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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 machine comprises: a speed re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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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 and is installed in the output muff, said
output muff is set in the decelerating cl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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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神洗衣帆洗漆方式及其全 自劫洗衣帆 洗衣肌的洗搽方式是 通迂在洗衣

桶內沒置 可軸向往夏移劫的庄盟裝置，除芹生孜向旋特水流外 同肘芒生軸向

往夏旋庄水流 吋被洗漆物逃行沖刷、拍打、拼庄，使被洗擦物內部含水勻外部

水流迸行大幅度的強力交換，砌底去除被洗際物上的污垢 洗衣肌包括減速器或

減速萬合器 置于減速器或減速萬合器上的外桶 置于外桶內的內桶 置于減速

器或減速萬合器上的輸出牠套 內仲逃內桶里酌輸出軸 置于輸出軸上的波斡或底

板。 夫鍵是包括置于內桶里的沿軸向往夏這劫的庄盈裝置 使洗衣杭能膨將洗際

丐脫水工況的特換 自劫完成，能移提高洗淨率、被洗搽物不易軀鋅 降低洗際荊

的用量，省肘、省水、省屯。



洗衣帆洗際方式及其全 自劫洗衣枕

技木一領域

本岌明涉及洗衣杭的技木領域，具休的稅，是涉及一神洗衣杭的洗際方式及

其全自劫的洗衣肌。

背景技木

耽有常棚的波斡式全 自劫洗衣帆，主要包含外桶、內桶、波輪及減速萬合器。

它的洗際方式是由波乾占內桶相吋這劫芹生旋特水流來洗搽衣物，其水流方向草
一，洗際力度不強，洗淨率不高，被洗際的衣物容易軀鍊 它的洗搽工況勻脫水

工況的特換須配有寺口的萬合部件及其操臥杭枸，而且，常棚用的部件如萬合彈

簧及棘雜、棘爪等萬合件易損杯，故障較多，咐洗衣杭春命影晌較大。

在先技木

1 中因寺利申清 N 72 6 10 提供了一神愚立式殃波斡洗衣帆及其洗衣方

法，它的洗衣杭包括呈球亮狀的內桶、外桶，樞沒于內桶相肘投置的二介呈球亮

狀的波乾，二介波輪面的央角力餅角，二介波幹的背面各投一茵箝圈，二介波斡

由估劫裝置帶功有二介同向旋特的愉出軸。 洗衣方法包括洗際、漂洗、脫水各步

驟，夫健的是內桶外桶都是球亮狀的，所 以，最高水位只迭到波乾的 4一 侶

就可以迸行洗搽，迭到省水的目的。它的洗衣杭也只是迭到具有滾筒洗際的翻特

效果，不軀鋅、低磨損的目的。它存在的不足之她是在洗際的迂程中缺少拍打和

拼庄的功作，相咐未稅，洗際力度不膨強。

2 中囤寺利申情 N 203290 提供了一神拼庄式洗衣析，在普通洗衣帆內

的洗搽內桶里裝有上庄盟、下庄盈，下庄盈通迂 自位球共占驅劫系統相耿接。洗
搽肘，靠上、下庄盈的拼庄力量洗搽被洗際物。 里然它解決了被洗際物的軀饒 何

題。但它的洗際方式也比較車一，仗有拼庄的力量，仍然存在洗際力度不修強的
同題。



岌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力了克服上迷在先技木申的不足，提供一神能移同肘芒生秋向

旋特水流和軸向往夏旋庄水流的洗衣帆洗搽方式及其全自劫洗衣帆，不仗能膨解

決被洗搽物容易軀饒的何遨，逐能移大幅度地提高洗際力度，迸一步提高洗衣帆

的洗淨率、降低沈深荊的用量，同肘逐能移解決洗衣帆萬合帆枸夏奈且易受損的
何題。

本友明力了迭到上迷的目的，所采取的洗衣帆的洗搽方式力 在洗際肘，通

迂在洗衣桶內投置一介可絀向往夏移劫的庄盟裝置，除芹生孜向旋特水流外，同

肘能移芒生軸向往夏旋庄水流，肘被洗際物逃行沖刷、拍打、拼庄，使被洗條物
內部的含水勻外部水流迅行大幅度的弧力交換，去除被洗際物上的污垢。

本友明的全 自功洗衣帆包括 偷入軸，置于輸入軸上的減速器或減速萬合器，

置于減速器或減速萬合器上的外桶，置于外桶內的內桶，置于減速器或減速萬合

器上的輸出軸套，置于輸出軸套內仰逃內桶里的輸出軸，置于輸出軸上的波駝或

底板，置于內桶里的沿輸出軸抽向往夏這劫的庄盟裝置。

本炭明的全 自劫洗衣帆具有昱著的效益。

本友明由于內桶里置有沿看軸向往夏這劫的庄盈裝置，使洗衣肌在洗際
肘，除芒生孜向旋特水流外，同肘能移芒生軸向往夏旋庄水流，肘被洗際物迸行

沖刷、拍打、拼庄，傀被洗搽物內部的含水勻外部水流迸行大幅度的強力交換，

砌底去除被洗際物上的污垢，提高了洗衣肌的洗搽廈量和洗掙率
● 本友明由于內桶里置有沿看軸向往夏這劫的庄盎裝置，一旦升肌洗際，

即肘被洗搽物迸行沖刷、拍打、拂庄，能移較快地 七條物。縮短了洗際肘

間，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市釣了屯能

● 本友明由于內桶里置有沿看軸向往夏這劫的庄盎裝置，洗衣肌的內桶里
汗生的水流肘被洗燦物不晰地沖刷、拍打、拼庄 咐比在先技木中洗衣杭內桶里

革一水流的方向，要么缺少拍打和拂庄的力量，要么只有拼庄的力量 而本友明

的全 自劫洗衣杭是既有旋特水流的沖刷，又有拍打和拼庄的力量，所以，洗漆力
度大大地加強，不伙洗掙率高，洗際肘同短，而且可以降低洗搽荊和水的用量，

荷夠了洗深剎和水



● 本友明由于內桶里置有沿看軸向往夏這劫的庄盈裝置，在洗際肘，在內

桶里除芒生秋向旋鞍水流外，同肘能移芒生絀向往夏旋庄水流。所以，也能膨使

被洗搽物不相互軀鋅，而低磨拔

● 本友明由于內桶里置有沿看絀向往夏這劫的庄盎裝置，能移使洗際勻脫

水工況的特換 自劫完成，元需常棚的寓合部件及具操臥杭枸，故可有效地減小制

劫杆的升后力，因消除了萬合操圳帆枸的影晌，故制劫力矩更加稔定，延長了洗

衣肌的春命 。

附團溯明

團 力本岌明全 自劫洗衣肌第一奕施例的鈷枸示意囤

團 力本岌明全自劫洗衣帆第二寞施例的鈷枸示意團

團 3 力本友明全自劫洗衣肌第三安施例的拮枸示意囤。

其申

1 — 輸入軸 2a 減速器 2b 一 減速萬合器 3 — 輸出軸套

輸出軸 波掩 6 — 大茵斡 7 一 小茵幹

8 一 竺杆下支承 9 外桶 0 一 內桶 1 竺杆

2b — 庄盈 a 3b 一 彈性休 4b — 螺母盎

15 些杆上文承 6 中心蓋 17 — 拉枉

18 小螺母 9 — 底板 20 — 匝盈裝置
21 一 往夏移劫部件 22 彈性庄盎 . 大螺母

團示庄盤的位置力向上移劫的最高位置，奴向箭共表示沿其絀向上下移劫。

具休宴施方式

下面鈷合附囤和突施例越一步況明本岌明的拮枸及其特征。

囤 1 力本岌明全自劫洗衣帆第一寞施例的拮枸示意團，是一神肌械旋匝式全

自功洗衣帆，它包括 輸入軸 1，置于輸入軸 的減速器 2a，置于減速器 2a

上的外桶 9，置于外桶 9 內的內桶 10，置于減速器 2a 上的輸出軸套 3，置于輸

出軸套 3 內伸避內桶 10 里的輸出軸 4，置于輸出軸 4 上的波斡 5，置于內桶 0

里的沿輸出軸 4 軸向往夏這劫的庄盎裝置 20 o



所迷的庄盟裝置 20 團 所示，它包括 置于波斡 5 面的大茵斡 6，勻大

茵輪 6 咽合的小齒輪 7，置于小茵幹 竺杆 11，置于竺杆 1 下端的些杆下支
承 8，置于竺杆 1 端的鎚杆上支承 1 ，置于竺杆上支承 5 勻竺杆下支承 8 之
間的杯形螺母盤 14a，置于螺母盤 14a 下的杯形匝盈 2a，置于庄盎 2a 內的申心

蓋 6，置于螺母盤 4a 勻匝盈 2a 之間的彈性休 13a，置于螺母盤 4a 上的可碉

大螺母 23。大螺母 23 用于碉弔庄盈 12a 均螺母盟 4a 之間的相肘位置占旋庄力。

如上迷的皓枸，置于即形庄盈 吆a 內的中心監 16 可以活劫后 閒，以投放被洗

際物。

如上迷的鈷枸，舀洗搽工況肘，輸入軸 1 阿隙孜向往夏高速旋特肘，通泣減

速器 2a 減速，驅劫大茵輪 6 或包括波乾 5 閒隙汶向往夏中速旋特，內桶 0 固定

或隨析浮劫或同肘被軀劫，同隙孜向往夏低速旋特，其旋特方向勻大茵乾 6 相反

大茵駝 6 孜向往夏旋特肘，通迂小茵雜 7 帶劫堵笙杆 11 同步旋特，使螺母盎 14a

上、下同隙往夏移劫，通泣彈性休 1 a 帶劫庄盤 2a 、下迭劫 洗搽肘，由于

庄盈裝置的作用，除斥生汶向往夏旋特水流外，同肘芒生軸向往夏旋庄水流，吋
被洗搽物迸行沖刷、拍打、拼庄，使被洗際物內部的含水勻外部水流避行大幅度

的強力交換，仞底去除被洗際物上的污垢，伙而使洗溪效果更力理想，洗淨率高，

而且被洗條物不易軀錦，可省肘、省水、省屯。

、洗溪工況

輸入袖 1 同隙秋向正 反特 通迂減速器 2a 減速 大茵輪 6 或包括波幹 5

正 反特 小茵斡 7 及竺杆 反 正特 螺母盈 4a 行 通迂彈性休 13a

庄盎 12a 下 行 在最高勻最低位置之同往夏移劫

輸入軸 1 同隙秋向正 反特 通迂減速器 2a 減速 內桶 10 反 正特 或圃

定或隨杭浮劫 竺杆 1 隨內桶行星公特 或定牠旋特或浮功 。

叭 脫水工況

所述的些杆 丐螺母盈 4a 止劫枸成 自劫特換洗漆勻脫水的工況。如 輸

入軸 1達鎂革向旋特 通迂減速器 2a，大、小茵幹 6、7、竺杆 1 估功 螺母盎

14a 行至最高板限位置，止功，內桶 0 勻大茵箝 6 或包括波乾 5 自劫拮合力一
休，隨輸入軸 1一起高速萬心脫水，寞現了洗搽占脫水工況的特換 自劫完成。



投每介洗際行程大茵捻相肘內桶旋特 n 特，大、小茵輪的茵數相匝力 ，、 ，，
竺杆的螺距力 呱 ，則螺母盟的上、下移功距萬力 nX P X n o

圍 2 力本岌明全自劫洗衣帆第二安施例的鈷枸示意團，同烊是一神肌械旋庄

式全自功洗衣杭，勻圍 1 的第一宴施例所不同的是 置于內桶 10 里大茵掩 6 上的

是庶板 9 所迷的庄盈裝置 20 勻第一奕施例不同的是 置于螺母盤 4b 上的是

帶有穿迂彈性休 13b 的拉杆 1 的可碉小螺母 18，用以稠市庄盤 12b 勻螺母盤 14b

之阿的相咐位置勻旋庄力。

它的洗搽方式、洗搽工況和脫水工況占第一宴施例相同。

團 3 力本炭明全 自劫洗衣帆第三宴施例的鈷枸示意團，是乞劫或液庄旋庄式

全 自功洗衣杭，勻囤 1 的第一寞施例所不同的是 置于輸入絀 1 上的是減速萬合

器 2b 所迷的匝盤裝置 20 勻第一寞施例不同的是它包括 沿輸出軸 4 軸向往夏

返劫的往夏移劫部件 刀，置于往夏移劫部件 2 1 上的即形彈性庄盤 22

所迷的往夏移劫部件 刀 是乞庄缸，或是液匝缸。杯形彈性庄盈 羽 的軸向往夏

這劫靠乞庄缸或液庄缸的劫力末酗功。

所迷的彈性庄盎 2 是軟辰的橡肢圈，或是乞囊。

它的洗搽方式、洗際工況和也勻第一寞施例相同。



叔 利 要 求

1．一神洗衣肌洗際方式，其特征在于 洗搽肘，通泣在洗衣桶內投置一介可

軸向往夏移劫的庄盈裝置，除芒生救向旋特水流外，同肘芹生軸向往夏旋庄水流，

肘被洗搽物逃行沖刷、拍打、拂庄，使被洗搽物內部的含水勻外部水流逃行大幅

度的強力交換，去除被洗搽物上的污垢。

2 全 自劫洗衣帆，包括輸入軸，置于輸入軸上的減速器或減速萬合器，

置于減速器或減遮萬合揣上的外桶，置于外桶內的內桶，置于減速器或減速萬合

器上的輸出絀套，置于愉出軸套內仲逃內桶里的輸出軸，置于輸出軸上的波輪或

底板，其特征在于包括置于內桶里的沿輸出軸軸向往夏這劫的庄盎裝置。

3．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全 自劫洗衣帆，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庄盈裝置包括

置于波駝或底板下面的大茵斡，占大茵駝嘀合的小茵駝，置于小茵幹上的竺杆，

置于竺杆上、下端的竺杆上、下支承，置于竺杆上、下支承之間的杯形螺母盎，

置于螺母盤下的杯形庄盈，置于庄盟內的中心蓋，置于螺母盎勻庄盎之間的彈性

4．根据杖利要求 迷的全 自劫洗衣帆，其特征在于所迷的竺杆勻螺母盎的

止劫枸成自劫特換洗搽占脫水的工況。

5．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全 自劫洗衣杭，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庄盎裝置包括

往夏移劫部件，置于往夏移劫部件上的杯形彈性庄盈，置于彈性匝盤內的中心監。

6．根掘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全 自劫洗衣帆，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往夏移劫部件

是乞庄缸，或是液匝缸。

7．根据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全 自劫洗衣杭，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彈性庄盎是軟

瘋的橡肢圈，或是乞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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