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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洗篮组件及其清洗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清洗篮组件及其清洗

机，包括碗篮本体、第一翻盖及第二翻盖，所述第

一翻盖能翻转地设于碗篮本体的第一侧，所述第

二翻盖能翻转的设于碗篮本体的第二侧，所述第

一翻盖、第二翻盖与碗篮本体之间分别设置有供

第一翻盖、第二翻盖翻转至水平状态或纵向状态

的配合结构，在所述第一翻盖、第二翻盖均翻转

至水平状态下，二者共同形成覆盖在碗篮本体顶

部的盖板。第一翻盖、第二翻盖水平放置可共同

形成盖板，在清洗果蔬时，盖板可将果蔬锁在碗

篮本体中，在清洗餐具时，盖板可用于支撑餐具；

第一翻盖、第二翻盖纵向放置可收纳在碗篮本体

中，不仅便于收纳，而且可以满足清洗果蔬的要

求，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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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洗篮组件，包括碗篮本体(3)，该碗篮本体(3)包括有水平布置的底板(31)及

围绕该底板(31)边缘纵向延伸的围板(32)，所述底板(31)与围板(32)共同围合出容置腔，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翻盖(1)及第二翻盖(2)，所述第一翻盖(1)能翻转地设于碗篮本体

(3)的第一侧，所述第二翻盖(2)能翻转的设于碗篮本体(3)的第二侧，所述第一翻盖(1)、第

二翻盖(2)与碗篮本体(3)之间分别设置有供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翻转至水平状态或

纵向状态的配合结构，在所述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均翻转至水平状态下，二者共同形

成覆盖在碗篮本体(3)顶部的盖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篮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翻盖(1)的至少局部为沿

宽度方向延伸的波浪状支撑条(11)，该支撑条(11)为多组且沿第一翻盖(1)的长度方向间

隔布置，波浪状支撑条(11)的波谷处形成用于承托筷子的承托区域(1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洗篮组件，其特征在于：波浪状所述支撑条(11)的一部分形

成筷子搁置区(11a)、另一部分形成勺类搁置区(11b)，在所述勺类搁置区(11b)，相邻两支

撑条(11)之间形成供勺类插入的插口(11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洗篮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翻盖(1)的端部不设置支

撑条(11)从而形成供杯类插入的约束口(113)，杯类插入状态下，杯类的口部边缘朝下且抵

靠在底板(31)上。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篮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翻盖

(2)的至少局部设置有沿长度方向延伸且在宽度上间隔布置的多根支撑筋(21)，相邻两支

撑筋(21)之间形成供盘类餐具插置其中的限位口(211)，盘类插入状态下，盘类的一边缘支

撑在底板(31)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篮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31)上设置有对应各限位

口(211)布置且用于对支撑相应限位口(211)中的盘类下边缘的槽口(311)。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篮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翻盖(2)的局部设置有沿

长度方向延伸且在宽度上间隔布置的多根支撑棱(22)，相邻两支撑棱(22)之间形成供碗类

餐具插置其中的定位口(221)，碗类插入状态下，碗类的一边缘支撑在第二翻盖(2)的底部

托条上。

8.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篮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翻盖

(1)/第二翻盖(2)的侧部边缘处设置有沿该边缘延伸的滑槽(10)，相应的，所述碗篮本体

(3)的内侧壁上设置有靠近端部且能与滑槽(10)导向配合的滑柱(30)，所述滑槽(10)与滑

柱(30)共同构成所述的配合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清洗篮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碗篮本体(3)的内侧壁上靠近

中部布置且用于承托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边缘的承托件(33)。

10.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4)及喷淋臂(5)，所述喷淋臂(5)能转动地设于箱体(4)中且

靠近箱体(4)底部布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权利要求1～9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篮组

件，所述碗篮本体(3)的底部设置有能将其支撑在箱体(4)内底壁上的支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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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洗篮组件及其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洗碗机技术领域，具体指一种清洗篮组件及其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洗碗机中，喷淋臂一般设置在洗涤腔的底部，向上喷淋的水柱穿过菜篮

或碗架底壁冲击菜篮或碗架内的待清洗物。

[0003] 为了洗菜方便，洗碗机中一般配有菜篮。例如，授权公告号为CN202801348U的中国

发明专利《自动洗菜机》(申请号：CN201220283591.4)、授权公告号为CN209564039U的中国

发明专利《一种果蔬清洗机》(申请号：CN201821329000.6)等所公开的洗碗机结构中，均配

备了菜篮。在使用时，菜篮放置在洗涤腔中，果蔬放置在菜篮中进行洗涤，洗完完毕后，可将

菜篮取出，便于取放果蔬。为了便于清洗碗碟，洗碗机中一般还需要配备独立的碗架，在需

要清洗餐具时，将菜篮取出，将碗架放入洗碗机中用于摆放待清洗餐具。

[0004] 由于菜篮和碗架的体积较大，分别配备菜篮和碗架，一方面，增加了产品成本，另

一方面，清洗碗碟和果蔬时需要切换使用碗架和菜篮，不断的取出、放入，使用不便，且通常

菜篮的使用频率较小，日常不使用时放置和收纳菜篮需要占用较大的空间，收纳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通过切

换使用状态而为用户提供方便且便于收纳的清洗篮组件。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应用有

上述清洗篮组件的清洗机。

[0007] 本实用新型解决至少一个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清洗篮组件，包括碗篮本体，该碗篮本体包括有水平布置的底板及围绕该底

板边缘纵向延伸的围板，所述底板与围板共同围合出容置腔，还包括第一翻盖及第二翻盖，

所述第一翻盖能翻转地设于碗篮本体的第一侧，所述第二翻盖能翻转的设于碗篮本体的第

二侧，所述第一翻盖、第二翻盖与碗篮本体之间分别设置有供第一翻盖、第二翻盖翻转至水

平状态或纵向状态的配合结构，在所述第一翻盖、第二翻盖均翻转至水平状态下，二者共同

形成覆盖在碗篮本体顶部的盖板。

[0009] 优选地，所述第一翻盖的至少局部为沿宽度方向延伸的波浪状支撑条，该支撑条

为多组且沿第一翻盖的长度方向间隔布置，波浪状支撑条的波谷处形成用于承托筷子的承

托区域。该结构便于放置筷子，提高筷子的清洗效果。

[0010] 优选地，波浪状所述支撑条的一部分形成筷子搁置区、另一部分形成勺类搁置区，

在所述勺类搁置区，相邻两支撑条之间形成供勺类插入的插口。优选地，所述第一翻盖的端

部不设置支撑条从而形成供杯类插入的约束口，杯类插入状态下，杯类的口部边缘朝下且

抵靠在底板上。上述结构便于分区放置餐具。

[0011] 优选地，所述第二翻盖的至少局部设置有沿长度方向延伸且在宽度上间隔布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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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根支撑筋，相邻两支撑筋之间形成供盘类餐具插置其中的限位口，盘类插入状态下，盘类

的一边缘支撑在底板上。该结构便于放置盘类，提高盘类的清洗效果。

[0012] 为了提高对盘类摆放的稳定性，所述底板上设置有对应各限位口布置且用于对支

撑相应限位口中的盘类下边缘的槽口。

[0013] 优选地，所述第二翻盖的局部设置有沿长度方向延伸且在宽度上间隔布置的多根

支撑棱，相邻两支撑棱之间形成供碗类餐具插置其中的定位口，碗类插入状态下，碗类的一

边缘支撑在第二翻盖的底部托条上。该结构便于放置碗类，提高碗类的清洗效果。

[0014] 优选地，所述第一翻盖/第二翻盖的侧部边缘处设置有沿该边缘延伸的滑槽，相应

的，所述碗篮本体的内侧壁上设置有靠近端部且能与滑槽导向配合的滑柱，所述滑槽与滑

柱共同构成所述的配合结构。通过上述滑动结构，可实现第一翻盖/第二翻盖水平放置或纵

向放置，水平放置时，支撑在碗篮本体的顶部，用以支撑餐具；纵向放置时，收纳在碗篮本体

中且贴近碗篮本体的端部布置，便于收纳。

[0015] 为了使第一翻盖/第二翻盖水平放置状态下更加稳定，所述碗篮本体的内侧壁上

靠近中部布置且用于承托第一翻盖/第二翻盖边缘的承托件。

[0016] 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及喷淋臂，所述喷淋臂能转动地设于箱体中且靠近箱体底

部布置，还包括上述清洗篮组件，所述碗篮本体的底部设置有能将其支撑在箱体内底壁上

的支脚。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的碗篮本体上设置有可翻

转的第一翻盖、第二翻盖，第一翻盖、第二翻盖水平放置可共同形成盖板，在清洗果蔬时，盖

板可将果蔬锁在碗篮本体中，在清洗餐具时，盖板可用于支撑餐具；第一翻盖、第二翻盖纵

向放置可收纳在碗篮本体中，不仅便于收纳，而且可以满足清洗果蔬的要求，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清洗篮组件的结构示意图(第一翻盖、第二翻盖收纳状

态)；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清洗篮组件的结构示意图(第一翻盖、第二翻盖展开状

态)；

[0020] 图3为图2的使用状态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碗篮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第二翻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第一翻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清洗机与清洗篮组件的配合状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6] 如图1～7所示，本实施例的清洗篮组件包括碗篮本体3，该碗篮本体3包括有水平

布置的底板31及围绕该底板31边缘纵向延伸的围板32，底板31与围板32均为镂空结构，底

板31与围板32共同围合出容置腔。

[0027] 本实施例的清洗篮组件还包括第一翻盖1及第二翻盖2，第一翻盖1能翻转地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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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篮本体3的第一侧，第二翻盖2能翻转的设于碗篮本体3的第二侧，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

与碗篮本体3之间分别设置有供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翻转至水平状态或纵向状态的配合

结构，在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均翻转至水平状态下，二者共同形成覆盖在碗篮本体3顶部

的盖板。

[0028] 上述第一翻盖1的局部为沿宽度方向延伸的波浪状支撑条11，该支撑条11为多组

且沿第一翻盖1的长度方向间隔布置，波浪状支撑条11的波谷处形成用于承托筷子的承托

区域111。该结构便于放置筷子，提高筷子的清洗效果。

[0029] 波浪状支撑条11的一部分形成筷子搁置区11a、另一部分形成勺类搁置区11b，在

勺类搁置区11b，相邻两支撑条11之间形成供勺类插入的插口112。第一翻盖1的端部不设置

支撑条11从而形成供杯类插入的约束口113，杯类插入状态下，杯类的口部边缘朝下且抵靠

在底板31上。上述结构便于分区放置餐具。

[0030] 上述第二翻盖2的局部设置有沿长度方向延伸且在宽度上间隔布置的多根支撑筋

21，相邻两支撑筋21之间形成供盘类餐具插置其中的限位口211，盘类插入状态下，盘类的

一边缘支撑在底板31上。该结构便于放置盘类，提高盘类的清洗效果。为了提高对盘类摆放

的稳定性，底板31上设置有对应各限位口211布置且用于对支撑相应限位口211中的盘类下

边缘的槽口311。

[0031] 第二翻盖2的局部设置有沿长度方向延伸且在宽度上间隔布置的多根支撑棱22，

相邻两支撑棱22之间形成供碗类餐具插置其中的定位口221，碗类插入状态下，碗类的一边

缘支撑在第二翻盖2的底部托条23上。该结构便于放置碗类，提高碗类的清洗效果。

[0032]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的侧部边缘处设置有沿该边缘延伸的滑槽

10，相应的，碗篮本体3的内侧壁上设置有靠近端部且能与滑槽10导向配合的滑柱30，滑槽

10与滑柱30共同构成配合结构。通过上述滑动结构，可实现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水平放置

或纵向放置，水平放置时，支撑在碗篮本体3的顶部，用以支撑餐具；纵向放置时，收纳在碗

篮本体3中且贴近碗篮本体3的端部布置，便于收纳。

[0033] 为了使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水平放置状态下更加稳定，碗篮本体3的内侧壁上靠

近中部布置且用于承托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边缘的承托件33。

[0034] 本实施例的清洗机包括箱体4及喷淋臂5，喷淋臂5能转动地设于箱体4中且靠近箱

体4底部布置，还包括上述清洗篮组件，碗篮本体3的底部设置有能将其支撑在箱体4内底壁

上的支脚34。

[0035] 本实施例的清洗机为水槽式清洗机，箱体4为第一水槽，箱体4的旁侧还设置有第

二水槽6，清洗篮组件也可以搁置在第二水槽6上，做沥水架使用。

[0036] 本实施例的碗篮本体3上设置有可翻转的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第一翻盖1、第二

翻盖2水平放置可共同形成盖板，在清洗果蔬时，盖板可将果蔬锁在碗篮本体3中，在清洗餐

具时，盖板可用于支撑餐具；第一翻盖1、第二翻盖2纵向放置可收纳在碗篮本体3中，不仅便

于收纳，而且可以满足清洗果蔬的要求，使用方便。

[0037] 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中使用了表示方向的术语，诸如“前”、“后”、

“上”、“下”、“左”、“右”、“侧”、“顶”、“底”等，用来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各种示例结构部分和元

件，但是在此使用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的目的，是基于附图中显示的示例方位而确

定的。由于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实施例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向设置，所以这些表示方向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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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只是作为说明而不应视作为限制，比如“上”、“下”并不一定被限定为与重力方向相反或

一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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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7

CN 217659717 U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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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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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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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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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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