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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洗机，包括具有洗涤腔的

箱体，箱体侧壁上开有与洗涤腔相连通的进水

口，箱体底部具有排水口，该排水口上连接有排

水泵及第一排水管道，箱体侧壁上设置有独立布

置的进水透气组件及独立布置的溢水组件，进水

透气组件具有与进水口相连通的进水端口及透

气口，溢水组件的进水端及出水端均位于进水口

的下边缘以下，溢水组件中部对应的液面位于进

水口的上沿与下沿之间。本发明将进水透气组件

与溢水组件分别独立设置，二者相互之间不干

扰，并使溢水组件的进水端及出水端均位于进水

口的下边缘以下，溢水组件中部对应的液面位于

进水口的上沿与下沿之间，从而能将溢水结构与

排水泵之间的空气及时排出，使溢水及透气功能

始终能维持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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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洗机，包括具有洗涤腔的箱体(1)，所述箱体(1)侧壁上开有与洗涤腔相连通

的进水口(11)，所述箱体(1)底部具有排水口(12)，该排水口(12)上连接有排水泵(13)及第

一排水管道(14)，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侧壁上设置有独立布置的进水透气组件(2)及

独立布置的溢水组件(3)，所述进水透气组件(2)具有与进水口相连通的进水端口(21)及透

气口(22)，所述溢水组件(3)的进水端(31)及出水端(32)均位于进水口(11)的下边缘以下，

所述溢水组件(3)中部对应的液面位于进水口(11)的上沿与下沿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水组件(3)包括成形为倒置U形结

构的溢水管道(30)，该溢水管道(30)具有与所述第一排水管道(14)的出水端相连通的第一

端口及与第二排水管道的进水端相连通的第二端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水管道(30)顶部的上壁水平布置

形成第一水平壁面(301)，该第一水平壁面(301)的两端分别自上而下逐渐向外延伸形成第

一倾斜壁面(302)及第二倾斜壁面(303)，按照水流方向，所述第一倾斜壁面(302)位于第二

倾斜壁面(303)的下游，且所述第一倾斜壁面(302)的斜度小于第二倾斜壁面(303)的斜度，

所述第一倾斜壁面(302)的下端高于第二倾斜壁面(303)的下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水管道(30)顶部下壁水平布置形

成第二水平壁面(304)，该第二水平壁面(304)的两端分别自上而下逐渐向外延伸形成第三

倾斜壁面(305)及第四倾斜壁面(306)，按照水流方向，所述第三倾斜壁面(305)位于第四倾

斜壁面(306)的下游，且所述第三倾斜壁面(305)的下端高于第四倾斜壁面(306)的下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水平壁面(304)与第三倾斜壁

面(305)、第四倾斜壁面(306)之间均为平滑过渡。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水平壁面(304)的高度位于进

水口(11)的上沿与下沿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水平壁面(301)的高度不高于

进水口(11)的上沿高度。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水管道(30)

的顶部向上延伸形成有将溢水管道(30)与外界大气相连通的排气口(307)，该排气口(307)

中设置有能在液位低于溢水管道(30)上壁面状态下将排气口(307)打开，而在液位高于溢

水管道(30)上壁面状态下将排气口(307)封闭的浮动组件(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浮动组件(5)包括安装架(51)及浮

动件(52)，所述安装架(51)设于溢水管道(30)外并具有能自上而下伸入排气口(307)中的

连接柱(511)，该连接柱(511)与所述排气口(307)的内壁之间形成有间隙(512)，所述浮动

件(52)能上下移动地设于连接柱(511)上，该浮动件(52)向下移动将间隙(512)打开，该浮

动件(52)向上移动将间隙(512)封闭。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架(51)具有悬空布置在排气

口(307)上方的顶板(513)，该顶板(513)两侧分别具有能将其固定在溢水管道(30)上的支

撑板(514)，所述连接柱(511)设于顶板(513)的下壁面上，且所述连接柱(511)的下端具有

能防止浮动件(52)脱离的限位块(515)。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口(307)的顶部内径减小形成

为收缩的端口，该端口内壁上设置有沿周向布置并能在浮动件(52)向上运动状态下与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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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52)相配合密封的密封圈(309)。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960169 A

3



一种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洗碗机作为一种厨房用家电产品，越来越多的进

入家庭。目前市场上的洗碗机一般分为台式、柜式、槽式三种，其中，台式洗碗机即为整体式

独立结构，一般放置在台面上使用；柜式洗碗机也是一种独立结构，但需要嵌入到厨柜中使

用；槽式洗碗机则是与水槽结合在一起，一般安装在厨房橱柜中使用。

[0003] 为了避免进水异常问题，通常需要在清洗机上设置溢水保护装置，例如，本申请人

的授权公告号为CN104545751B的中国专利《水槽式清洗机的透气、溢水保护和清洗剂添加

装置》(申请号：CN201410851060.4)为了节约空间，将透气、溢水保护和清洗剂添加结构集

成为一体；本申请人的申请公开号为CN106088263A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透气、溢水、进水

一体结构》(申请号：CN201610622462.6)为了便于把湿气排出，将透气、溢水、进水结构集成

为一体，上述结构虽然均有效节约了装配空间，也简化了整体部件的生产工艺，但是，集成

为一体之后由于结构较为集中，各功能之间容易相互影响。由于溢水结构通常与外部排水

相连接，而外部排水管上通过会为了防臭而连接防臭篮或S形弯管，这就导致溢水结构与排

水泵之间势必存在一段空间，该段空气的存在容易影响溢水功能的实现，进而导致透气等

功能也受到影响，影响清洗机的正常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能将溢水结构与排

水泵之间的空气及时排出而保证溢水及透气功能正常使用的清洗机。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清洗机，包括具有洗涤腔的

箱体，所述箱体侧壁上开有与洗涤腔相连通的进水口，所述箱体底部具有排水口，该排水口

上连接有排水泵及第一排水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侧壁上设置有独立布置的进水透

气组件及独立布置的溢水组件，所述进水透气组件具有与进水口相连通的进水端口及透气

口，所述溢水组件的进水端及出水端均位于进水口的下边缘以下，所述溢水组件中部对应

的液面位于进水口的上沿与下沿之间。

[0006]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溢水组件包括成形为倒置U形结构的溢水管道，该溢水管道具

有与所述第一排水管道的出水端相连通的第一端口及与第二排水管道的进水端相连通的

第二端口。该第一端口、第二端口均低于进水口布置，有利于在溢水组件启动时，不影响进

水、透气功能的实现。

[0007] 优选地，所述溢水管道顶部的上壁水平布置形成第一水平壁面，该第一水平壁面

的两端分别自上而下逐渐向外延伸形成第一倾斜壁面及第二倾斜壁面，按照水流方向，所

述第一倾斜壁面位于第二倾斜壁面的下游，且所述第一倾斜壁面的斜度小于第二倾斜壁面

的斜度，所述第一倾斜壁面的下端高于第二倾斜壁面的下端。该结构有利于溢水过程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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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顺畅排出。

[0008] 优选地，所述溢水管道顶部下壁水平布置形成第二水平壁面，该第二水平壁面的

两端分别自上而下逐渐向外延伸形成第三倾斜壁面及第四倾斜壁面，按照水流方向，所述

第三倾斜壁面位于第四倾斜壁面的下游，且所述第三倾斜壁面的下端高于第四倾斜壁面的

下端。所述第二水平壁面与第三倾斜壁面、第四倾斜壁面之间均为平滑过渡。该结构有利于

溢水过程中水流的顺畅排出。

[0009] 在上述各方案中，所述第二水平壁面的高度位于进水口的上沿与下沿之间。所述

第一水平壁面的高度不高于进水口的上沿高度。采用上述结构，既可以使洗涤腔内存储足

够的水量，以满足清洗需求，又能避免排气口堵塞，利于溢水时水流的排出。

[0010] 作为改进，所述溢水管道的顶部向上延伸形成有将溢水管道与外界大气相连通的

排气口，该排气口中设置有能在液位低于溢水管道上壁面状态下将排气口打开，而在液位

高于溢水管道上壁面状态下将排气口封闭的浮动组件。采用这样的结构，有利于快速将溢

水管道与排水泵之间的空气排出，避免引空气阻力而导致溢水组件失灵。

[0011] 优选地，所述浮动组件包括安装架及浮动件，所述安装架设于溢水管道外并具有

能自上而下伸入排气口中的连接柱，该连接柱与所述排气口的内壁之间形成有间隙，所述

浮动件能上下移动地设于连接柱上，该浮动件向下移动将间隙打开，该浮动件向上移动将

间隙封闭。当洗涤腔中溢流的水自排水泵一侧的第一排水管道进入溢水管道中时，由于浮

动件未接触到水面而处于下落状态，排气口敞口，排水管道中的空气逐渐自排气口排出，当

溢水液面到达溢水管道顶部时，给浮动件以浮力，使浮动件上移将排气口封闭，溢水经过溢

水管道的顶部后继续排出，而排气口被浮动件封闭，不会发生漏水问题。

[0012] 为了便于装配，所述安装架具有悬空布置在排气口上方的顶板，该顶板两侧分别

具有能将其固定在溢水管道上的支撑板，所述连接柱设于顶板的下壁面上，且所述连接柱

的下端具有能防止浮动件脱离的限位块。

[0013] 为了提高密封性，所述排气口的顶部内径减小形成为收缩的端口，该端口内壁上

设置有沿周向布置并能在浮动件向上运动状态下与浮动件相配合密封的密封圈。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将进水透气组件与溢水组件分别独

立设置，二者相互之间不干扰，并且使溢水组件的进水端及出水端均位于进水口的下边缘

以下，溢水组件中部对应的液面位于进水口的上沿与下沿之间，从而能将溢水结构与排水

泵之间的空气及时排出，使得溢水及透气功能始终能维持正常使用。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溢水管道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溢水管道与浮动组件的配合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进水透气组件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0]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的清洗机包括具有洗涤腔的箱体1，箱体1侧壁上开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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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腔相连通的进水口11，箱体1底部具有排水口12，该排水口12上连接有排水泵13及第一

排水管道14，箱体1侧壁上设置有独立布置的进水透气组件2及独立布置的溢水组件3，进水

透气组件2具有与进水口11相连通的进水端口21及透气口22，溢水组件3的进水端31及出水

端32均位于进水口11的下边缘以下，溢水组件3中部对应的液面位于进水口11的上沿与下

沿之间。

[0021] 具体的，溢水组件3包括溢水管道30，溢水管道30成形为倒置U形结构，溢水管道具

30有与第一排水管道14的出水端相连通的第一端口及与第二排水管道的进水端相连通的

第二端口，其中第二排水管道与外部污水排出总管道相连接，且第二排水管道上可以设置

有防臭S弯管段。第一端口即上述进水端31，第二端口即上述出水端32。第一端口、第二端口

均低于进水口11布置，有利于在溢水组件3启动时，不影响进水、透气功能的实现。溢水管道

30顶部的上壁水平布置形成第一水平壁面301，该第一水平壁面301的两端分别自上而下逐

渐向外延伸形成第一倾斜壁面302及第二倾斜壁面303，按照水流方向，第一倾斜壁面301位

于第二倾斜壁面302的下游，且第一倾斜壁面301的斜度小于第二倾斜壁面302的斜度，第一

倾斜壁面301的下端高于第二倾斜壁面302的下端。该结构有利于溢水过程中水流的顺畅排

出。溢水管道30顶部下壁水平布置形成第二水平壁面304，该第二水平壁面304的两端分别

自上而下逐渐向外延伸形成第三倾斜壁面305及第四倾斜壁面306，按照水流方向，第三倾

斜壁面305位于第四倾斜壁面306的下游，且第三倾斜壁面305的下端高于第四倾斜壁面306

的下端。第二水平壁面304与第三倾斜壁面305、第四倾斜壁面306之间均为平滑过渡。该结

构有利于溢水过程中水流的顺畅排出。第二水平壁面304的高度位于进水口11的上沿与下

沿之间。第一水平壁面301的高度不高于进水口11的上沿高度。采用上述结构，既可以使洗

涤腔内存储足够的水量，以满足清洗需求，又能避免透气口堵塞，利于溢水时水流的排出。

[0022] 在本实施例中，溢水管道30的顶部向上延伸形成有将溢水管道30与外界大气相连

通的排气口307，该排气口307中设置有能在液位低于溢水管道30上壁面状态下将排气口

307打开，而在液位高于溢水管道30上壁面状态下将排气口307封闭的浮动组件5。这样的结

构有利于快速将溢水管道30与排水泵之间的空气排出，避免引空气阻力而导致溢水组件3

失灵。本实施例的浮动组件5包括安装架51及浮动件52，安装架51设于溢水管道30外并具有

能自上而下伸入排气口307中的连接柱511，该连接柱511与排气口307的内壁之间形成有间

隙512，浮动件52能上下移动地设于连接柱511上，该浮动件52向下移动将间隙512打开，该

浮动件52向上移动将间隙512封闭。为了便于装配，安装架51具有悬空布置在排气口307上

方的顶板513，该顶板513两侧分别具有能将其通过螺钉固定在溢水管道30上的支撑板514，

连接柱511设于顶板513的下壁面上，且连接柱511的下端具有能防止浮动件52脱离的限位

块515。为了提高密封性，排气口307的顶部内径减小形成为收缩的端口，该端口内壁上设置

有沿周向布置并能在浮动件52向上运动状态下与浮动件52相配合密封的密封圈309。

[0023] 本实施例将进水透气组件2与溢水组件3分别独立设置，二者相互之间不干扰，并

且使溢水组件3的进水端31及出水端32均位于进水口11的下边缘以下，溢水组件3中部对应

的液面位于进水口11的上沿与下沿之间，从而能将溢水结构与排水泵之间的空气及时排

出，同时，在溢水发生时，洗涤腔中溢流的水自排水泵13一侧的第一排水管道14进入溢水管

道30中时，由于浮动件52未接触到水面而处于下落状态，排气口307敞口，排水管道30中的

空气随着液位上升逐渐自排气口307排出，当溢水液面到达溢水管道30顶部时，给浮动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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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浮力，使浮动件52上移将排气口307封闭，溢水经过溢水管道30的顶部后继续排出，而排

气口307被浮动件封闭，不会发生漏水问题，使得溢水及透气功能始终能维持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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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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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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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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