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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明书摘要热水器，其包括:大致长型和/或管状的延伸入所述储水容器内进水管，所述进水管包括可转动地设置或安装的至少一扇叶装置；和/或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其包括可活动和可锁定地连接或安装的弹性构件以及配置成利用水温、水流、和/或水压变化来可切换地在储能状态和导流状态之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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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

技术领域
本公开涉及一种热水器，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清洗装置，诸如洗碗碟机，

的热水器，其包括利用系统储水容器的内压变化来产生水流的装置以及有
助于防止或减少热流失的双重密封式壁身或壳体。

背景技术
现今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洗碗碟机，都需要把进水加热到一定程度才

能运行各清洗程序。加热装置一般是采用储水式电热水炉，利用水缸储水，
内部采用电加热管将进水进行加热来对碗碟于两部份进行漂洗和冲洗。由
于进水加热时间需要较长和消耗能量及成本较高，所以在长时间运作时需
要采用节能控制。现在市场上一般会采用热回收系统（如CN 105615809 八），
利用蒸气的余热将进水进行预热，或利用污水回收水缸的余热进行进水的
预热（如0见05748012八）。但是在最后冲洗程序时，由于卫生要求特别严谨，
其中要求进水不能受任何污染及温度不能低于

85°
（:。

发明内容
公开了一种热水器，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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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长型和/或管状的延伸入所述储水容器内以及优选设置在所述储
水容器的端部或与所述端部邻接或与所述端部的端面平行地或大致平行地
延伸的进水管，所述进水管配置成优选沿所述储水容器的大致整个高度方
向延伸以及包括可转动地设置或安装的至少一扇叶装置，所述扇叶装置具
有可操作地连接的复数的内扇叶和外扇叶，至少一所述内扇叶和/或外扇叶
的叶面配置成倾斜地设置和与所述进水管中的水流的流向以预定角度相
交，以转换和通过所述进水管中的水流的力来绕轴转动以及使所述进水管
外围附近的水沿第一预定方向流动；所述第一预定方向优选与所述高度方
向大致平行；
和/或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其包括可活动和可锁定地连接或安装的弹

性构件以及配置成利用水温、水流、和/或水压变化来可切换地在储能状态
和导流状态之间转换；其中在储能状态时，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通过
水压或水流来驱动或压缩和锁定弹性构件在位，以储存由水压或水流转换
成的动能；在导流状态时，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释放弹性构件，通过
所述弹性构件的回弹力或储存的动能来驱动水向第二预定方向流动，使所
述储水容器内的温度不同的水能够进行快速的混合，以有助于达至热平衡
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优选与所述储水容器的长度或宽度或厚度方向平行；和/
或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优选与所述第一预定方向正交，从而通过不同方向的
水流来加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助于达至热平衡。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的自由端包括可转动的导
向件/转向件和/或所述扇叶装置，以相应于预定工作状态而改变所述第二预
定方向，从而通过产生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
助于达至热平衡。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预定方向与所述进水管内的进水的流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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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相反，从而通过产生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
助于达至热平衡；和/或所述弹性构件的运动方向和/或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优
选与所述进水管内的进水的流向正交，从而通过产生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
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助于达至热平衡。

在一些其它实施例中，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包括内置的温度传感
器，以相应于预定水温使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在储能状态和导流状
态之间转换。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储水容器配置成具有双重密封壁身或壳体，包
括容纳水的内壁或内壳以及包围所述内壁或内壳的外壁或外壳以及在两者
之间的隔热和保温层或媒介，优选为空气或气体夹层或真空层，以增加保
温效果和减少水的热量流失。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储水容器包括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可操
作地连接的排气阀门，以相应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的储能状态和导
流状态而相应地开关，所述排气阀门优选地与所述进水管平行或大致平行
地延伸。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储水容器包括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优选地与所
述进水管平行或大致平行地延伸。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储水容器包括至少一高功率电热管，所述电热
管配置成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固接或安装在所述储水容器的同一
端，所述电热管优选地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平行或大致平行地延伸
以及占用大致相同的使用空间。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采用筒型的形式和优选具

有与热水器的电热管相同的尺寸和构型；以及配置成具有开口端和闭口端
以及设置或安装在所述闭口端的弹性构件和匹配的固定件，所述弹性构件
包括可操作地连接的弹簧、盖件和相连接的与所述固定件可分离地耦合的



\¥0 2019/097393 ?€1/162018/058886

主体，且配置成可切换地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转换；其中
在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弹性构件或主体与所述固定件啮合和邻接所

述闭口端以保存所述弹性构件本身的回弹力或弹性构件的通过水压或水流
转换和储存的回弹力或动能，并配置成能够相应于预定水温或工作状态而
与所述固定件分离，以通过保存的回弹力或动能而移动到邻接所述开口端
的所述第二位置以及在移动期间能够驱动和导引前方的水向第二预定方向
流动，以有助于水的混合和达至热平衡；以及

在所述第二位置时，所述弹性构件配置成通过水压或水流来驱动，以
移向和啮合所述固定件，直至固定于或切换成所述第一位置，以转换和储
存通过水压或水流的驱动动能并然后能够相应于预定水温或工作状况而通
过所述动能再由所述第一位置切换成所述第二位置；其中在切换期间持续
地驱动和导引水流，以使所述储水容器内的温度不同的水能够进行快速的
混合，从而有助于达至热平衡。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弹性构件的盖件和主体优选具有丁型的截面以
及所述主体上具有在环向上分隔开的复数的凹口，以与所述固定件的相应
的可动的钩件或凸部/件可分离地啮合。

由此，本泄漏了一种改善的热水器，优选用作洗碗碟机的电热水炉，
其可减少热能流失以及利用水的流动及搅动来改善水缸内水的热循环，达
致热平衡和能直接减少加热所需时间而减少电热水炉能量消耗。所以，在
洗碗碟机的例如最后的冲洗阶段的情况下，透过本公开的装置可有效节能，
从而改善洗碗碟机整体的能源效益。

附图说明
以下将参照附图通过范例来叙述本公开的技术方案，在附图中



\¥0 2019/097393 ?€1/162018/058886

图1为现有技术的工业用洗碗碟机的示意图；
图
2
为现有技术的电热水炉的示意图；

图
3
为本公开的范例性洗碗碟机的冲洗部份的示意图；

图
4
为本公开的范例性的具有储水容器的热水器的示意图；

图
5
为本公开的范例性进水管的示意图；

图
6
为本公开的范例性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的示意图；以及

图
7 7

〇为本公开的范例性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的工作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以下将结合附图来叙述本公开的一些优选实施例，以便详细地说明其

技术方案。
参照图

1 2
，所示分别为现有技术的工业用洗碗碟机和其电热水炉的

示意图，其中洗碗碟机包括两部分来处理碗碟，即主洗（漂洗）及冲洗部份。
各部份分别有各自的电热水炉为进水进行加温处理。图

2
所示为电热水炉

的原来设计，其外壳以单层金属制造。外壳上设有进水接口、出水接口、
排水接口（维修用）、排气阀门、温度传感器接口等等，并在一端安装多组
的高功率的电热管，并在外层以隔热物料（隔热棉）包裹，以防止热量流失。

在使用洗碗碟机时，有关的电热水炉会安放于洗碗碟机底部（如图
3
），

及置于各洗水盘下方，而洗碗碟机则通常摆放在工场及厨房内，环境比较
潮湿及温度较高。现有的隔热物料（隔热棉），在长时间使用后会弄潮及损
坏，影响隔热效果，令热量及能源流失。亦令工作环境温度提升，影响附
近工作人员。所以理想的是能够改变现有的隔热结构来改善热量流失及改
善工场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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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现今的食店营业情况下，有关的洗碗碟机有机会停止运
作数小时后再重新起动，减少经营成本。但当关掉洗碗碟机后，水缸内的
热水温度会渐渐流失。在重新起动后，电热水炉需求把水缸内的储水重新
提升至所需温度。所以，在停止运作后，减少水缸内的热量流失，在重新
起动后，能减少电热管的能源消耗把水缸的水加热。所以改善隔热结构能
有效改善能源消耗。

参照图
3 7
〇,所示分别为本公开的范例性热水器的各种示意图。图

4 5

中所示的范例性热水器包括：大致长型和
/
或管状的延伸入所述储水容器内

以及优选设置在所述储水容器的端部或与所述端部邻接或与所述端部的端
面平行地或大致平行地延伸的进水管，所述进水管配置成优选沿所述储水
容器的大致整个高度方向延伸以及包括可转动地设置或安装的至少一扇叶
装置，所述扇叶装置具有可操作地连接的复数的内扇叶和外扇叶，至少一
所述内扇叶和

/
或外扇叶的叶面配置成倾斜地设置和与所述进水管中的水流

的流向以预定角度相交，以转换和通过所述进水管中的水流的力来绕轴转
动以及使所述进水管外围附近的水沿第一预定方向流动；所述第一预定方
向优选与所述高度方向大致平行。

现有技术的进水管原来只是把水引入水缸顶部，但本公开将其则改造
为长型管道，由顶部入水口延伸，直至接近缸底，管道总长可优选地分成
三段，其中设置二个接位以接上扇叶装置。有关的扇叶装置包括分别含有
在管道内的内扇叶，及在相连的管道外的外扇葉。并利用进水时的

1 1 ·

水
压以及水从高流向低的位能，推动管道的内扇叶装置。而有关的内扇叶装
置可以带动外扇叶，令缸内进水管附近静态的水产生流动。该水流可以使
电热管附近的水产生流动，使水缸内加温中和还未被加温的水加速进行混
合，特别有利水的对流循环运作及加速达致热平衡。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
4
所示，还包括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其包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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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可锁定地连接或安装的弹性构件以及配置成利用水温、水流、和/或
水压变化来可切换地在储能状态和导流状态之间转换；其中在储能状态时，
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通过水压或水流来驱动或压缩和锁定弹性构件在
位，以储存由水压或水流转换成的动能；在导流状态时，所述水压再用和
导流装置释放弹性构件，通过所述弹性构件的回弹力或储存的动能来驱动
水向第二预定方向流动，使所述储水容器内的温度不同的水能够进行快速
的混合，以有助于达至热平衡；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优选与所述储水容器的
长度或宽度或厚度方向平行；和/或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优选与所述第一预定
方向正交，从而通过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助
于达至热平衡。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6所示，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采用筒型的形
式和优选具有与热水器的电热管相同的尺寸和构型；以及配置成具有开口
端和闭口端；以及设置或安装在所述闭口端的弹性构件和匹配的固定件，
所述弹性构件包括可操作地连接的弹簧、盖件和相连接的与所述固定件可
分离地耦合的主体，且配置成可切换地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转换。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
7 7

〇所示，在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弹性构件
或主体与所述固定件啮合和邻接所述闭口端以保存所述弹性构件本身的回
弹力或弹性构件的通过水压或水流转换和储存的回弹力或动能，并配置成
能够相应于预定水温或工作状态而与所述固定件分离，以通过保存的回弹
力或动能而移动到邻接所述开口端的所述第二位置以及在移动期间能够驱
动和导引前方的水向第二预定方向流动，以有助于水的混合和达至热平衡。

在所述第二位置时，所述弹性构件配置成通过水压或水流来驱动，以
移向和啮合所述固定件，直至固定于或切换成所述第一位置，以转换和储
存通过水压或水流的驱动动能并然后能够相应于预定水温或工作状况而通
过所述动能再由所述第一位置切换成所述第二位置；其中在切换期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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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驱动和导引水流，以使所述储水容器内的温度不同的水能够进行快速的
混合，从而有助于达至热平衡。

大体而言，本公开的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利用加热温度及水缸/储水
容器内压力变化，有关水压将推动有关部件/弹性构件，及储存有关的能
量于弹簧/弹性构件内，弹簧/弹性构件最终被底部/端部的卡接件扣紧。
在适当时候，可释放排气及放开卡接件，令储存在弹簧内的能量释放，从
而产生水流，令水缸内的水产生流动，使水缸内正在加温中和还未被加温
的水进行第快速混合，而达至热平衡。而有关的水流方向有别于进水管所
产生的方向，能以不同方向水流加快不同温度水的混和，达致热平衡。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上所述，本公开的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设计成能放
进高功率的电热管的位置内，替代现有电热管或可安装在原本预留额外电
热管的位置。有关装置的设计，以管状为基楚，开端为开放式结构，内有
密闭闭盖及其后方以弹簧连接。弹簧另一端接上装置密封式底部，并且装
设弹簧卡接件及温度传感器控制等，并且能控制可操作地连接的排气阀门
的开关。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在不同容量的水缸/储水容器放置具有不同劲度

系数的弹簧。通过使用不同劲度系数的弹簧，就能相对于不同的水缸/储
水容器容量、压力及温度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配合。

当本公开的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放进可替换式高功率的电热管的位置
时，装置开端能与水缸内的水有所接触。当水被电热管加热时，水温上升，
但水缸/储水容器容量不变时，水压便会增加，有关水压便会推动密闭闭
盖向底部内推，从而压迫弹簧。该动作能使向涌入管道内的水产生流动，
令装置开端附近的水温度混和。

当进一步推动密闭闭盖到装置底部/端部时，会被卡接件扣紧。有关
装置底部/端部可优选设有温度传感器，并且能控制排气阀门及弹簧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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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释放或改变水压和储存在弹簧内的能量。并同时把管道内的水向外推
出，产生水流，快速混合水缸内的水达至热平衡。有关装置前后的活塞动
作能受控于弹簧的劲度系数及温度检测和排气阀的相关控制，使在加温过
程中可优选作多次的活塞动作，令水缸内的水较快和较佳地混和。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
6 , 7 7

〇所示，所述弹性构件的盖件和主体优选
具有丁型的截面以及所述主体上具有在环向上分隔开的复数的凹口，以与
所述固定件的相应的可动的钩件或凸部/件可分离地啮合。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的自由端包括可转动的导
向件/转向件（未示出）和/或如图5所示的扇叶装置，以相应于预定工作状态
而改变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从而通过产生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快不同温度
的水的混和，以有助于达至热平衡。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预定方向与所述进水管内的进水的流向大

致相反，从而通过产生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
助于达至热平衡；和/或所述弹性构件的运动方向和/或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优
选与所述进水管内的进水的流向正交，从而通过产生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
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助于达至热平衡。

在一些其它实施例中，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包括内置的温度传感
器，以相应于预定水温使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在储能状态和导流状
态之间转换。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储水容器配置成具有双重密封壁身或壳体，包
括容纳水的内壁或内壳以及包围所述内壁或内壳的外壁或外壳以及在两者
之间的隔热和保温层或媒介，优选为空气或气体夹层或真空层，以增加保
温效果和减少水的热量流失。

由此，通过本公开可无需使用隔热棉等隔热物料。本公开的实施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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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双重密封壁身外壳不但有隔热功能，更耐用，亦能保持加强保温效
果，令电热水炉内热水的温度能保持一段时间。

在利用红外线温度枪探测现有技术的热水炉的单层外壳温度为：头部
94
度，中部

93
度，尾部

92
度；而改用本公开的双重密封外壳后的外壳温

度则为：头部
34
度中部

33
度尾部

32
度（大致相当于室温）。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储水容器包括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可操
作地连接的排气阀门，以相应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的储能状态和导
流状态而相应地开关，所述排气阀门优选地与所述进水管平行或大致平行
地延伸。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储水容器包括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优选地与所
述进水管平行或大致平行地延伸。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储水容器包括至少一高功率电热管，所述电热
管配置成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固接或安装在所述储水容器的同一
端，所述电热管优选地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平行或大致平行地延伸
以及占用大致相同的使用空间。

载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特征（共同地及在适当之处可单独地）形成本
公开的一部分，并在此引入作为参考。

虽然本文业已叙述了不同的范例或实施例，但应该理解的是，它们是
用于说明而不是用于限制保护范围。例如，在本文所提供的范例性应用中，
热水器使用电能驱动，但在不丧失一般性的情况下，还可根据本公开的实
质内容来使用燃气或其它能源。应当理解的是，不同的范例性实施例的部
分或部件在适当情况下可以相互组合和/或混合搭配，以形成其它变型而不
丧失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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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

1. 热水器，其包括：
大致长型和/或管状的延伸入所述储水容器内以及优选设置在所述储水
容器的端部或与所述端部邻接或与所述端部的端面平行地或大致平行
地延伸的进水管，所述进水管配置成优选沿所述储水容器的大致整个高
度方向延伸以及包括可转动地设置或安装的至少一扇叶装置，所述扇叶
装置具有可操作地连接的复数的内扇叶和外扇叶，至少一所述内扇叶和
/或外扇叶的叶面配置成倾斜地设置和与所述进水管中的水流的流向以
预定角度相交，以转换和通过所述进水管中的水流的力来绕轴转动以及
使所述进水管外围附近的水沿第一预定方向流动；所述第一预定方向优
选与所述高度方向大致平行；
和/或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其包括可活动和可锁定地连接或安装的弹
性构件以及配置成利用水温、水流、和/或水压变化来可切换地在储能
状态和导流状态之间转换；其中在储能状态时，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
置通过水压或水流来驱动或压缩和锁定弹性构件在位，以储存由水压或
水流转换成的动能；在导流状态时，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释放弹性
构件，通过所述弹性构件的回弹力或储存的动能来驱动水向第二预定方
向流动，使所述储水容器内的温度不同的水能够进行快速的混合，以有
助于达至热平衡；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优选与所述储水容器的长度或宽度
或厚度方向平行；和/或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优选与所述第一预定方向正
交，从而通过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助于达
至热平衡。

2 .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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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端包括可转动的导向件/转向件和/或所述扇叶装置，以相应于预定
工作状态而改变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从而通过产生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
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助于达至热平衡。

3 .

如权利要求 所述的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预定方向与所述进
水管内的进水的流向大致相反，从而通过产生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快不
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助于达至热平衡；和/或所述弹性构件的运动
方向和/或所述第二预定方向优选与所述进水管内的进水的流向正交，
从而通过产生不同方向的水流来加快不同温度的水的混和，以有助于达
至热平衡。

4 .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包
括内置的温度传感器，以相应于预定水温使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
在储能状态和导流状态之间转换。

5 .

如权利要求 所述的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容器配置成具有双
重密封壁身或壳体，包括容纳水的内壁或内壳以及包围所述内壁或内壳
的外壁或外壳以及在两者之间的隔热和保温层或媒介，优选为空气或气
体夹层或真空层，以增加保温效果和减少水的热量流失。

6 .

如权利要求 所述的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容器包括与所述水
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可操作地连接的排气阀门，以相应于所述水压再用和
导流装置的储能状态和导流状态而相应地开关，所述排气阀门优选地与
所述进水管平行或大致平行地延伸。

7 .
如权利要求 所述的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容器包括出水管，
所述出水管优选地与所述进水管平行或大致平行地延伸。

8 .

如权利要求 所述的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容器包括至少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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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电热管，所述电热管配置成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固接或安装
在所述储水容器的同一端，所述电热管优选地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
置平行或大致平行地延伸以及占用大致相同的使用空间。

9 .

如权利要求所述的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压再用和导流装置采
用筒型的形式和优选具有与热水器的电热管相同的尺寸和构型；以及配
置成具有开口端和闭口端；以及设置或安装在所述闭口端的弹性构件和
匹配的固定件，所述弹性构件包括可操作地连接的弹簧、盖件和相连接
的与所述固定件可分离地耦合的主体，且配置成可切换地在第一位置和
第二位置之间转换；其中
在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弹性构件或主体与所述固定件啮合和邻接所述
闭口端以保存所述弹性构件本身的回弹力或弹性构件的通过水压或水
流转换和储存的回弹力或动能，并配置成能够相应于预定水温或工作状
态而与所述固定件分离，以通过保存的回弹力或动能而移动到邻接所述
开口端的所述第二位置以及在移动期间能够驱动和导引前方的水向第
二预定方向流动，以有助于水的混合和达至热平衡；以及
在所述第二位置时，所述弹性构件配置成通过水压或水流来驱动，以移
向和啮合所述固定件，直至固定于或切换成所述第一位置，以转换和储
存通过水压或水流的驱动动能并然后能够相应于预定水温或工作状况
而通过所述动能再由所述第一位置切换成所述第二位置；其中在切换期
间持续地驱动和导引水流，以使所述储水容器内的温度不同的水能够进
行快速的混合，从而有助于达至热平衡。

10.
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构件的盖件和主体优选具有丁型的截面以及所述主体上具有在环向上分隔开的复数的凹
口，以与所述固定件的相应的可动的钩件或凸部/件可分离地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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