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990461.8

(22)申请日 2018.11.29

(73)专利权人 杭州洁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10号大街（东）

300-11号3幢1712室

(72)发明人 余飚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裕阳联合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33289

代理人 姚宇吉

(51)Int.Cl.

A47L 15/00(2006.01)

A47L 15/4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水槽式清洗机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水槽式清洗机，包括水

槽、下水器、手动排水阀组件和排水泵，手动排水

阀组件包括排水阀和过滤篮，排水阀包括密封件

和提拉杆，排水泵安装于下水器的侧壁，排水泵

连接自动排水口。该水槽式清洗机通过提起手动

排水阀组件的提拉杆可以将过滤篮和排水阀一

起取出，下水器的手动排水口即被打开，从而可

以实现下水器的手动排水，则水槽可以当做普通

水槽使用，便于清洗打理。此外，下水器侧壁还设

有自动排水口，自动排水口连接排水泵，通过排

水泵可以实现下水器的自动排水，并且，排水泵

安装于下水器的侧壁，可以合理利用下水器一侧

的空间，也避免了占用下水器下方空间的情况，

从而下水器下方可以用于放置其他厨房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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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槽式清洗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水槽，设有下水口；

下水器，安装于下水口，下水器底部设有手动排水口，下水器侧壁设有自动排水口；

手动排水阀组件，安装于下水器内，手动排水阀组件包括排水阀和过滤篮，排水阀包括

密封件和提拉杆，密封件固定于提拉杆外侧，并封堵于手动排水口的内壁；过滤篮与提拉杆

活动连接，使得提拉所述提拉杆时能够带着过滤篮一起移动；

排水泵，安装于所述下水器的侧壁，排水泵连接自动排水口以控制自动排水口是否排

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槽式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槽底部至少局部凹陷形成回

水区域，该回水区域与下水器的开口连通，回水区域上安装有可拆卸的平板滤网。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槽式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平板滤网与所述水槽底部齐平

或低于所述水槽底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槽式清洗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清洗水泵，所述水槽底部还

设有出水口，所述出水口安装有出水阀，所述下水器侧壁设有回水口，所述清洗水泵连接回

水口和出水口，用于抽吸下水器内的水，并经过出水口流回水槽。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水槽式清洗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可拆卸地放置于水槽内的清

洗组件，清洗组件包括清洗篮、清洗转臂以及转臂连接装置，清洗篮放置于水槽内，清洗转

臂通过转臂连接装置安装于清洗篮下方，清洗转臂位于出水阀上方。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槽式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手动排水阀组件还包括过滤网，过

滤网设于过滤篮外侧，且环绕过滤篮周圈，所述过滤网的过滤孔小于所述过滤篮的过滤孔。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槽式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件的材质为橡胶或硅胶。

8.如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槽式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泵具有排水泵进水口和

排水泵出水口，排水泵进水口与自动排水口连接，排水泵出水口与外部排水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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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式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厨房用具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槽式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水槽式清洗机，是一种兼备水槽，同时具有自动清洗餐具、果蔬、海鲜等物品的集

成化家电。可以同时替代传统嵌入式洗碗机和水槽等，适合中国家庭厨房，很受青睐。由于

其具有普通水槽功能，平时也需要作为普通水槽使用，需要手动控制排水，然而市场上常见

的水槽式清洗机通常只有启动程序才能控制排水阀的开合，无法手动控制，使用不方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上述问题，克服至少一个不足，提出了一种水槽式清洗机。

[0004]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水槽式清洗机，包括：

[0006] 水槽，设有下水口；

[0007] 下水器，安装于下水口，下水器底部设有手动排水口，下水器侧壁设有自动排水

口；

[0008] 手动排水阀组件，安装于下水器内，手动排水阀组件包括排水阀和过滤篮，排水阀

包括密封件和提拉杆，密封件固定于提拉杆外侧，并封堵于手动排水口的内壁；过滤篮与提

拉杆活动连接，使得提拉所述提拉杆时能够带着过滤篮一起移动；

[0009] 排水泵，安装于所述下水器的侧壁，排水泵连接自动排水口以控制自动排水口是

否排水。

[0010] 于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水槽底部至少局部凹陷形成回水区域，该回水区

域与下水器的开口连通，回水区域上安装有可拆卸的平板滤网。

[0011] 于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平板滤网与所述水槽底部齐平或低于所述水槽底

部。

[0012] 于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还包括清洗水泵，所述水槽底部还设有出水口，所述出

水口安装有出水阀，所述下水器侧壁设有回水口，所述清洗水泵连接回水口和出水口，用于

抽吸下水器内的水，并经过出水口流回水槽。

[0013] 于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还包括可拆卸地放置于水槽内的清洗组件，清洗组件

包括清洗篮、清洗转臂以及转臂连接装置，清洗篮放置于水槽内，清洗转臂通过转臂连接装

置安装于清洗篮下方，清洗转臂位于出水阀上方。

[0014] 于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手动排水阀组件还包括过滤网，过滤网设于过滤篮外

侧，且环绕过滤篮周圈，所述过滤网的过滤孔小于所述过滤篮的过滤孔。

[0015] 于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密封件的材质为橡胶或硅胶。

[0016] 于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排水泵具有排水泵进水口和排水泵出水口，排水

泵进水口与自动排水口连接，排水泵出水口与外部排水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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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实用新型相比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的水槽式清洗机，通过提

起手动排水阀组件的提拉杆可以将过滤篮和排水阀一起取出，下水器的手动排水口即被打

开，从而可以实现下水器的手动排水，则水槽可以当做普通水槽使用，便于清洗打理。此外，

下水器侧壁还设有自动排水口，自动排水口连接排水泵，通过排水泵可以实现下水器的自

动排水，并且，排水泵安装于下水器的侧壁，可以合理利用下水器一侧的空间，也避免了占

用下水器下方空间的情况，从而下水器下方可以用于放置其他厨房用品。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水槽式清洗机的立体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水槽式清洗机的剖视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水槽式清洗机的另一方向的剖视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水槽式清洗机的俯视立体图(清洗组件位于水槽外)。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详细描述。

[0023] 请参考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水槽式清洗机，包括：

[0024] 水槽1，设有下水口11；

[0025] 下水器2，安装于下水口11，下水器2底部设有手动排水口21，下水器2侧壁设有自

动排水口22；

[0026] 手动排水阀组件3，安装于下水器2内，手动排水阀组件3包括排水阀31和过滤篮

32，排水阀31包括密封件311和提拉杆312，密封件311固定于提拉杆312外侧，并封堵于手动

排水口21的内壁；过滤篮32与提拉杆312活动连接，使得提拉所述提拉杆312时能够带着过

滤篮32一起移动；

[0027] 排水泵4，安装于所述下水器2的侧壁，排水泵4连接自动排水口22以控制自动排水

口22是否排水。

[0028] 本实用新型的水槽式清洗机，通过提起手动排水阀组件3的提拉杆312可以将过滤

篮32和排水阀31一起取出，下水器2的手动排水口21即被打开，从而可以实现下水器2的手

动排水，则水槽1可以当做普通水槽1使用，便于清洗打理。此外，下水器2侧壁还设有自动排

水口22，自动排水口22连接排水泵4，通过排水泵4可以实现下水器2的自动排水，并且，排水

泵4安装于下水器2的侧壁，可以合理利用下水器2一侧的空间，也避免了占用下水器2下方

空间的情况，从而下水器2下方可以用于放置其他厨房用品。

[0029] 所述水槽式清洗机还包括清洗水泵5，所述水槽1底部还设有出水口12，所述出水

口12安装有出水阀6，所述下水器2侧壁设有回水口23，所述清洗水泵5连接回水口23和出水

口12，用于抽吸下水器2内的水，并经过出水口12流回水槽1。

[0030] 所述水槽式清洗机还包括可拆卸地放置于水槽1内的清洗组件7，清洗组件7包括

清洗篮71、清洗转臂72以及转臂连接装置73，清洗篮71放置于水槽1内，清洗转臂72通过转

臂连接装置73安装于清洗篮71下方，清洗转臂72位于出水阀6上方。所述清洗转臂72可以绕

转臂连接装置73实现360°转动。清洗篮71可以用于装放餐具、果蔬、抹布等待清洗的物品。

清洗转臂72通过转臂连接装置73连接出水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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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清洗水泵5的主体为水泵，为水流循环提供动力，抽吸下水器2内的水，在清洗水泵

5的作用下，水槽1中的水经过下水器2流向出水阀6，出水阀6打开，水从出水口12流进清洗

转臂72中，由清洗转臂72向上喷淋，从而清洗所述清洗篮71内的物品，水落回水槽1中。

[0032] 所述水槽1底部至少局部凹陷形成回水区域81，该回水区域81与下水器2的开口连

通，回水区域81上安装有可拆卸的平板滤网82。通过设置回水区域81增大了回水面积，水槽

1内的水可以通过下水器2内的过滤篮32进行过滤，也可以通过平板滤网82进行过滤，大大

提高了回水效果，水流可以快速循环，从而进行高效的清洗。经过平板滤网82过滤的水流流

进下水器2，和经过过滤篮32的水流汇集在一起，经过清洗水泵5回流经过出水阀6，最终从

清洗转臂72内喷出。

[0033] 所述平板滤网82与所述水槽1底部齐平或低于所述水槽1底部。所述平板滤网82低

于水槽1底部更有利于水流向回水区域81，提高回水效率。

[0034] 所述平板滤网82上布置有多个过滤孔821。过滤孔821优选为圆孔。平板滤网82的

形状和回水区域81的形状相适应，可以为长条孔状，也可以为椭圆形、圆形、多边形等各种

形状，本实用新型对此不作限制。

[0035] 手动排水阀组件3还包括过滤网33，过滤网33设于过滤篮32外侧，且环绕过滤篮32

周圈，所述过滤网33的过滤孔小于所述过滤篮32的过滤孔。所述过滤篮32的过滤孔为长条

状开孔或圆形开孔，可以过滤并收集大的食物残渣，防止堵塞水槽式清洗机的清洗转臂72、

清洗泵及排水管路等。所述过滤网33的过滤孔为圆孔或者方孔，可以过滤细小食物残渣，防

止其随循环水流进入并堵塞清洗转臂72。

[0036] 所述过滤篮32和所述过滤网33可以为一体式结构，但不限于此，所述过滤篮32和

所述过滤网33也可以是分体式结构，二者可拆卸地装配在一起。当过滤网33的网孔出现堵

塞现象时，可以将过滤网33拆卸下来，单独清洗，打理更加方便。

[0037] 所述密封件311的材质可以为橡胶，也可以为硅胶，优选为硅胶，符合并满足与食

品接触的安全和卫生要求。

[0038] 所述排水泵4具有排水泵进水口41和排水泵出水口42，排水泵进水口41与自动排

水口22连接，排水泵出水口42与外部排水管连接。排水泵4开启时，下水器2内的水从排水泵

进水口41流进排水泵4并由排水泵出水口42流出。

[0039] 本实用新型的水槽式清洗机，需要排水时，可以手动打开排水阀31进行排水，也可

以通过排水泵4自动控制排水，使用非常方便。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即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

范围，凡是运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

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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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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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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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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