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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

洗设备，包括分体水槽，分体水槽上设置有洗涤

腔；分体水槽上设置有餐具清洗系统和果蔬清洗

系统；餐具清洗系统包括水杯和即热式循环泵，

其中，洗涤腔连通水杯内腔，进水水路连通水杯

的进水端，水杯的出水端连通即热式循环泵的进

水端，即热式循环泵的出水端连通洗涤腔，以构

成餐具清洗循环水路；果蔬清洗系统包括电解模

块和电解循环泵，洗涤腔连通电解模块的进水

端，电解模块的出水端连通洗涤腔，以构成果蔬

清洗循环水路，电解循环泵设置于洗涤腔与电解

模块之间的水路上；即热式循环泵和电解循环泵

连接设备控制系统。本设备具有餐具清洗功能和

果蔬清洗功能，达到一机多用效果，满足了用户

多种使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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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包括分体水槽（70），分体水槽（70）上设置有洗涤

腔（701）；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水槽（70）上设置有餐具清洗系统和果蔬清洗系统；所述餐

具清洗系统包括水杯（20）和即热式循环泵（30），其中，所述洗涤腔（701）连通水杯（20）内

腔，进水水路（01）连通水杯（20）的进水端，水杯（20）的出水端连通即热式循环泵（30）的进

水端，即热式循环泵（30）的出水端连通洗涤腔（701），以构成餐具清洗循环水路；所述果蔬

清洗系统包括电解模块（60）和电解循环泵（80），洗涤腔（701）连通电解模块（60）的进水端，

电解模块（60）的出水端连通洗涤腔（701），以构成果蔬清洗循环水路，电解循环泵（80）设置

于洗涤腔（701）与电解模块（60）之间的水路上；所述即热式循环泵（30）和电解循环泵（80）

连接设备控制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洗涤腔（701）上

设置有清洗喷臂（90），清洗喷臂（90）上设有连通洗涤腔（701）的喷孔（07），即热式循环泵

（30）的出水端连通清洗喷臂（90）内腔，水体依次经过即热式循环泵（30）和清洗喷臂（90）后

从喷孔（07）喷洒至洗涤腔（701）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水槽（70）上

设置有通水座（100），清洗喷臂（90）连接通水座（100），即热式循环泵（30）的出水端通过通

水座（100）连通清洗喷臂（90）；所述通水座（100）连接有用于检测餐具清洗循环水路水压的

水压开关（50），水压开关（50）连接设备控制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杯（20）连接有

排水泵（10），排水泵（10）的进水端连通洗涤腔（701）内腔，排水泵（10）的出水端连通水杯

（20）的排水端，水杯（20）的排水端连通分体水槽（70）上的排水口（0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水槽（70）上

设有连通洗涤腔（701）的溢流水口（08），洗涤腔（701）通过溢流水口（08）连通水杯（20）的排

水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水槽（70）上

设有循环水口，洗涤腔（701）通过循环水口连通水杯（20）内腔，循环水口上设置有滤网组件

（110）以过滤进入水杯（20）内腔的水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水槽（70）上

设有分别连通洗涤腔（701）的电解出水口（09）和电解进水口（010），电解出水口（09）通过电

解进水管（06）连通电解模块（60）的进水端，电解模块（60）的出水端通过电解出水管（04）连

通电解进水口（01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解进水口

（010）的位置高于电解出水口（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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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餐具清洗机，具体是一种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现有的家用水槽洗碗机，普遍有以下不足：功能比较单一，即一般只有

清洗餐具功能，未能满足用户的多种使用需要，如清洗果蔬等；用水量高，使用成本较高，导

致用户使用体验较差；鉴于现有家用水槽洗碗机存在的不足，进而阻碍了水槽洗碗机的普

及、推广；因此，需要对现有家用水槽洗碗机做进一步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多功能水槽式

餐具清洗设备，本设备具有餐具清洗功能和果蔬清洗功能，达到一机多用效果，满足了用户

多种使用需要。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包括分体水槽，分体水槽上设置有洗涤腔；所述

分体水槽上设置有餐具清洗系统和果蔬清洗系统；所述餐具清洗系统包括水杯和即热式循

环泵，其中，所述洗涤腔连通水杯内腔，进水水路连通水杯的进水端，水杯的出水端连通即

热式循环泵的进水端，即热式循环泵的出水端连通洗涤腔，以构成餐具清洗循环水路；所述

果蔬清洗系统包括电解模块和电解循环泵，洗涤腔连通电解模块的进水端，电解模块的出

水端连通洗涤腔，以构成果蔬清洗循环水路，电解循环泵设置于洗涤腔与电解模块之间的

水路上；所述即热式循环泵和电解循环泵连接设备控制系统。

[0006] 所述洗涤腔上设置有清洗喷臂，清洗喷臂上设有连通洗涤腔的喷孔，即热式循环

泵的出水端连通清洗喷臂内腔，水体依次经过即热式循环泵和清洗喷臂后从喷孔喷洒至洗

涤腔中。

[0007] 所述分体水槽上设置有通水座，清洗喷臂连接通水座，即热式循环泵的出水端通

过通水座连通清洗喷臂；所述通水座连接有用于检测餐具清洗循环水路水压的水压开关，

水压开关连接设备控制系统。

[0008] 所述水杯连接有排水泵，排水泵的进水端连通洗涤腔内腔，排水泵的出水端连通

水杯的排水端，水杯的排水端连通分体水槽上的排水口。

[0009] 所述分体水槽上设有连通洗涤腔的溢流水口，洗涤腔通过溢流水口连通水杯的排

水端。

[0010] 所述分体水槽上设有循环水口，洗涤腔通过循环水口连通水杯内腔，循环水口上

设置有滤网组件以过滤进入水杯内腔的水体。

[0011] 所述分体水槽上设有分别连通洗涤腔的电解出水口和电解进水口，电解出水口通

过电解进水管连通电解模块的进水端，电解模块的出水端通过电解出水管连通电解进水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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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电解进水口的位置高于电解出水口。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本设备设置有餐具清洗系统和果蔬清洗系统，使其具有餐具清洗功能和果蔬清洗

功能，达到一机多用的效果，满足用户不同的使用需要；具体是，当果蔬清洗时，设备控制系

统启动电解模块以制备电解水，电解水输送至洗涤腔中对果蔬起到洗净效果；当餐具清洗

时，设备控制系统不启动电解模块，设备进行餐具清洗；此外，本设备的水路以循环方式设

置，水体可循环流动，有效降低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用水量，降低使用成本，节省水资源，绿色

环保。

附图说明

[0015] 图1‑图5分别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不同方位的立

体图。

[0016]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的后视图。

[0017]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的侧视图。

[0018]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0] 参见图1‑图8，本多功能水槽式餐具清洗设备，包括主水槽40和分体水槽70，分体

水槽70内侧设置有洗涤腔701，主水槽40与分体水槽70相互并排设置；分体水槽70上设置有

餐具清洗系统和果蔬清洗系统；餐具清洗系统包括水杯20和即热式循环泵30，水杯20和即

热式循环泵30分别固定设置于分体水槽70外底壁，其中，洗涤腔701连通水杯20内腔，进水

水路01连通水杯20的进水端，水杯20的出水端连通即热式循环泵30的进水端，即热式循环

泵30的出水端连通洗涤腔701，以构成餐具清洗循环水路，即水体在洗涤腔701、水杯20和即

热式循环泵30之间循环流动；果蔬清洗系统包括电解模块60和电解循环泵80，电解模块60

和电解循环泵80分别固定设置于分体水槽70外侧壁，洗涤腔701连通电解模块60的进水端，

电解模块60的出水端连通洗涤腔701，以构成果蔬清洗循环水路，即水体在洗涤腔701、电解

模块60和电解循环泵80之间循环流动；电解循环泵80设置于洗涤腔701与电解模块60之间

的水路上，以抽取洗涤腔701中的水体进入电解模块60；即热式循环泵30和电解循环泵80连

接设备控制系统。

[0021] 进一步地，洗涤腔701内侧设置有可转动的清洗喷臂90，清洗喷臂90顶部开设有若

干连通洗涤腔701的喷孔07，即热式循环泵30的出水端连通清洗喷臂90内腔，水体依次经过

即热式循环泵30和清洗喷臂90后从喷孔07喷洒至洗涤腔701中，以对餐具进行有效的清洗。

[0022] 进一步地，分体水槽70外底壁固定设置有通水座100，清洗喷臂90连接通水座100，

即热式循环泵30的出水端通过通水座100连通清洗喷臂90；通水座100连接有用于检测餐具

清洗循环水路水压的水压开关50，水压开关50连接设备控制系统，通过水压开关50检测水

路上的水压以监控餐具清洗系统是否存在异常，进而及时反馈至设备控制系统，以确保设

备正常运作。

[0023] 进一步地，水杯20连接有排水泵10，排水泵10固定设置于分体水槽70外底壁，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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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10的进水端连通洗涤腔701内腔，排水泵10的出水端连通水杯20的排水端，水杯20的排水

端通过排水水路02连通分体水槽70上的排水口03，排水泵10连接设备控制系统；完成清洗

工作后，排水泵10抽取洗涤腔701中的水体，使水体最终经排水口03排走。

[0024] 进一步地，分体水槽70上设有连通洗涤腔701的溢流水口08，洗涤腔701通过溢流

水口08连通水杯20的排水端；洗涤腔701内水位达到设定高度时，超高的水体经溢流水口08

排走，避免分体水槽70出现溢水现象。

[0025] 进一步地，分体水槽70内底壁开设有循环水口，洗涤腔701通过循环水口连通水杯

20内腔，循环水口上设置有滤网组件110以过滤进入水杯20内腔的水体，避免混浊的水体进

入水杯20影响水体的循环利用。

[0026] 进一步地，分体水槽70内底壁开设有分别连通洗涤腔701的电解出水口09和电解

进水口010，电解出水口09通过电解进水管06连通电解模块60的进水端，电解模块60的出水

端通过电解出水管04连通电解进水口010。

[0027] 进一步地，电解进水口010的位置高于电解出水口09。

[0028] 上述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

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

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

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

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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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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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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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9

CN 214712460 U

9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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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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