丝杠。

[0021] 优选地，所述刷毛6选用疏水抗油污材料。

[0022] 优选地，所述内筒10壁面上均布若干通孔。

[0023]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中，包括容纳腔、动力源、传动机构、执行机构、控制系统和辅助

系统，其中，容纳腔是由内筒10外壁、外筒11内壁及设有限位结构的环形桶盖4所构成的相

对稳定的工作区域，为自洁装置提供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工作区域，动力源包括微型控制器

16所控制的能实现正反向转动的一对步进电机1，为传动机构提供旋转动力，传动机构包括

轴套2，通过轴套2和步进电机1相连的可分离的丝杠3以及镶嵌在外筒内壁底部的轴承7，用

于将动力源的动力传输给执行机构以实现刷子的平动，执行机构包括两个分别套接在丝杠

上的滑块5以及与两滑块连接的半环形清洁刷9，实现内筒外壁和外筒内壁无死角刷洗的功

能；控制系统包括控制两步进电机1同步工作的微型控制器16，实现自洁装置循环同步的运

作，辅助系统包括波轮洗衣机自带的给排水装置、波轮以及波轮电机12，为自洁装置提供流

动清洁的水源以达到清洁的目的。洗衣机的给排水装置属于常规技术手段，故而未加详述。

[0024] 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如下：

本发明中，洗衣机自清洗功能单独设置启动按钮8，位于洗衣机微型控制器16所连接的

控制面板上。自清洗装置不工作时，滑块5和环形清洁刷（由两个半环形清洁刷9组成）位于

容纳腔的顶端。按下启动按钮8，此时微型控制器16控制两个步进电机1同时进行同方向的

转动，两个电机分别带动两根丝杠3进行相同方向的等速旋转，由两根丝杠3带动两个滑块5

进行相同速度的向下平移，同时打开给排水装置向内筒10给水，并启动和波轮连接的波轮

电机12，带动内筒10内的波轮和水旋转，水通过内筒10上的通孔进入到容纳腔，若想清洗的

更加彻底可向洗衣机内倒入适量清洁液。当滑块5到达容纳腔14的底部时，微型控制器16发

出指令使两个步进电动机1同时反向转动，使得两滑块5同时向上运动带动环形刷子9继续

清洗，同时刷子在底部浸入流动的水中，对刷子本身有一个清洗效果。当刷子向上运动到顶

部时，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并开始下一个工作周期，循环往复地进行，预先设定好工作一次

需要装置循环几次，完成清洗后滑块5和刷子9重新回到顶部，关闭步进电动机1和与波轮电

机12，同时将水排出洗衣机内筒10，完成清洗。微型控制器16的同步控制，其特征在于根据

行程长度预设旋转圈速在算法程序中，当其中一个丝杠3先完成所需圈数使其滑块5到达底

部但另一个滑块5滞后时，微型控制器16只发布先完成圈数的丝杠3的停止指令，使得先到

达的滑块5停在底部等待，当满足两个丝杠3都达到所需圈数时再发布反转指令，到达起点

时同理，即每半个周期进行一次同步调节。

[0025] 本发明中，微型控制器可实现步进电机的控制例如AT89S52单片机，该微型控制器

可与洗衣机的中央控制系统进行通讯，当自洁功能开启时，微型控制器给出信号开启紫外

线灭菌灯，并由洗衣机的中央控制系统实现波轮电机的转动、进水口的开启与关闭以及清

洁后污水的排放，通过微型控制器与洗衣机的中央控制系统的通讯，充分利用洗衣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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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源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上述系统控制连接关系均属于常规技术手段，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控制连接，实现各项功能。

[002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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