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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及设于该

箱体中的清洗机构，该清洗机构至少包括设置在

箱体底部且相对所述箱体固定的喷淋臂，所述喷

淋臂内部中空且形成有流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喷

淋臂顶壁具有与所述流道相通的加气口，所述加

气口与外部的气体供给装置相连接，与现有技术

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喷淋臂的壁面上设置有

与流道相通连的加气腔，这样从加气腔的加气口

通入气体能够产生气泡，这些夹杂着大量气泡的

水可从喷淋臂上的喷淋孔喷出至清洗物上，能够

破裂产生瞬间的空爆现象以形成放射性的冲击

力，加大了直接冲洗清洗物的面积和概率，进而

加快了洗净速度，有效避免了喷淋臂喷射死角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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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8)及设于该箱体(8)中的清洗机构，该清洗机构至少包括设

置在箱体底部且相对所述箱体(8)固定的喷淋臂(1)，所述喷淋臂(1)内部中空且形成有流

道(2)，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臂(1)顶壁开设有与所述流道相通的加气口(31)，还包括有气

体供给装置，所述加气口(31)与所述气体供给装置(4)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臂(1)顶壁至少有局部下凹的

加气腔(3)，所述加气口(31)设置在所述加气腔(3)的顶部，所述加气腔(3)的底部或侧边开

口与所述流道(2)相通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口(32)处设置有气泡发生装置

(5)，所述气泡发生装置(5)包括有壳体(51)，在所述壳体(51)的内腔中能旋转地设置有叶

轮(52)，所述壳体(51)的出流侧上设置有一个孔板和/或至少一个格栅结构或网状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喷淋臂，其特征在于所述叶轮(52)的至少一个叶片上设置有

至少三个通流孔(521)。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臂(1)在

底部中央部位开有与所述流道(2)相连通的进水口，所述流道(2)至少有两个，均为呈O型的

环形流道或放射性流道，分别处于所述进水口的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沿水流方向，所述的环形流道在处于下

游的远端由至少一个挡壁(6)阻隔开。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沿水流方向，自上游至下游，所述环形流

道的截面积逐步减小。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流道在所述挡壁(6)分隔的

每一侧都具有至少三个所述喷淋孔，且邻近所述挡壁(6)的喷淋孔与挡壁(6)之间的距离小

于其他相邻喷淋孔之间的距离。

9.根据权利要求6～8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O型环形流道

的内圈环壁形成一中央孔(7)，所述中央孔(7)的下方设置有超声波发生装置(9)。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8)的底部设置有加热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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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用洗碗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洗碗机作为一种厨房用家电产品，越来越多的进

入家庭。目前市场上的洗碗机一般分为台式、柜式、槽式三种，其中，台式洗碗机即为整体式

独立结构，一般放置在台面上使用；柜式洗碗机也是一种独立结构，但需要嵌入到厨柜中使

用；槽式洗碗机则是与水槽结合在一起，一般安装在厨房橱柜中使用。

[0003] 上述各种形式的洗碗机一般均是通过水泵将水提起并喷向清洗空间中的果蔬从

而达到清洗作用。例如，申请号为CN97236119.7的中国专利《微电脑光控全自动洗碗机》、申

请号为CN00240098.7的中国专利《一种洗碗机》均披露了类似结构，该类结构中，喷向果蔬

的水流冲击力较弱，且不够均匀，当果蔬较多时无法被水流覆盖，导致清洗效果较差。而申

请号为CN200710306898.5的中国专利《设有可改善去污效果的装置的洗碗机尤其是家用洗

碗机》设置了汽化装置，用于产生可被引入洗碗机腔内的流体薄雾，以扩大喷向果蔬的清洗

面积及提高清洗介质的均匀性，但是，该类结构仍旧无法解决喷出水流冲击力弱的问题。为

此 ，本申请人针对具有洗碗功能的清洗机作出了一系列的改进 ，如专利号为

ZL201310749864.9《水槽式清洗机》、ZL201310750968.1的《水槽式清洗机》均是利用设置在

水槽本体底部的旋转喷淋臂作为喷水部件与水泵相连，水泵将水槽本体内的水吸入后从喷

淋臂喷出从而对待清洗物进行清洗，同时本申请人还申请了如201610110963.6(公告号为

CN105662300A)的中国发明申请《一种水槽式洗清机》披露了这样一种整体呈H型，所述分流

通道包括位于中间的横向的分流通道以及分别位于两侧的竖向的分流通道，其将水泵偏置

在水槽本体的底部，如水槽本体的长度方向的一个端部，由于水泵对水槽本体的长度方向

上另一端部或靠近另一端部处的果蔬吸力较小，且容易在另一端处产生残渣需要增设收集

残渣的装置；而在果蔬清洗机中，为了均衡喷淋臂两端对果蔬的吸力，此本申请人的

ZL201621100369.0(公告号为CN206239254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果蔬清洗机》披露

了这样一种包括有两个水泵和两个喷淋臂，所述分流通道由喷淋臂的第一端向外延伸至第

二端，其中一个喷淋臂的第二端朝向另一个喷淋臂的第一端，其中一个喷淋臂喷嘴的方向

与另一个喷淋臂喷嘴的方向相对，从而使两个喷淋臂喷出的水流共同形成为环状旋转水

流。由于其通过设置两个喷淋臂，并设置喷嘴的方向，以使得喷淋孔喷射出的水流能形成环

状的旋转水流，两端的喷淋臂对果蔬施加相同的作用力，使得果蔬得以在菜篮内沿一定方

向旋转起来，相对水槽本体和水流，果蔬均处于运动状态，由于水流可以冲刷到待清洗果蔬

的每一个表面，同时还在喷淋臂的两侧设置有超声波发生装置，以获得较好的清洁效果；但

其需要设置两个水泵两个喷淋臂，为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同时只采用单一旋转喷淋臂

对待清洗物(果蔬或果蔬)清洗，总是会存在一些死角无法被从旋转喷淋臂喷出的水流冲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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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能增强清

洗效果的清洗机。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清洗机，包括箱体及设于该箱

体中的清洗机构，该清洗机构至少包括设置在箱体底部且相对所述箱体固定的喷淋臂，所

述喷淋臂内部中空且形成有流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臂顶壁开设有与所述流道相通的加

气口，还包括有气体供给装置，所述加气口与所述气体供给装置相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喷淋臂顶壁至少有局部下凹的加气腔，所述加气口设置在所述加

气腔的顶部，所述加气腔的底部或侧边开口与所述流道相通连。

[0007] 所述开口处设置有气泡发生装置，所述气泡发生装置包括有壳体，在所述壳体的

内腔中能旋转地设置有叶轮，所述壳体的出流侧上设置有一个孔板和/或至少一个格栅结

构或网状结构。由于加气腔通过排气口与喷淋臂的流道相通连，流道内的水能进入加气腔

中，当外部的气体供给装置向加气腔通气时，能带动气泡发生装置的叶轮转动，叶轮的转动

使加气腔的水流加速并在加速旋转的过程中增加或混入水中的空气，直到经过出流侧的孔

板和/或格栅结构或网状结构减速，即能在出流侧上可流出与空气混合后再次起泡的水，最

后进入喷淋臂流道。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叶轮的至少一个叶片上设置有至少三个通流孔。由于叶轮上设置

有通流孔则能在叶轮转动的过程中形成气泡，增加加气腔内的气泡含量，进入流道内的水

流因富含气泡，从喷淋臂的喷淋孔中喷出在到达需要清洗的清洗物表面时，气泡破裂，再次

形成冲击力，与水流一起剥离待清洗物表面的脏污，从而提升清洗效果。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喷淋臂在底部中央部位开有与所述流道相连通的进水口，所述流

道至少有两个，均为呈O型的环形流道或放射性流道，分别处于所述进水口的两侧。流道分

别处于进水口的两侧能有效加强及均衡喷淋臂的两端的水流喷淋压力，流道也可以为放射

性流道。

[0010] 为了减少呈O型的环形流道在下游的远端相对冲而减少水动能的损失，沿水流方

向，所述的环形流道在处于下游的远端由至少一个挡壁阻隔开。

[0011] 进一步地，沿水流方向，自上游至下游，所述环形流道的截面积逐步减小。由于环

形流道的截面积自上游至下游逐步减小，使得水流的流速在截面积小的下游，水流的流速

就大，而在截面积大的上游，水流的流速就小，根据伯努利原理，流体的流速越大，压强越

小，流体的流速越小，压强越大；这样本喷淋臂的喷淋孔喷射出的水会从压强大的上游压向

压强小的下游，为此，在喷淋臂下游的喷淋孔喷出的水压力就大即能将待清洗物向上托起，

待清洗物均处于运动状态，由此水流可以冲刷到待清洗物的每一个表面，达到无死角的清

洁，获得较好的清洗效果，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待清洗物的沉积以及避免靠近清洗槽洗涤腔

两侧死角的位置容易因水流冲刷的力度不够而出现清洁死角的问题。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环形流道在所述挡壁分隔的每一侧都具有至少三个喷淋孔，且邻

近所述挡壁的喷淋孔与挡壁之间的距离小于其他相邻喷淋孔之间的距离。邻近挡壁的喷淋

孔与挡壁之间的距离小，则能从挡壁处折返的水流能可快速从喷淋孔喷出，以将待清洗物

向上托起，避免待清洁物沉积。更好地，其他相邻喷淋孔的开口方向均朝向同一旋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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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从环形流道喷射出的水流形成环状的水流，对待清洗物施加作用力，使得待清洗物得

以在沿一定方向旋转起来，待清洗物均处于运动状态，由此水流可以冲刷到待清洗物的每

一个表面，达到无死角的清洁，获得较好的清洗效果。

[0013] 进一步地，所述O型环形流道的内圈环壁形成一中央孔。

[0014] 本发明为解决第二个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应用有上述喷淋臂的清洗机，其特征在

于：包括有洗涤腔，所述洗涤腔的侧壁设置有所述气体供给装置。气体供给装置可以为气

泵。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中央孔的下方设置有超声波发生装置。超声波发生装置与喷淋臂

配合，可发出较为均匀的超声波，进一步获得较好的清洗效果。

[0016] 所述箱体的底部设置有加热组件。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喷淋臂的壁面上设置有与流道相通连的加气

腔，这样从加气腔的加气口通入气体能够产生气泡，这些夹杂着大量气泡的水可从喷淋臂

上的喷淋孔喷出至清洗物上，能够破裂产生瞬间的空爆现象以形成放射性的冲击力，加大

了直接冲洗清洗物的面积和概率，进而加快了洗净速度，有效避免了喷淋臂喷射死角的存

在，提高喷淋臂的洗净率，有效地增强了清洗效果，同时，该清洗机还兼具湍流清洗功能，当

水位较高时，喷淋臂的喷淋孔喷出的混有气泡的水能形成有湍流，混有气泡的湍流进而形

成的空爆力也剧增，由此产生的单位体积内的冲击力和摩擦力大大增加，即使在不使用任

何表面活性剂或洗涤剂的情况下，达到良好的洗涤效果，从而实现更全方位的清洗。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清洗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的局部剖视图；

[0020] 图3为图2A处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喷淋臂中上喷淋臂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2喷淋臂中上喷淋臂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实施例1

[0025] 参见图1～图4，本发明的清洗机，设计特别适合于具有狭长形水槽的水槽式清洗

机，尤其用于果蔬的清洗，但事实上也可以适用于普通的水槽式清洗机，以及前开门的欧式

清洗机和抽屉式清洗机。

[0026] 以下以果蔬清洗机为例进行展开描述：

[0027] 本果蔬清洗机包括有箱体8及设于该箱体8中的清洗机构，该清洗机构至少包括设

置在箱体1底部且相对箱体1固定的喷淋臂2和水泵100，水泵100设置在箱体8的底部，喷淋

臂则用作水泵100的出水部件，将水泵100泵出的水喷出从而对箱体8内的待清洗的果蔬等

进行清洗。在本发明中，优选的，箱体8制成为狭长的形状，由此不仅能更好的适应用户厨房

的空间(与其他水槽配合)，而且相对方形的水槽还能节约用水。

[0028] 水泵100设置在箱体8底部的中间位置，水泵100包括电机和叶轮，叶轮包括末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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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的中空的轴和多个在轴周面上均匀分布并且沿轴向延伸的叶片，其中，

电机位于箱体的底部下方，而叶轮则位于箱体的底部内，在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水泵100的

入水口位于叶轮的下方(下进水)，而入水口与喷淋臂上的进水口相对应，从底部将水流向

上汲，水泵100的结构与本申请人的申请号为201610110965 .5的中国专利或者申请号为

201310752573.5的中国专利结构相同，在此不再赘述。在喷淋臂下方与水泵100之间设置有

过滤网，隔绝脏物进入水泵100，防止喷淋臂堵塞。

[0029] 箱体8的水泵100的两侧设置有超声波发生装置9，箱体8底部还设置有下水器、排

水阀以及加热组件，清洗完后的脏水可通过下水器和排水阀排出。箱体8内还设置有清洗篮

子，用于放置待清洗的果蔬，清洗篮子的上端边沿搁置在箱体的上端内侧壁，清洗篮子的底

部位于喷淋臂、超声波发生装置9和下水器的上方。

[0030] 本发明为了在狭长形状的箱体8的中部仅采用一个水泵100且在不增加水泵100功

率的情况下仍然能平衡喷淋臂两端水流喷淋压力，并保持湍流强度的不减弱，喷淋臂包括

有喷淋臂1，喷淋臂1内部中空且形成有流道2，喷淋臂1顶壁至少有局部下凹的加气腔3，加

气口31设置在加气腔3的顶部，加气腔3的底部或侧边开口与流道2相通连。

[0031] 加气口31设置在加气腔3的顶部并通过进气管与外部的气体供给装置4相连接，以

加气腔3的底部开口32为例展开，加气腔3的底部开口32与流道2相通连，并且底部开口32处

还设置有气泡发生装置5，该气泡发生装置5包括有壳体51，在壳体51的内腔中能旋转地设

置有叶轮52，壳体51的出流侧上设置有一个具有蜂窝状的孔板和/或至少一个格栅结构或

网状结构。以孔板53为例，水流驱动壳体51内的叶轮旋转，叶轮的旋转使水流加速并在加速

旋转的过程中增加或混入水中的空气，直到经过出流侧上的孔板减速，即能在出流侧上可

流出与空气混合后再次起泡的水，最后进入喷淋臂流道2。更好地为了加速进入喷淋臂流道

2，壳体51的侧壁也开设有孔511。其中，为了增加加气腔3内的气泡含量，叶轮52的每个叶片

上段均设置有多个通流孔521，通流孔521的设置能在叶轮52转动的过程中形成气泡，增加

加气腔3内的气泡含量，进入流道2内的水流因富含气泡，从喷淋臂的喷淋孔中喷出在到达

需要清洗的清洗物表面时，气泡破裂，再次形成冲击力，与水流一起剥离待清洗物表面的脏

污，从而提升清洗效果。

[0032] 而喷淋臂1在底部中央部位开有与流道2相连通的进水口，喷淋臂1的壁面上开设

有与流道2相连通的喷淋孔，流道2具有两个，分别位于进水口的两侧，本实施例中以流道2

为呈O型的环形流道展开描述，由于两个流道2的结构相似呈中心对称图形，为了便于描述，

在下面的描述中，均以左流道2为例来进行说明。

[0033] 喷淋臂1可一体注塑成型，为降低加难度，均可设置成上下分体连接的两部分。其

中，喷淋臂1包括有上喷淋臂11和下喷淋臂12，喷淋臂1周边具有凸壁13包围形成上述流道

2，进水口设在下喷淋臂12的中部，喷淋孔则设置在上喷淋臂11的顶面。另外，为了加强清洗

效果，箱体的水泵100的两侧设置有超声波发生装置9，相应地设置在超声波发生装置9上的

喷淋臂的O型环形流道的内圈环壁形成的中央孔7中，喷淋臂1的一端向内延伸有与中央孔7

外壁相抵的挡壁6，通过挡壁6将O型的环形流道的末端隔开，防止水流交汇对冲，影响出水

压力，中央孔7的孔壁向上延伸形成有内圈凸壁71，内圈凸壁71的第一侧面与凸壁13的内侧

面以及挡壁6共同构成第一子流道21，内圈凸壁71的第二侧面与凸壁13的内侧面以及挡壁6

共同构成第二子流道22，喷淋孔包括与第一分流通道相应的第一喷孔和第二分流通道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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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第二喷孔，第一喷孔和第二喷孔的数量分别为4个，若数量过多，则容易造成造成的水

流喷淋压力减弱的现象，导致湍流和喷淋效果弱，若数量过少则容易导致喷淋清洗范围小，

以4个来展开描述，分别为喷孔一10、喷孔二20、喷孔三30和喷孔四40，以及喷孔五50、喷孔

六60、喷孔七70和喷孔八80，其中，喷孔四40和喷孔八80与挡壁64之间的距离小于其他相邻

喷淋孔之间的距离，且与水平方向呈一定角度的向上倾斜，优选为30～60°,喷孔四40和喷

孔八80的角度设置能使得从挡4处折返的水流能从邻近挡壁6喷孔的切线方向喷出，由于加

气腔3的排气口32设置有气泡发生装置5，使得从进水口流入流道2的水能够产生气泡，这些

夹杂着大量气泡的水从喷淋臂1上的喷淋孔喷出至果蔬表面上，能够破裂产生瞬间的空爆

现象以形成放射性的冲击力，加大了直接冲洗果蔬的面积和概率，进而加快了洗净速度，有

效了避免了喷淋臂喷射死角的存在，提高喷淋臂的洗净率，有效地增强了清洗效果，当水位

较高时，喷淋臂的其它相邻喷淋孔，喷孔10、喷孔二20、喷孔三30以及喷孔五50、喷孔六60、

喷孔七70的开口方向均朝向同一旋转方向喷出的混有气泡的水能形成有湍流，混有气泡的

湍流可以冲刷到待清洗果蔬进而形成的空爆力也剧增，由此产生的单位体积内的冲击力和

摩擦力大大增加，即使在不使用任何表面活性剂或洗涤剂的情况下，达到良好的洗涤效果，

从而实现更全方位的清洗。另外，本发明O型环形流道沿水流方向，自上游至下游，环形流道

的截面积逐步减小。由于环形流道的截面积自上游至下游逐步减小，使得水流的流速在截

面积小的下游，水流的流速就大，而在截面积大的上游，水流的流速就小；这样本喷淋臂1的

喷淋孔喷射出的水会从压强大的上游压向压强小的下游，为此，在喷淋臂1下游的喷淋孔喷

出的水压力就大即能冲刷到待清洗果蔬的每一个表面，达到无死角的清洁，获得较好的清

洗效果，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待清洗果蔬的沉积以及避免靠近箱体两侧死角的位置容易因水

流冲刷的力度不够而出现清洁死角的问题。

[0034] 本发明的果蔬清洗机由于采用上述的喷淋臂结构，清洗时，将待清洗的果蔬放入

箱体的清洗篮子内，经过位于加气腔3内的气泡发生装置5，水流经过气泡发生装置5，产生

大量气泡，带气泡的水流从喷淋臂喷淋孔中喷出，喷出的水流因富含气泡，在到达需要清洗

的果蔬表面时，气泡破裂，再次形成冲击力，而让不规则的果蔬上手指难以触及的，如细缝

中的颗粒脏物震离果蔬表面，因而不存在清洗不到的死角，另外由下喷淋臂进水口将水流

泵向两侧O型的环形流道以保证水压稳定，每个O型的环形流道又包含有两个子流道2，控制

每束水流喷淋压力一致，在流道2末端处，通过挡壁6隔开，防止水流交汇对冲，影响出水压

力。左、右喷淋臂在水中同一方向转动，分别各自形成有湍流，湍流增强，从而实现更全方位

的清洗，避免局部位置冲洗不干净的现象，而且还可以节约水量，并且本发明的固定式喷淋

臂主要以洗果蔬为主，底部出气的设计特别适合比较柔嫩的果蔬(柔嫩的果蔬不适合用急

速加气水流直接冲洗其表面)，通过从底部逸出的大量气泡最终在果蔬破裂，从而比较柔和

地清除果蔬表面的污垢和农药残留。

[0035] 实施例2

[0036] 与实施例1的结构基本相似，其区别在于：流道2为放射型流道，即分成三个子流

道，分别为第三流道23，第四流道24和第五流道25，每个子流道对应的壁面上设置有至少三

个喷淋孔，以控制每束子流道喷淋压力一致。

[0037] 虽然本发明源于水槽式清洗机，但本发明的设计同样可以应用于非水槽式的清洗

机，比如前开门的欧式清洗机以及抽屉式清洗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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