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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备消毒功能的洗

碗机喷淋装置，其包括中空的喷淋座，喷淋座上

设置有进水口和喷淋头，喷淋头上设置有喷水

口，喷淋座上还设置有能够将喷淋座内的水从喷

淋头泵出的喷淋泵，喷淋座上还设置有能够向喷

淋泵的出水端通入臭氧的臭氧管道，臭氧管道连

接有臭氧发生装置。洗碗的过程中，采用臭氧管

道向喷淋泵的进水端通入臭氧，这些臭氧在喷淋

泵的泵送作用下所随着喷淋座内的水一起喷洒

在餐具上，能够实现清洗餐具的同时对餐具进行

消毒，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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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中空的喷淋座(1)，所述喷

淋座(1)上设置有进水口(101)和喷淋头(2)，所述喷淋头(2)上设置有喷水口(21)，所述喷

淋座(1)上还设置有能够将喷淋座(1)内的水从喷淋头(2)泵出的喷淋泵(3)，所述的喷淋座

(1)上还设置有能够向所述喷淋泵(3)的出水端通入臭氧的臭氧管道，所述的臭氧管道连接

有臭氧发生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淋座

(1)包括中空的主座体(11)和固定在主座体(11)上的喷头安装管(12)，所述进水口(101)设

置于所述主座体(11)的上部，所述主座体(11)内部设置有将进水口(101)和喷淋泵(3)的进

水端导通的进水通道(102)，所述喷淋泵(3)的出水端(32)位于所述喷头安装管(12)的下端

口处连接，所述的喷淋头(2)安装于所述喷头安装管(12)的上端口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臭氧管

道包括设置于所述主座体(11)的外侧壁上的进气孔(103)，所述进气孔(103)的内侧端口临

近所述喷淋泵(3)的出水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座体

(11)的底部设置有排水口(113)，所述的主座体(11)上设置有能够将主座体(11)内的水从

所述排水口(113)排出的排水泵(6)。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座体

(11)上设置有洗涤剂泵(5)，所述洗涤剂泵(5)的进水端通过吸液管(51)与装有洗涤剂的容

器连接，所述洗涤剂泵(5)的出水端通过进液管(52)与所述的进水通道(102)或所述喷头安

装管(12)导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座体

(11)外侧壁的上部设置有洗涤剂注入口(112)，所述进液管(52)连接于所述洗涤剂泵(5)和

所述洗涤剂注入口(11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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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洗餐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洗碗机是用来自动清洗碗、筷、盘、碟、刀、叉等餐具的设备，按结构可分为箱式和

传送式两大类。目前，多种小型的箱式洗碗机已经上市，正逐渐进入普通家庭。

[0003] 箱式洗碗机是依靠喷淋装置来实现洗涤功能的，其工作原理是：将溶有洗涤剂的

热水引入喷淋装置内，然后喷淋装置内的高压喷淋泵将这些热水从喷淋装置的喷淋头喷

出，将洗碗机内的餐具清洗干净。这样的箱式洗碗机能够清洗干净餐具上的污渍，但无法杀

灭餐具上的细菌和真菌，洗完碗之后还需采用其它的方式对餐具进行消毒，费时费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鉴于此，本实用新型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备消毒功能、能够在清洗餐具的

过程中对餐具进行消毒的洗碗机喷淋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其技术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包括中空的喷淋座，所述喷淋座上设置

有进水口和喷淋头，所述喷淋头上设置有喷水口，所述喷淋座上还设置有能够将喷淋座内

的水从喷淋头泵出的喷淋泵，所述的喷淋座上还设置有能够向所述喷淋泵的出水端通入臭

氧的臭氧管道，所述的臭氧管道连接有臭氧发生装置。

[0007]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喷淋座包括中空的主座体和固定在主座体上的喷头安装管，

所述进水口设置于所述主座体的上部，所述主座体内部设置有将进水口和喷淋泵的进水端

导通的进水通道，所述喷淋泵的出水端位于所述喷头安装管的下端口处连接，所述的喷淋

头安装于所述喷头安装管的上端口处。

[0008]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臭氧管道包括设置于所述主座体的外侧壁上的进气孔，所述

进气孔的内侧端口临近所述喷淋泵的出水端。

[0009]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主座体的底部设置有排水口，所述的主座体上设置有能够将

主座体内的水从所述排水口排出的排水泵。

[0010] 作为优选地，所述主座体上设置有洗涤剂泵，所述洗涤剂泵的进水端通过吸液管

与装有洗涤剂的容器连接，所述洗涤剂泵的出水端通过进液管与所述的进水通道或所述喷

头安装管导通。

[0011] 作为优选地，所述主座体外侧壁的上部设置有洗涤剂注入口，所述进液管连接于

所述洗涤剂泵和所述洗涤剂注入口之间。

[0012] 上述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具有两种清洗消毒餐具的方法，第一种清洗消毒餐具的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一、将餐具放置在洗碗机的水槽内的洗碗篮上，水槽的底部还设置有上述的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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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所述的进水口敞开于所述水槽的底部，所述的喷淋头突出于

所述水槽的内侧底面并位于洗碗篮的下方；

[0014] 二、关闭水槽的机箱门，向水槽内加入清水，使清水经过所述进水口流入喷淋座的

内部；

[0015] 三、启动洗涤剂泵，向喷淋座内的清水中加入一定量的洗涤剂；

[0016] 四、启动喷淋泵和臭氧发生装置，臭氧发生装置产生的臭氧通过所述臭氧管道通

入至所述喷淋泵的出水端，在喷淋泵的泵送作用下，清水、洗涤剂和臭氧混合得到的清洗液

通过所述喷淋头喷淋在餐具上。

[0017] 五、喷淋在餐具上的清洗液落入水槽中，水槽中的清洗液流入喷淋座中，在喷淋泵

的泵送作用下，清洗液和臭氧混合在一起并通过所述喷淋头喷淋在餐具上。

[0018] 六、循环步骤五若干次，关闭喷淋泵和臭氧发生装置。

[0019] 作为优选地，步骤四中，先启动喷淋泵，然后再启动臭氧发生装置，步骤六中，先关

闭臭氧发生装置，然后再关闭喷淋泵。

[0020] 作为优选地，所述臭氧发生装置和喷淋泵一起工作的时间为0.5-2小时。

[0021] 第二种清洗消毒餐具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a.将餐具放置在洗碗机的水槽内的洗碗篮上，水槽的底部还设置有上述的具备消

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所述的进水口敞开于所述水槽的底部，所述的喷淋头突出于所

述水槽的内侧底面并位于洗碗篮的下方；

[0023] b.关闭水槽的机箱门，向水槽内加入清洗液，使所述清洗液经过所述进水口流入

喷淋座的内部；

[0024] c.启动喷淋泵和臭氧发生装置，臭氧发生装置产生的臭氧通过所述臭氧管道通入

至所述喷淋泵的出水端，在喷淋泵的泵送作用下，清洗液和臭氧混合在一起并通过所述喷

淋头喷淋在餐具上。

[0025] d .喷淋在餐具上的清洗液落入水槽中，水槽中的清洗液流入喷淋座中，在喷淋泵

的泵送作用下，清洗液和臭氧混合在一起并通过所述喷淋头喷淋在餐具上。

[0026] e.循环步骤d若干次，关闭喷淋泵和臭氧发生装置。

[0027] 作为优选地，步骤c中，先启动喷淋泵，然后再启动臭氧发生装置，步骤e中，先关闭

臭氧发生装置，然后再关闭喷淋泵。

[0028] 作为优选地，所述臭氧发生装置和喷淋泵一起工作的时间为0.5-2小时。

[0029]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清洗液为清水和洗涤剂的混合液。

[003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31] 第一、洗碗的过程中，采用臭氧管道向喷淋泵的进水端通入臭氧，这些臭氧在喷淋

泵的泵送作用下所随着喷淋座内的水一起喷洒在餐具上，能够实现清洗餐具的同时对餐具

进行消毒，方便快捷；

[0032] 第二、喷淋泵的输出端水流较快，将臭氧通入至这一位置能够将臭氧和水流充分

地混合，进一步提升消毒的效果；

[0033] 第三、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案中，可以直接向水槽内加入自来水来进行对餐具

进行清洗和消毒，整个过程均为自动进行，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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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洗碗机喷淋装装置的立体图；

[0035] 图2是洗碗机喷淋装装置的剖视图之一；

[0036] 图3是洗碗机喷淋装装置的剖视图之二；

[0037] 图4是洗碗机上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39] 参照图1至图3，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包括

中空的喷淋座1，喷淋座1上设置有进水口101和喷淋头2，喷淋头2上设置有喷水口21，喷淋

座1上还设置有能够将喷淋座1内的水从喷淋头2泵出的喷淋泵3，喷淋座1上还设置有能够

向喷淋泵3的出水端通入臭氧的臭氧管道，臭氧管道连接有臭氧发生装置(未图示)。

[0040] 参照图2，本图中的黑色箭头表示本实用新型正常工作时水流方向，臭氧管道将臭

氧通入喷淋泵3的出水端后一部分溶解在水中，另一部分以水泡是形式混合在水流中，在喷

淋泵3的泵吸作用下充分混合在水流中，然后随着水流从喷淋头喷出，实现清洗餐具的同时

对餐具进行消毒。另外，由于喷淋泵3的输出端水流较快，因此能够将臭氧和水流充分地混

合，以提升消毒的效果。

[0041] 优选地，喷淋座1包括中空的主座体11和固定在主座体11  上的喷头安装管12，进

水口101设置于主座体11的上部，主座体11内部设置有将进水口101和喷淋泵3的进水端导

通的进水通道102，喷淋泵3的出水端32位于喷头安装管12的下端口处连接，喷淋头2安装于

喷头安装管12的上端口处。

[0042] 参照图3，臭氧管道包括设置于主座体11的外侧壁上的进气孔103，进气孔103的内

侧端口临近喷淋泵3的出水端。

[0043] 参照图1与图2，主座体11的底部设置有排水口113，主座体11上设置有能够将主座

体11内的水从排水口113排出的排水泵6。洗碗过程中，排水泵6关闭，水流方向如图2中的箭

头所示；洗完之后，开启排水泵6，将水槽和喷淋座1内的污水排出。

[0044] 参照图4，上述方案中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应用洗碗机上时，该洗碗机清洗消毒

餐具的方法是：

[0045] 步骤a.将餐具放置在洗碗机的水槽7内的洗碗篮9上，水槽7的底部还设置有上述

的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进水口101敞开于水槽7的底部，喷淋头2突出于水槽7

的内侧底面并位于洗碗篮9的下方；

[0046] 步骤b.关闭水槽7的机箱门71，向水槽7内加入清水和洗涤剂混合而成的清洗液，

使清洗液经过进水口101流入喷淋座1 的内部；

[0047] 步骤c.启动喷淋泵3和臭氧发生装置，臭氧发生装置产生的臭氧通过臭氧管道通

入至喷淋泵3的出水端，在喷淋泵3的泵送作用下，清洗液和臭氧混合在一起并通过喷淋头2

喷淋在餐具上。

[0048] 步骤d.喷淋在餐具上的清洗液落入水槽7中，水槽7中的清洗液流入喷淋座1中，在

喷淋泵3的泵送作用下，清洗液和臭氧混合在一起并通过喷淋头2喷淋在餐具上。

[0049] 步骤e.循环步骤d若干次，即可完成清洗和消毒的工作，关闭喷淋泵3和臭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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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0050] 其中，步骤c中，先启动喷淋泵3，然后再启动臭氧发生装置，启动二者间隔的时间

一般为5-30秒，步骤e中，先关闭臭氧发生装置，然后再关闭喷淋泵3，关闭二者间隔的时间

一般为  5-30秒。这样的设计，能够充分利用臭氧发生装置所产生的臭氧。

[0051] 为了提升清洗效果，可以在水槽内或喷淋座内设置加热装置、或者直接加入热水。

[0052] 较佳地，臭氧发生装置和喷淋泵3一起工作的时间为0.5-2  小时，这一时间即为洗

碗机的工作时长。对于残渣、油脂较少的餐具，可以适当缩短洗碗机的工作时长，对于对于

残渣、油脂较少的餐具，则可以适当增加洗碗机的工作时长。

[0053] 作为上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主座体11上设置有一个支架111，该支架111上通过螺

钉等紧固件安装有洗涤剂泵5，洗涤剂泵5的进水端通过吸液管51与装有洗涤剂的容器(未

图示)  连接，洗涤剂泵5的出水端通过进液管52与进水通道102或喷头安装管12导通。优选

地，主座体11外侧壁的上部设置有洗涤剂注入口112，进液管52连接于洗涤剂泵5和洗涤剂

注入口  112之间。

[0054] 采用洗涤液泵5可自动地向喷淋座1内加入洗涤剂，和喷淋座1内的水混合后从喷

淋头2一起喷出，十分方便且便于控制加入的洗涤液的量；将洗涤液注入口112设置在主座

体11外侧壁的上部，使得洗涤液要依次经过进水通道102、喷淋泵3、喷头安装管12之后才能

从喷淋头2，使得洗涤液能够充分混合在水中，提升清洁效果。

[0055] 参照图4，上述改进方案中的洗碗机喷淋装置，其应用洗碗机上时，该洗碗机清洗

消毒餐具的方法是：

[0056] 步骤一、将餐具放置在洗碗机的水槽7内的洗碗篮9上，水槽7的底部还设置有上述

的具备消毒功能的洗碗机喷淋装置，进水口101敞开于水槽7的底部，喷淋头2突出于水槽7

的内侧底面并位于洗碗篮9的下方；

[0057] 步骤二、关闭水槽7的机箱门71，向水槽7内加入清水，使清水经过进水口101流入

喷淋座1的内部；

[0058] 步骤三、启动洗涤剂泵5，向喷淋座1内的清水中加入一定量的洗涤剂；

[0059] 步骤四、启动喷淋泵3和臭氧发生装置，臭氧发生装置产生的臭氧通过臭氧管道通

入至喷淋泵3的出水端，在喷淋泵3 的泵送作用下，清水、洗涤剂和臭氧混合得到的清洗液

通过喷淋头2喷淋在餐具上。

[0060] 步骤五、喷淋在餐具上的清洗液落入水槽7中，水槽7中的清洗液流入主座体1中，

在喷淋泵3的泵送作用下，清洗液和臭氧混合在一起并通过喷淋头2喷淋在餐具上。

[0061] 步骤六、循环步骤五若干次，关闭喷淋泵3和臭氧发生装置。

[0062] 其中，步骤四中，先启动喷淋泵3，然后再启动臭氧发生装置，启动二者间隔的时间

一般为5-30秒，步骤六中，先关闭臭氧发生装置，然后再关闭喷淋泵3，关闭二者间隔的时间

一般为  5-30秒。这样的设计，能够充分利用臭氧发生装置所产生的臭氧。

[0063] 为了提升清洗效果，可以在水槽内或喷淋座内设置加热装置。

[0064] 较佳地，臭氧发生装置和喷淋泵3一起工作的时间为0.5-2  小时，这一时间即为洗

碗机的工作时长。对于残渣、油脂较少的餐具，可以适当缩短洗碗机的工作时长，对于对于

残渣、油脂较少的餐具，则可以适当增加洗碗机的工作时长。

[0065] 本方法中，可以直接向水槽内加入自来水来进行对餐具进行清洗和消毒，整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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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均为自动进行，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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