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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厨用清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厨用清洗装置，包括槽体

和喷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系统包括进

水组件和出水组件，进水组件包括进水管、进水

阀和进水泵，出水组件包括出水管、出水阀，盖板

下方设置有一上喷淋臂，在进水管的出水端并联

有一连接管，连接管与盖板上的上喷淋臂相连，

槽体的底部形成有一容纳腔，容纳腔的侧壁上设

置有内齿圈，容纳腔的中部转动设置有一中心齿

轮，在容纳腔内位于内齿圈和中心齿轮之间设置

有第一行星轮、第二行星轮和第三行星轮，在中

心齿轮的上方设置有主喷淋臂，在各个行星轮上

对应设置有一喷淋臂，中心齿轮和三个行星轮之

间通过一行星架相互连接。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厨

用清洗装置，有利于提高碗碟的清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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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厨用清洗装置，包括槽体(1)、盖合于槽体(1)之上的盖板(9)、设置于槽体(1)内

的洗碗架(3)以及喷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系统包括进水组件和出水组件，进水组

件包括进水管(21)、设置于进水管(21)之上的进水阀(211)和进水泵(212)，出水组件包括

设置于槽体(1)下方的出水管(22)、设置于出水管(22)之上的出水阀(221)，所述盖板(9)下

方设置有一上喷淋臂(91)，在进水管(21)的出水端并联有一连接管(217)，该连接管(217)

的中部为波纹结构，该连接管(217)与盖板(9)上的上喷淋臂(91)相连，在连接管(217)上位

于进水管(21)的交汇处设置有一连接阀(216)，所述槽体(1)的底部设置有一密封板，密封

板和槽体(1)槽底之间形成容纳腔，容纳腔的侧壁上设置有内齿圈，容纳腔的中部转动设置

有一中心齿轮(60)，在容纳腔内位于内齿圈和中心齿轮(60)之间设置有第一行星轮(61)、

第二行星轮(62)和第三行星轮(63)，在中心齿轮(60)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主喷淋臂

(50)，在第一行星轮(61)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第一喷淋臂(51)，在第二行星轮(62)

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第二喷淋臂，在第三行星轮(63)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第

三喷淋臂，中心齿轮(60)和三个行星轮之间通过一行星架(7)相互连接，行星架(7)位于中

心齿轮(60)的下方，行星架(7)的中部开设有一通孔(71)，行星架(7)内位于第一喷淋臂

(51)与通孔(71)之间设置有第一分流道(701)，行星架(7)内位于第二喷淋臂与通孔(71)之

间设置有第二分流道(702)，行星架(7)内位于第三喷淋臂与通孔(71)之间设置有第三分流

道(703)，通孔(71)内设置有一分流件(8)，分流件(8)包括下通管(81)、上通管(83)、连接于

下通管(81)和上通管(83)之间的中通管(82)，中通管(82)的直径小于上通管(83)和下通管

(81)，下通管(81)的上端口与中通管(82)的下端之间放射状连接有多个下连接条(84)，上

通管(83)的下端口与中通管(82)的上端之间放射状连接有多个上连接条，上通管(83)和下

通管(81)分别将通孔(71)的上下两端进行密封，位于行星架(7)的下方设置有一中空电机

(4)，中空电机(4)包括机体和穿过机体的中空转轴，中空电机(4)的中空转轴外部与中心齿

轮(60)连接，中空转轴的上端设置有上密封轴承，中空转轴的下端设置有下密封轴承，喷淋

系统的进水管(21)出水端通过下密封轴承与中空转轴的下端连接，下通管(81)通过上密封

轴承与中空转轴的上端连接，上通管(83)与主喷淋臂(50)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厨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管(22)上设置有一粉碎

器(222)，该粉碎器(222)包括一粉碎叶片以及与粉碎叶片连接的粉碎电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厨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槽体(1)的内侧壁上延伸有

支撑环(11)，所述洗碗架(3)的底部置于支撑环(11)之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厨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喷淋臂(91)的上下高度可

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厨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板倾斜布置，所述出水

管(22)的上端连接于密封板上侧壁的低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厨用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21)上连接有一支

管，该支管上设置有一支管阀(214)和一风机(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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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厨用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家用厨具，尤其涉及一种厨用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洗碗机是一种将冷水或热水喷射到盘碟以清除粘附在盘碟上的赃物并且清洗盘

碟的装置。将盘碟放置在洗碗柜内的盘碟框中，一般的洗碗机包括喷射洗涤水的泵和喷头，

产生热水的加热器等。现今的洗碗机中已经开始使用蒸汽来清洗盘碟，与使用加热的水相

比，利用蒸汽也更加减少了洗涤的时间，以及提高了洗涤的效果，如中国专利公开号

CN101664295A所公开的一种洗碗机。

[0003] 现今市场上的洗碗机按其洗涤方式来分通常分为喷淋式洗碗机和超声波洗碗机，

前一种喷淋式洗碗机，如中国专利公开号CN101444412A所公开的一种洗碗机，具有对餐具

进行烘干、消毒的功能，自动化程度较高。而后一种洗碗机，虽然克服了前者不能浸泡的不

足，但是没有冲洗功能，较难洗干净盘碟，而且这种超声波的洗碗机造价很高。

[0004] 如中国专利CN107137035A所公开的《一种一体式水槽洗碗机》，包括：水斗和洗碗

机，洗碗机设置在水斗的一侧，水龙头设置在水斗的上沿，水龙头设置在水斗的靠近洗碗机

的一侧，洗碗机包括：水槽，水槽与水斗一体式连接，水槽的底部设有沥水区，水槽的底部为

锥尖向下的锥形结构，沥水区上设置有滤水板，滤水板为锥尖向下的仿锥形结构，滤水板的

中部设置有过漏筒，水槽内设有上下喷淋系统；水循环集水器设置在水槽的下方；冲洗电机

设置在水循环集水器的一侧，冲洗电机控制上下喷淋系统；按键控制板设置在水槽的上沿；

总控制电路板控制洗碗机。

[0005] 故，现有针对喷淋式的厨用清洗装置其喷淋臂一般采用单臂结构，即为只有一个

喷淋臂，造成槽体内局部不能被喷淋到。同时，现有的喷淋式厨用清洗装置其喷淋臂一般设

置于槽体的底部，不能实现对碗碟进行冲洗，从而造成部分碗碟不能得到充分的清洗。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厨用清洗装置，增大

了喷淋覆盖区域，提高碗碟的清洗效果。

[0007]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厨用清洗装置，包括槽体、盖

合于槽体之上的盖板、设置于槽体内的洗碗架以及喷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系统包

括进水组件和出水组件，进水组件包括进水管、设置于进水管之上的进水阀和进水泵，出水

组件包括设置于槽体下方的出水管、设置于出水管之上的出水阀，所述盖板下方设置有一

上喷淋臂，在进水管的出水端并联有一连接管，该连接管的中部为波纹结构，该连接管与盖

板上的上喷淋臂相连，在连接管上位于进水管的交汇处设置有一连接阀，所述槽体的底部

设置有一密封板，密封板和槽体槽底之间形成容纳腔，容纳腔的侧壁上设置有内齿圈，容纳

腔的中部转动设置有一中心齿轮，在容纳腔内位于内齿圈和中心齿轮之间设置有第一行星

轮、第二行星轮和第三行星轮，在中心齿轮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主喷淋臂，在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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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轮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第一喷淋臂，在第二行星轮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第

二喷淋臂，在第三行星轮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第三喷淋臂，中心齿轮和三个行星轮

之间通过一行星架相互连接，行星架位于中心齿轮的下方，行星架的中部开设有一通孔，行

星架内位于第一喷淋臂与通孔之间设置有第一分流道，行星架内位于第二喷淋臂与通孔之

间设置有第二分流道，行星架内位于第三喷淋臂与通孔之间设置有第三分流道，通孔内设

置有一分流件，分流件包括下通管、上通管、连接于下通管和上通管之间的中通管，中通管

的直径小于上通管和下通管，下通管的上端口与中通管的下端之间放射状连接有多个下连

接条，上通管的下端口与中通管的上端之间放射状连接有多个上连接条，上通管和下通管

分别将通孔的上下两端进行密封，位于行星架的下方设置有一中空电机，中空电机包括机

体和穿过机体的中空转轴，中空电机的中空转轴外部与中心齿轮连接，中空转轴的上端设

置有上密封轴承，中空转轴的下端设置有下密封轴承，喷淋系统的进水管出水端通过下密

封轴承与中空转轴的下端连接，下通管通过上密封轴承与中空转轴的上端连接，上通管与

主喷淋臂连接。

[0008] 作为改进，所述出水管上设置有一粉碎器，该粉碎器包括一粉碎叶片以及与粉碎

叶片连接的粉碎电机，当槽体内有较多的杂质进入出水管时，粉碎电机带动粉碎叶片转动，

实现对出水管内的杂质进行粉碎，防止杂质将出水管封堵。

[0009] 再改进，所述槽体的内侧壁上延伸有支撑环，所述洗碗架的底部置于支撑环之上，

从而便于洗碗架的放置和取出。

[0010] 再改进，所述上喷淋臂的上下高度可调，在碗碟清洗接近尾声时，连接阀打开，进

水管内的清水进入上喷淋臂，上喷淋臂实现对碗碟进行冲洗，通过将上喷淋臂设计成上下

高度可调结构，提高上喷淋臂对碗碟的冲洗能力。

[0011] 再改进，所述密封板倾斜布置，所述出水管的上端连接于密封板上侧壁的低部。通

过设计密封板，密封板对下方的传动机构进行密封保护，同时将密封板设计成倾斜结构，便

于将清洗后的水能够更好地进入出水管内，防止槽体内出现积水残留。

[0012] 再改进，所述进水管上连接有一支管，该支管上设置有一支管阀和一风机，在风机

的作用下，从喷淋臂出来的清水被起泡化，而气泡在碗碟上爆破，进一步地提高了清洗效

果。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使用时，先将碗碟和洗碗架置于槽体内，将

盖板盖合于槽体之上，在清洗的前段时间内，连接管上的连接阀关闭，喷淋系统的进水管的

清水从中空电机的中空转轴进入，经分流件，分两路，一路流向三个分流道，最终流向各自

对应的喷淋臂，另一路流经上通管进入主喷淋臂，于此同时，利用中空电机带动中心齿轮转

动，中心齿轮带动主喷淋臂转动，中心齿轮带动三个行星轮转动，行星轮在自转的同时绕着

中心齿轮转动，使得第一喷淋臂、第二喷淋臂和第三喷淋臂在自转的同时发生公转，增大了

喷淋区域，接着，在碗碟清洗基本完成后，打开连接管上的连接阀，清水经连接管进入盖板

的上喷淋臂，上喷淋臂实现对碗碟进行冲洗，有效将碗碟上残渣从上而下冲洗干净，使得厨

用清洗装置最后具有一个冲洗的功能，提高了喷淋效果。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厨用清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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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中心齿轮和三个行星轮的传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分流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喷淋臂、行星轮和行星架的分布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9] 如图1至4所示，本实施中的厨用清洗装置，包括槽体1、盖板9、洗碗架3、喷淋系统、

中空电机4、中心齿轮60、第一行星轮61、第二行星轮62、第三行星轮63、行星架7、分流件8、

主喷淋臂50、第一喷淋臂51、第二喷淋臂、第三喷淋臂。

[0020] 其中，盖板9盖合于槽体1之上，洗碗架3设置于槽体1内，具体地，槽体1的内侧壁上

延伸有支撑环11，洗碗架3的底部置于支撑环11之上，从而便于洗碗架3的放置和取出；

[0021] 喷淋系统包括进水组件和出水组件，进水组件包括进水管21、设置于进水管21之

上的进水阀211和进水泵212，出水组件包括设置于槽体1下方的出水管22、设置于出水管22

之上的出水阀221，盖板9下方设置有一上喷淋臂91，在进水管21的出水端并联有一连接管

217，该连接管217的中部为波纹结构，该连接管217与盖板9上的上喷淋臂91相连，在连接管

217上位于进水管21的交汇处设置有一连接阀216，进一步地，上喷淋臂91的上下高度可调，

在碗碟清洗接近尾声时，连接阀216打开，进水管21内的清水进入上喷淋臂91，上喷淋臂91

实现对碗碟进行冲洗，通过将上喷淋臂91设计成上下高度可调结构，提高上喷淋臂91对碗

碟的冲洗能力；

[0022] 槽体1的底部设置有一密封板，密封板和槽体1槽底之间形成容纳腔，容纳腔的侧

壁上设置有内齿圈，容纳腔的中部转动设置有一中心齿轮60，在容纳腔内位于内齿圈和中

心齿轮60之间设置有第一行星轮61、第二行星轮62和第三行星轮63，在中心齿轮60的上方

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主喷淋臂50，在第一行星轮61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第一喷淋臂

51，在第二行星轮62的上方设置有穿过密封板的第二喷淋臂，在第三行星轮63的上方设置

有穿过密封板的第三喷淋臂，中心齿轮60和三个行星轮之间通过一行星架7相互连接，行星

架7位于中心齿轮60的下方，行星架7的中部开设有一通孔71，行星架7内位于第一喷淋臂51

与通孔71之间设置有第一分流道701，行星架7内位于第二喷淋臂与通孔71之间设置有第二

分流道702，行星架7内位于第三喷淋臂与通孔71之间设置有第三分流道703，通孔71内设置

有一分流件8，分流件8包括下通管81、上通管83、连接于下通管81和上通管83之间的中通管

82，中通管82的直径小于上通管83和下通管81，下通管81的上端口与中通管82的下端之间

放射状连接有多个下连接条84，上通管83的下端口与中通管82的上端之间放射状连接有多

个上连接条，上通管83和下通管81分别将通孔71的上下两端进行密封，位于行星架7的下方

设置有一中空电机4，中空电机4包括机体和穿过机体的中空转轴，中空电机4的中空转轴外

部与中心齿轮60连接，中空转轴的上端设置有上密封轴承，中空转轴的下端设置有下密封

轴承，进水管21出水端通过下密封轴承与中空转轴的下端连接，下通管81通过上密封轴承

与中空转轴的上端连接，上通管83与主喷淋臂50连接，出水管22连接于槽体1的底部，进一

步地，密封板倾斜布置，出水管22的上端连接于密封板上侧壁的低部。通过设计密封板，密

封板对下方的传动机构进行密封保护，同时将密封板设计成倾斜结构，便于将清洗后的水

能够更好地进入出水管22内，防止槽体1内出现积水残留，同时，出水管22上设置有一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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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222，该粉碎器222包括一粉碎叶片以及与粉碎叶片连接的粉碎电机，当槽体1内有较多的

杂质进入出水管时，粉碎电机带动粉碎叶片转动，实现对出水管内的杂质进行粉碎，防止杂

质将出水管22封堵。

[0023] 另外，进水管21上连接有一支管，该支管上设置有一支管阀214和一风机215，在风

机215的作用下，在槽体1内从喷淋臂出来的清水被起泡化，而气泡在碗碟上爆破，进一步地

提高了清洗效果。

[0024] 使用时，先将碗碟和洗碗架置于槽体1内，将盖板9盖合于槽体1之上，在清洗的前

段时间内，连接管217上的连接阀216关闭，喷淋系统的进水管21的清水从中空电机4的中空

转轴进入，经分流件8，分两路，一路流向三个分流道，最终流向各自对应的喷淋臂，另一路

流经上通管83进入主喷淋臂50，于此同时，利用中空电机4带动中心齿轮60转动，中心齿轮

60带动主喷淋臂50转动，中心齿轮60带动三个行星轮转动，行星轮在自转的同时绕着中心

齿轮60转动，使得第一喷淋臂51、第二喷淋臂和第三喷淋臂在自转的同时发生公转，增大了

喷淋区域，接着，在碗碟清洗基本完成后，打开连接管217上的连接阀216，清水经连接管217

进入盖板9的上喷淋臂91，上喷淋臂91实现对碗碟进行冲洗，有效将碗碟上残渣从上而下冲

洗干净，使得厨用清洗装置最后具有一个冲洗的功能，提高了喷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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