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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洗机，包括水槽本体及泵

水机构，水槽本体底部具有下凹的沥水区域，沥

水区域的底部开有落水口，水槽本体的底部设置

有垃圾处理器，该垃圾处理器的顶部具有与落水

口相连接的上端口，且该上端口上设置有能上下

升降从而将上端口打开或闭合的端盖，所述垃圾

处理器的侧壁上开有供水及残渣排出的排废口。

本发明在水槽本体底部设置了垃圾处理器，并利

用垃圾处理器直接集渣、排渣，在第一次清洗时，

垃圾处理器通过端盖的下降而将落水口关闭，此

时，水在沥水区域与喷臂之间循环实现喷淋；清

洗完毕后，垃圾处理器通过端盖上升而将落水口

打开，残渣随水流进入垃圾处理器中处理后经排

废口排出，有利于提高集渣、排渣效果，从而避免

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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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洗机，包括水槽本体(1)及泵水机构(2)，所述水槽本体(1)底部具有下凹的沥

水区域(12)，所述泵水机构(2)设于水槽本体(1)中并用于将沥水区域(12)中的水泵至沥水

区域(12)上方的洗涤空间(11)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沥水区域(12)的底部开有落水口(13)，

所述水槽本体(1)的底部设置有垃圾处理器(3)，该垃圾处理器(3)的顶部具有与落水口

(13)相连接的上端口(31)，且该上端口(31)上设置有能上下升降从而将上端口(31)打开或

闭合的端盖(32)，所述垃圾处理器(3)的侧壁上开有供水及残渣排出的排废口(33)；

所述垃圾处理器具有垃圾处理腔，所述垃圾处理腔(30)中设置有能转动从而将其上方

的残渣向排废口(33)吸排的叶轮(5)；

所述叶轮(5)包括上端小、下端大的圆台状本体(51)及间隔布置在该圆台状本体(51)

下端的多个叶片(52)，所述叶片(52)为弧形且沿圆台状本体(51)的底部边缘竖向布置，各

弧形叶片(52)的圆心在同一圆周上；

所述圆台状本体(51)的顶部为水平布置的顶板(511)，该顶板(511)外缘处连接有自上

而下内径逐渐扩大的导向套(512)，所述叶片(52)设于该导向套(512)的底部；

所述圆台状本体(51)的外周壁上间隔布置有多个能将其上方的残渣向下引导的导向

条(513)，各导向条(513)在所述圆台状本体(51)的外周壁上呈螺旋弯曲状间隔排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处理器(3)包括壳体(34)、切削

刀(35)及电机(36)，所述壳体(34)设于水槽本体(1)的底部且具有垃圾处理腔(30)，所述切

削刀(35)能转动地设于该垃圾处理腔(30)中，所述电机(36)的动力输出轴分别与切削刀

(35)、端盖(32)及泵水机构(2)相连接，用于驱动切削刀(35)旋转、端盖(32)升降、泵水机构

(2)汲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36)具有内外套接且能独立旋

转的第一输出轴(361)、第二输出轴(362)，所述第一输出轴(361)与泵水机构(2)相连接，所

述第二输出轴(362)与切削刀(35)及端盖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泵水机构(2)包括喷臂(21)及叶轮

组件(22)，所述沥水区域(12)的内底壁上设置有围绕落水口(13)边缘布置的导流座(4)，所

述喷臂(21)设于该导流座(4)上方且下壁面开有进水口(212)，所述叶轮组件(22)能转动地

设于喷臂(21)下方且上部伸入进水口(212)中、下部位于导流座(4)中，所述第一输出轴

(361)与叶轮组件(22)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座(4)外周覆盖有能对进入喷

臂(21)中的水进行过滤的过滤网(4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座(4)的侧壁上开有供沥水区

域(12)的水及残渣穿过的流道(42)，所述过滤网(41)脱卸式连接在端盖(32)上并随端盖

(32)上下升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端盖(32)的上边缘处设置有能穿过

流道(42)的连接臂(321)，对应的，所述过滤网(41)的下边缘处设置有能将连接臂(321)限

位其中的L形滑槽(411)，且该L形滑槽(411)竖向部分的下端形成滑槽(411)开口，该L形滑

槽(411)的横向部分沿过滤网(41)周向延伸。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削刀(35)套置在所述第二输出轴

(362)的外周且随第二输出轴(362)同步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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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输出轴(362)的外周壁上在对

应端盖(32)附近设置有外螺纹(3621)，所述端盖(32)中部转动连接有能套置在第二输出轴

(362)外周并与外螺纹(3621)相配合的螺母副(322)。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端盖(32)中部开有沿第二输出轴

(362)外周布置的安装槽(323)，该安装槽(323)中设置有转动轴承(324)，该转动轴承(324)

套置在所述螺母副(322)的外周。

11.根据权利要求2  ~  10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34)上

部的内径自上而下逐渐缩小形成导流部(341)，所述切削刀(35)设于该导流部(341)下方。

12.根据权利要求3  ~  10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叶轮(5)位

于所述切削刀(35)的下方。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叶轮(5)套置在第二输出轴(362)

的外周并随第二输出轴(362)同步转动。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削刀(35)包括圆盘状本体

(351)及间隔布置在圆盘状本体(351)外壁上且沿径向延伸的刀片(352)，所述圆盘状本体

(351)上开有若干个供碎渣及水穿过的第一通孔(3511)，对应的，所述顶板(511)上开有若

干个间隔布置的第二通孔(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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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厨房用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指一种用于清洗碗碟、果蔬的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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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市场上的水槽式清洗机结构主要为本申请人的在先申请CN201310750968.1

《水槽式清洗机》中所提到的结构，其包括形成洗涤空间的箱体，箱体包括水槽本体和转动

连接在水槽本体上的盖板，水槽本体的底部至少在中央部位具有下凹的沥水区域，沥水区

域内设置有将沥水区域内的水泵出到沥水区域上方洗涤空间的水泵，沥水区域覆盖有带沥

水孔的沥水板，与水泵流体连通、具有出水孔的旋转喷臂则设置在该沥水板上方。并且，为

了进一步提高清洗效果，本申请人的在先申请CN201810334714.4、CN201810334713.X《水槽

式清洗机的箱体结构》在上述结构的基础上，在水槽本体的底部设置了能对沥水区域中的

水进行加热的加热盘；为了便于排渣，在沥水区域的底部设置了对应排水口布置的渣篮。

[0004] 上述水槽本体上的下凹的沥水区域在清洗过程中液面波动较大，含有洗涤剂的水

流极易起泡，沥水区域作为清洗机的回水区域，当液面低于沥水板时，气体会进入沥水区域

中，随着水不断流入沥水区域中，气泡也会困在沥水板下方难以消除，这使得沥水区域的气

液交换强烈，气泡易随水流进入水泵腔体，导致水泵功率快速下降，喷臂水流扬程快速减

小，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清洗需求；另外，在清洗过程中，残渣会始终淤积在渣篮处，直至清

洗完毕后手动将对渣篮进行清洁，不仅比较麻烦，始终存在于洗涤腔内的残渣也容易造成

二次污染，影响清洗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将集渣、碎渣与排

废功能集成在一起从而避免二次污染、提高清洗效果的清洗机。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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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水槽本体及泵

水机构，所述水槽本体底部具有下凹的沥水区域，所述泵水机构设于水槽本体中并用于将

沥水区域中的水泵至沥水区域上方的洗涤空间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沥水区域的底部开有

落水口，所述水槽本体的底部设置有垃圾处理器，该垃圾处理器的顶部具有与落水口相连

接的上端口，且该上端口上设置有能上下升降从而将上端口打开或闭合的端盖，所述垃圾

处理器的侧壁上开有供水及残渣排出的排废口。

[0007]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垃圾处理器包括壳体、切削刀及电机，所述壳体设于水槽本体

的底部且具有垃圾处理腔，所述切削刀能转动地设于该垃圾处理腔中，所述电机的动力输

出轴分别与切削刀、端盖及泵水机构相连接，用于驱动切削刀旋转、端盖升降、泵水机构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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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采用一个电机同时驱动切削刀旋转、端盖升降、泵水机构汲水，有利于简化整体结构，降

低成本。

[0008] 优选地，所述电机具有内外套接且能独立旋转的第一输出轴、第二输出轴，所述第

一输出轴与泵水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二输出轴与切削刀及端盖相连接。该结构便于实现一

个电机同时驱动切削刀旋转、端盖升降、泵水机构汲水。

[0009] 为了便于连接，所述泵水机构包括喷臂及叶轮组件，所述沥水区域的内底壁上设

置有围绕落水口边缘布置的导流座，所述喷臂设于该导流座上方且下壁面开有进水口，所

述叶轮组件能转动地设于喷臂下方且上部伸入进水口中、下部位于导流座中，所述第一输

出轴与叶轮组件相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导流座外周覆盖有能对进入喷臂中的水进行过滤的过滤网。设置该

过滤网，可防止残渣及泡沫进入喷臂中，使泵水组件保持较高的功率及扬程，提高清洗效

果。

[0011] 优选地，所述导流座的侧壁上开有供沥水区域的水及残渣穿过的流道，所述过滤

网脱卸式连接在端盖上并随端盖上下升降。在洗涤完毕后，端盖上升将落水口打开，过滤网

随端盖上升，将流道露出，从而使体积较大的残渣可随水流经流道穿过落水口进入垃圾处

理器中进行处理；而清洗状态下，端盖将落水口关闭，过滤网随端盖下降将导流座的流道覆

盖，对进入喷臂中的水进行过滤。

[0012] 为了便于将过滤网与端盖进行脱卸式连接，所述端盖的上边缘处设置有能穿过流

道的连接臂，对应的，所述过滤网的下边缘处设置有能将连接臂限位其中的L形滑槽，且该L

形滑槽竖向部分的下端形成滑槽开口，该L形滑槽的横向部分沿过滤网周向延伸。采用上述

结构，在清洗机不使用时，可将过滤网取下进行清洁。

[0013] 本发明的切削刀套置在所述第二输出轴的外周且随第二输出轴同步转动，以实现

对残渣的切碎处理。

[0014] 在本发明中，所述第二输出轴的外周壁上在对应端盖附近设置有外螺纹，所述端

盖中部转动连接有能套置在第二输出轴外周并与外螺纹相配合的螺母副。所述端盖中部开

有沿第二输出轴外周布置的安装槽，该安装槽中设置有转动轴承，该转动轴承套置在所述

螺母副的外周并随螺母副转动。采用上述结构，可通过第二输出轴转动，经螺母副、转动轴

承驱动端盖升降。

[0015] 优选地，所述壳体上部的内径自上而下逐渐缩小形成导流部，所述切削刀设于该

导流部下方。该结构有利于将残渣向下引导，避免堵塞。

[0016] 作为改进，所述垃圾处理腔中设置有能转动从而将其上方的残渣向排废口吸排的

叶轮，该叶轮位于所述切削刀的下方。该结构不仅有利于提高排渣效率，避免堵塞，而且由

于叶轮具有吸排力，还可以提高其上方的切削刀的碎渣效果。

[0017] 优选地，所述叶轮套置在第二输出轴的外周并随第二输出轴同步转动，所述叶轮

包括上端小、下端大的圆台状本体及间隔布置在该圆台状本体下端的多个叶片，所述叶片

为弧形且沿圆台状本体的底部边缘竖向布置，各弧形叶片的圆心在同一圆周上。采用上述

结构的叶轮，叶轮旋转时，圆台状本体有利于碎渣下排，而叶片可为碎渣及水提供周向的吸

排力，从而使其自集渣器侧壁的排废口快速排出。

[0018] 优选地，所述圆台状本体的顶部为水平布置的顶板，该顶板外缘处连接有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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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内径逐渐扩大的导向套，所述叶片设于该导向套的底部。将圆台状本体设置为空心结构，

不仅可节约材料，而且有利于提高转速及吸排力，进而提高排废效果。

[0019] 进一步优选，所述圆台状本体的外周壁上间隔布置有多个能将其上方的残渣向下

引导的导向条，各导向条在所述圆台状本体的外周壁上呈螺旋弯曲状间隔排布。该结构可

将其上方的碎渣及水向下引导，提高排废效果。

[0020] 优选地，所述切削刀包括圆盘状本体及间隔布置在圆盘状本体外壁上且沿径向延

伸的刀片，所述圆盘状本体上开有若干个供碎渣及水穿过的第一通孔，对应的，所述顶板上

开有若干个间隔布置的第二通孔。采用该结构，可降低对水流的阻力。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在水槽本体底部设置了垃圾处理器，

并利用垃圾处理器直接集渣、排渣，在第一次清洗时，垃圾处理器通过端盖的下降而将落水

口关闭，此时，水在沥水区域与喷臂之间循环实现喷淋；清洗完毕后，垃圾处理器通过端盖

上升而将落水口打开，残渣随水流进入垃圾处理器中处理后经排废口排出，有利于提高集

渣、排渣效果，从而避免二次污染。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图1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剖视图；

[0025] 图4为图3的中隐藏水槽本体及喷臂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切削刀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叶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叶轮的仰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0] 如图1～7所示，本实施例的清洗机包括水槽本体1及泵水机构2，水槽本体1内部中

空形成洗涤空间11，水槽本体1的底壁局部下凹形成沥水区域12，泵水机构2设于水槽本体1

中并用于将沥水区域12中的水泵至沥水区域12上方的洗涤空间11中。沥水区域12的底部开

有供水及残渣输出的落水口13。水槽本体1的底部设置有垃圾处理器3，该垃圾处理器3的顶

部具有与落水口13相连接的上端口31，且该上端口31上设置有能上下升降从而将上端口31

打开或闭合的端盖32，垃圾处理器3的侧壁上开有供水及残渣排出的排废口33。

[0031] 如图4所示，上述垃圾处理器3包括壳体34、切削刀35及电机36，壳体34设于水槽本

体1的底部且具有垃圾处理腔30，切削刀35能转动地设于该垃圾处理腔30中，电机36的动力

输出轴分别与切削刀35、端盖32及泵水机构2相连接，用于驱动切削刀35旋转、端盖32升降、

泵水机构2汲水。采用一个电机同时驱动切削刀旋转、端盖升降、泵水机构汲水，有利于简化

整体结构，降低成本。

[0032] 本实施例的电机36具有内外套接且能独立旋转的第一输出轴361、第二输出轴

362，电机的具体结构与CN201621199676.9相同，在此不做赘述。第一输出轴361与泵水机构

2相连接，第二输出轴362与切削刀35及端盖32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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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泵水机构2包括喷臂21及叶轮组件22，沥水区域12的内底

壁上设置有围绕落水口13边缘布置的导流座4，喷臂21设于该导流座4上方且上壁面开有喷

水孔211、下壁面开有进水口212，叶轮组件22能转动地设于喷臂21下方且上部伸入进水口

212中、下部位于导流座4中，垃圾处理器3的第一输出轴361上端与叶轮组件22相连接。叶轮

组件22的上部为位于进水口212中的离心叶轮，叶轮组件22的下部为至少下部位于沥水区

域12中的轴流叶轮，叶轮组件22转动与喷臂21配合进行泵水。导流座4外周覆盖有能对进入

喷臂21中的水进行过滤的过滤网41，以防止残渣及泡沫进入喷臂21中，使泵水机构保持较

高的功率及扬程，提高清洗效果。

[0034]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导流座4的侧壁上开有供沥水区域12的水及残渣穿过的流道

42，过滤网41脱卸式连接在端盖32上并随端盖32上下升降。在洗涤完毕后，端盖32上升将落

水口13打开，过滤网41随端盖32上升，将流道42露出，从而使体积较大的残渣可随水流经流

道穿过落水口13进入垃圾处理器3中进行处理；而清洗状态下，端盖32将落水口13关闭，过

滤网41随端盖32下降将导流座4的流道42覆盖，对进入喷臂21中的水进行过滤。端盖32的上

边缘处设置有能穿过流道42的连接臂321，对应的，过滤网41的下边缘处设置有能将连接臂

321限位其中的L形滑槽411，且该L形滑槽411竖向部分的下端形成滑槽411开口，该L形滑槽

411的横向部分沿过滤网41周向延伸。安装时，将过滤网41的滑槽411开口对准连接臂321下

压后再周向旋转，使连接臂321限位在L形滑槽411横向部分末端即可。

[0035] 上述壳体34上部的内径自上而下逐渐缩小形成导流部341，切削刀35设于该导流

部341下方，有利于将残渣向下引导，避免堵塞。切削刀35套置在第二输出轴362的外周且随

第二输出轴362同步转动，以实现对残渣的切碎处理。第二输出轴362的外周壁上在对应端

盖32附近设置有外螺纹3621，端盖32中部转动连接有能套置在第二输出轴362外周并与外

螺纹3621相配合的螺母副322。端盖32中部开有沿第二输出轴362外周布置的安装槽323，该

安装槽323中设置有转动轴承324，该转动轴承324套置在螺母副322的外周随螺母副322同

步动作，但转动轴承324约束在安装槽323中，即转动轴承324可相对于安装槽323转动而不

能相对于安装槽323轴向移动。采用上述结构，可通过第二输出轴362转动，经螺母副322、转

动轴承324驱动端盖32升降，且第二输出轴362驱动切削刀转动时，不带动端盖转动。

[0036] 在本实施例中，垃圾处理腔30中设置有能转动从而将其上方的残渣向排废口33吸

排的叶轮5，该叶轮5位于切削刀35的下方。该结构不仅有利于提高排渣效率，避免堵塞，而

且由于叶轮具有吸排力，还可以提高其上方的切削刀的碎渣效果。叶轮5套置在第二输出轴

362的外周并随第二输出轴362同步转动。

[0037] 如图4、6、7所示，本实施例的叶轮5包括上端小、下端大的圆台状本体51及间隔布

置在该本体51下端的多个叶片52，叶片52为弧形且沿圆台状本体51的底部边缘竖向布置，

各弧形叶片52的圆心在同一圆周上。叶轮5旋转时，圆台状本体51有利于碎渣下排，而叶片

52可为碎渣及水提供周向的吸排力，从而使其自集渣器侧壁的排废口33快速排出。圆台状

本体51的顶部为水平布置的顶板511，该顶板511外缘处连接有自上而下内径逐渐扩大的导

向套512，叶片52设于该导向套512的底部。将圆台状本体51设置为空心结构，不仅可节约材

料，而且有利于提高转速及吸排力，进而提高排废效果。圆台状本体51的外周壁上间隔布置

有多个能将其上方的残渣向下引导的导向条513，各导向条513在圆台状本体51的外周壁上

呈螺旋弯曲状间隔排布，该结构可将其上方的碎渣及水向下引导，提高排废效果。切削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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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圆盘状本体351及间隔布置在圆盘状本体351外壁上且沿径向延伸的刀片352，圆盘状

本体351上开有若干个供碎渣及水穿过的第一通孔3511，对应的，顶板511上开有若干个间

隔布置的第二通孔514，该第二通孔514贴近第一通孔3511布置，可降低对水流的阻力，提高

排废效果。

[0038] 使用本实施例的清洗机时，电机的第二输出轴362转动通过螺母副322驱动端盖32

下降至将落水口13关闭，第二输出轴362停止转动；向洗涤空间11中加入的一次洗涤水用

量，水量最好不高于过滤网41，清洗时，第一输出轴361转动，带动叶轮组件22转动，将水自

沥水区域12汲入喷臂21中喷出，对洗涤腔11中的碗碟或果蔬进行清洗，在上述清洗过程中，

水流中携带的气泡会隔离在过滤网41外，从而避免大量气泡随水被泵入喷臂21中，使泵水

机构2保持较高的功率及扬程，提高清洗效果；一次清洗完毕后，第一输出轴361停止转动，

第二输出轴362反向转动，驱动端盖32上升将落水口13打开，同时，过滤网41也上升将流道

42露出，沥水区域12中的水及残渣经流道42、落水口13进入垃圾处理腔30中，第二输出轴

362的转动下带动切削刀35进行碎渣，同时，叶轮5将切碎后的碎渣及水向下吸排后经排废

口33排出；按照上述过程进行二次清洗，后续清洗过程中无需再做碎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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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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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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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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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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