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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

该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包括:旋转清洗器，其

为在侧壁上开有能开关的门的容器，在所述容器

内的竖直方向设置有通过电机驱动旋转的转轴，

在转轴上套设有能在轴向上下活动的货架，在非

开有门的容器壁上分别设置有高压喷水口和喷

气口，且在容器底下设置有清洗排水口；浸泡器，

其为上开口的容器，其底部和侧壁设置有吐气

口，所述上开口的容器的底部设置有能开关的浸

泡排水口；所述旋转清洗器与浸泡器的排列位置

不阻挡旋转清洗器的门的开和关，且所述浸泡器

能单独取出。其通过浸泡和清洗分开进行，更加

适合油渍紧固或放置过久的碗筷清洗，以及高压

冲洗过程中的碗筷上下移动，可以提高清洗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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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旋转清洗器(1)，其为在侧壁上开有能开关的门的容器，在没开有门的容器壁上分别设

置有高压喷水口(101)和喷气口，且在容器底下设置有清洗排水口(102)，在所述容器内的

竖直方向设置有通过电机(107)驱动旋转的转轴(106)，在转轴上套设有能在轴向上下活动

的货架(105)；

浸泡器(2)，其为上开口的容器，其底部和侧壁设置有吐气口，所述上开口的容器的底

部设置有能开关的浸泡排水口(202)；

所述旋转清洗器(1)与浸泡器(2)的排列位置不阻挡旋转清洗器(1)的门的开和关，且

所述浸泡器(2)能单独取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气口通过第一气

管(104)连通，并由第一气泵(103)提供气体，所述高压喷水口(101)通过水管连通，并由高

压水泵提供高压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喷水口(101)

和喷气口分别设置在所述门的左右两侧，以及对应的上壁。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货架

(105)为滤水架，每层滤水架的宽度小于旋转清洗器(1)的水平宽度，使滤水架能随着转轴

(106)在旋转清洗器(1)内转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清洗器(1)的

容器壁上设置有第一排气口(108)，所述第一排气口(108)的水平位置高于所述清洗排水口

(102)的水平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3或5任一项所述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浸泡

器还包括上盖(204)，所述上盖(204)上设置有进水口(205)和第二排气口(206)。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吐气口通过第二气

管(201)连通，并由第二气泵(203)提供气体。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第一气泵(103)提供的

气体温度为40-90℃。

9.根据权利要求1-3或5或7-8任一项所述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高压喷水口(101)为花洒式，喷射压强为1.2-1.8倍大气压，水温为45-85℃。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货架与转轴的连

接结构具体为：所述货架活动套设在转轴上，转轴能让货架在轴向相对活动的部分为轴向

活动段，在所述轴向活动段上均匀设置有多条轴向滑槽，在货架上设置有用于嵌入滑槽内

的对应凸起，所述轴向活动段的高度为货架高度的2-3倍，在轴向活动段上套设有弹簧，弹

簧的上端与货架的底部固定，弹簧的下端与轴向活动段的下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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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蔬果碗筷清洗装置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分体式蔬

果碗筷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对于繁杂的家

务无暇顾及，需要更方便的家电分担繁杂的家务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一日三餐必不可少，

餐后的碗筷盆碟油腻，清洗过程中费时费力还伤手，很多人都不愿意干这种工作，所以很期

待有这样的家电帮助我们将碗筷清洗干净，不需要我们沾水沾油沾洗洁精，经过家电即可

以得到干净的碗筷，不管对于小家庭、饭馆、酒店都非常适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至少上述问题和/或缺陷，并提供至少后面将说明的优

点。

[0004] 本发明另一个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其通过浸泡和清洗分开

进行，更加适合油渍紧固或放置过久的碗筷清洗，使得清洗更加干净。而且克服常规认为碗

碟清洗机必须对碗筷的固定或夹紧，不宜上下抖动的技术禁锢。而本发明能够结合高压冲

洗过程中的碗筷上下抖动，可以提高清洗效率。

[0005]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他优点，一种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包括：

[0006] 旋转清洗器，其为在侧壁上开有能开关的门的容器，在所述容器内的竖直方向设

置有通过电机驱动旋转的转轴，在转轴上套设有能在轴向上下活动的货架，在没开有门的

容器壁上分别设置有高压喷水口和喷气口，且在容器底下设置有清洗排水口；

[0007] 浸泡器，其为上开口的容器，其底部和侧壁设置有吐气口，所述上开口的容器的底

部设置有能开关的浸泡排水口；

[0008] 所述旋转清洗器与浸泡器的排列位置不阻挡旋转清洗器的门的开和关，且所述浸

泡器能单独取出。

[0009] 优选的是，所述喷气口通过第一气管连通，并由第一气泵提供气体，所述高压喷水

口通过水管连通，并由高压水泵提供高压水。

[0010] 优选的是，所述高压喷水口和喷气口分别设置在所述门的左右两侧，以及对应的

上壁。

[0011] 优选的是，所述货架为滤水架，每层滤水架的宽度小于旋转清洗器的水平宽度，使

滤水架能随着转轴在旋转清洗器内转动。

[0012] 优选的是，所述旋转清洗器的容器壁上设置有第一排气口。

[0013] 优选的是，所述浸泡器还包括上盖，所述上盖上设置有进水口和第二排气口。

[0014] 优选的是，所述吐气口通过第二气管连通，并由第二气泵提供气体。

[0015]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气泵提供的气体温度为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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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的是，所述高压喷水口为花洒式，喷射压强为1.2-1.8倍大气压，水温为45-85

℃。

[0017] 优选的是，所述货架与转轴的连接结构具体为：所述货架活动套设在转轴上，转轴

能让货架在轴向相对活动的部分为轴向活动段，在所述轴向活动段上均匀设置有多条轴向

滑槽，在货架上设置有用于嵌入滑槽内的对应凸起，所述轴向活动段的高度为货架高度的

2-3倍，在轴向活动段上套设有弹簧，弹簧的上端与货架的底部固定，弹簧的下端与轴向活

动段的下端固定。

[0018]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浸泡和清洗分开进行，更加适合油渍

紧固或放置过久的碗筷清洗，使得清洗更加干净。将蔬果放在旋转清洗器内的货架上，也可

以对蔬果进行清洗。在旋转清洗器内壁上分别设置有喷气口和高压喷水口，可以对摆放在

货架上的碗筷和蔬果进行冲洗和干燥，提高清洗效率。。浸泡器底部和侧壁设置有吐气口，

有助于浸泡的碗筷尽快与杂质分离溶解，给旋转清洗器能快速清洗提供更有利的条件，满

足人们的需要。高压水的冲击力下，使套设在轴向活动段的弹簧间断地发生形变和复原，使

旋转中的碗筷盆碟随着货架上下移动或类似于轻微震动，使碗筷盆碟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

向的冲刷，使碗筷盆碟清洗得更加干净，基本上经过旋转清洗器旋转一周的清洗，就可以达

到很干净的清洗效果，提高清洗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图1中A部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22] 图1示出了本发明分体式蔬果碗筷清洗机的实现形式，其包括：

[0023] 旋转清洗器1，其为在侧壁上开有能开关的门的容器，这样方便碗筷蔬果放入旋转

清洗器内，在所述容器内的竖直方向设置有通过电机107驱动旋转的转轴106，在转轴上套

设有能在轴向上下活动的货架105，用于摆放碗筷蔬果，在非开有门的容器壁上分别设置有

高压喷水口101和喷气口109，方便冲洗和干燥同时进行，一般只需对碗筷或蔬果旋转一周

即可取出来，且在容器底下设置有清洗排水口102；

[0024] 浸泡器2，其为上开口的容器，便于碗筷放入浸泡器内浸泡，浸泡器2底部和侧壁设

置有吐气口207，便于快速将碗筷的杂质分离和溶解，浸泡器2的底部设置有能开关的浸泡

排水口202，当浸泡完毕后可以通过浸泡排水口202将浸泡器2内的水及杂质排除干净，便于

碗筷的取出；

[0025] 所述旋转清洗器1与浸泡器2的排列位置不阻挡旋转清洗器1的门的开和关，且所

述浸泡器2能单独取出，这样旋转清洗器1与浸泡器2可以上下左右排列，在需要收拾碗筷

时，可以将空的浸泡器2拿到桌面上乘装碗筷，收拾完碗筷后就可以将装有碗筷的浸泡器2

拿到旋转清洗器1旁，并将进水口205与水龙头连接或者直接从浸泡器2的上开口上加水进

浸泡器2中，同时可以加入洗洁精，然后开启第二气泵203，向水中或洗洁精水溶液中不断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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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混合搅拌。

[0026] 进一步地，所述喷气口通过第一气管104连通，并由第一气泵103提供气体，所述高

压喷水口101通过水管连通，并由高压水泵提供高压水。

[0027] 进一步地，所述高压喷水口101和喷气口分别设置在所述门的左右两侧，以及对应

的上壁，旋转清洗器1旋转从高压喷水口101开始旋转到喷气口那一边，这样可以使碗筷先

经过高压水冲洗后进入喷气口吹干，旋转一周可以完成冲洗和干燥的过程。

[0028] 进一步地，所述货架105为滤水架，每层滤水架的宽度小于旋转清洗器1的水平宽

度，使滤水架能随着转轴106在旋转清洗器1内转动。

[0029] 进一步地，所述旋转清洗器1的容器壁上设置有第一排气口108，第一排气口108的

水平位置高于清洗排水口102的水平位置。

[0030] 进一步地，所述浸泡器还包括上盖204，所述上盖204上设置有进水口205和第二排

气口206。

[0031] 进一步地，所述吐气口通过第二气管201连通，并由第二气泵203提供气体。

[003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气泵103提供的气体温度为40-90℃，该气温的气体便于碗筷

干燥，如果气体温度达到80-90℃还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0033] 进一步地，所述高压喷水口101为花洒式，喷射压强为1.2-1 .8倍大气压，水温为

45-85℃，使用温水和热水冲洗碗筷既便于冲洗干净又能有助于快速干燥。

[0034] 进一步地，参见图2所示，所述货架105与转轴106的连接结构具体为：所述货架105

活动套设在转轴106上，转轴106能让货架105在轴向相对活动的部分为轴向活动段6，在所

述轴向活动段6上均匀设置有多条轴向滑槽4，在货架105上设置有用于嵌入滑槽4内的对应

凸起3，所述轴向活动段6的高度为货架105高度的2-3倍，在轴向活动段6上套设有弹簧5，弹

簧5的上端与货架105的底部固定，弹簧5的下端与轴向活动段6的下端固定。

[0035] 对于本发明的使用和原理为：当在家里、饭馆、酒店等用完餐后，可以将浸泡器2打

开上盖，拿到桌边将碗筷盆碟收拾到浸泡器内，将装满碗筷的浸泡器2拿到旋转清洗器1旁，

并将进水口205与水龙头连接或者直接从浸泡器的上开口上加水进浸泡器2中，当然此时的

浸泡排水口是关闭的，同时可以加入洗洁精，然后可以通过开启第二气泵203，使吐气口207

向水中或洗洁精水溶液中不断吐气混合搅拌，根据需要关闭进水口和第二气泵203，经过浸

泡一段时间后，可以打开浸泡排水口202排水，然后把碗筷盆碟从浸泡器上开口处取出放到

旋转清洗器的货架上摆好，然后关好旋转清洗器的门，打开高压喷水口101，启动电机107使

转轴106带动货架105里的碗筷旋转冲洗，与此同时，高压水的冲击力下，使套设在轴向活动

段6的弹簧5间断地发生形变和复原，使旋转中的碗筷随着货架上下移动或类似于轻微震

动，使碗筷盆碟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冲刷，提高清洗效率；当清洗一段时间后关闭高压

喷水口101，打开第一气泵103通过喷气口109向碗筷喷气干燥，一段时间后关闭第一气泵

103，关闭电机107，然后打开旋转清洗器的门将碗筷取出。或者在旋转清洗器清洗过程中，

可以选择将高压喷水口101和第一气泵103同时打开，将旋转清洗器1旋转从高压喷水口101

开始旋转到喷气口那一边，这样可以使碗筷先经过高压水冲洗后进入喷气口吹干，旋转一

周后就可以完成冲洗和干燥的过程，提高速度。

[0036]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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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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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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