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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

消毒干燥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

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包括壳体、上盖、

多离子清洗装置、超声波发生装置、光催化装置、

热风干燥系统、控制系统、驱动电机；壳体内设有

洗涤桶，洗涤桶一侧由上而下依次设有排气口、

第一水位感应器、第二水位感应器、第三水位感

应器，洗涤桶另一侧设有溢流口，洗涤桶底部设

有进水口、排水口、进气口，多离子清洗装置可拆

卸地设于壳体前侧，超声波发生装置设于洗涤桶

底部，光催化装置包括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涂

层，热风干燥系统设于壳体前侧。本实用新型能

够有效去除果蔬上的农药残留，对人体无伤害，

清洗废液可循环利用，保留了果蔬原有风味和营

养，实现了果蔬清洗、消毒、干燥一体化自动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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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上

盖、多离子清洗装置、超声波发生装置、光催化装置、热风干燥系统、控制系统、驱动电机；所

述壳体顶端设有显示屏，所述上盖可拆卸，所述壳体底部两侧设置有垫脚，所述壳体内设有

洗涤桶，所述洗涤桶一侧由上而下依次设有排气口、第一水位感应器、第二水位感应器、第

三水位感应器，所述洗涤桶另一侧设有溢流口，所述洗涤桶底部设有进水口、排水口、进气

口，所述多离子清洗装置包括多离子清洗液储存槽和存放在所述多离子清洗槽中的多离子

清洗液，所述离子清洗液储存槽可拆卸地设于所述壳体前侧，所述离子清洗液储存槽顶部

设置有填料口，所述超声波发生装置包括超声波发生器和超声换能器，所述超声波发生装

置设于洗涤桶底部，所述光催化装置包括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涂层，所述紫外线发生器

设于所述上盖内侧，所述光触媒涂层设于洗涤桶内壁，所述热风干燥系统包括抽风机和管

道空气加热器，所述热风干燥系统设于所述壳体前侧，所述控制系统分别与所述多离子清

洗装置、超声波发生装置、光催化装置、热风干燥系统、驱动电机、第一水位感应器、第二水

位感应器、第三水位感应器控制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显示屏为触摸屏。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壳体与上盖之间设有密封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壳体与上盖的一侧通过铰链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超声波发生器工作频率为20～50kHz。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其特征

在于：光触媒涂层为二氧化钛光触媒。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洗涤桶内设有用于容纳果蔬的洗涤框，方便操者放入或取出果蔬；所述溢流口、

进水口、排水口分别外接溢流管道、进水管道、排水管道。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溢流管道上设有止回阀，所述进水管道上设有电磁阀和止回阀，所述排水管道上

设有电磁阀和止回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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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用电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果蔬清洗机，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

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及人类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与健康意识也愈发强

烈，农药残留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0003]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果蔬清洗机一般都是利用臭氧来对果蔬进行杀菌、消毒。臭氧

型果蔬清洗机，利用臭氧的强氧化作用，使臭氧与农药、添加剂等发生化学反应，降解农残。

然而，臭氧氧化过程伴有刺鼻异味，尤其是可能产生强致癌物—溴酸盐。此外，臭氧对于果

蔬中残留重金属的去除效果不佳。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上述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

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农残去除效果好，对人体无伤害，实现了果蔬清洗、消毒、干燥一体化自

动操作。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包括壳体、上盖、多离子清

洗装置、超声波发生装置、光催化装置、热风干燥系统、控制系统、驱动电机；所述壳体顶端

设有显示屏，所述上盖可拆卸，所述壳体底部两侧设置有垫脚，所述壳体内设有洗涤桶，所

述洗涤桶一侧由上而下依次设有排气口、第一水位感应器、第二水位感应器、第三水位感应

器，所述洗涤桶另一侧设有溢流口，所述洗涤桶底部设有进水口、排水口、进气口，所述多离

子清洗装置包括多离子清洗液储存槽和存放在所述多离子清洗槽中的多离子清洗液，所述

多离子清洗槽可拆卸地设于所述壳体前侧，所述多离子清洗槽顶部设置有填料口，所述超

声波发生装置包括超声波发生器和超声换能器，所述超声波发生装置设于洗涤桶底部，所

述光催化装置包括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涂层，所述紫外线发生器设于所述上盖内侧，所

述光触媒涂层设于洗涤桶内壁，所述热风干燥系统包括抽风机和管道空气加热器，所述热

风干燥系统设于所述壳体前侧，所述控制系统分别与所述多离子清洗装置、超声波发生装

置、光催化装置、热风干燥系统、驱动电机、第一水位感应器、第二水位感应器、第三水位感

应器控制相连。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显示屏为触摸屏。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与上盖之间设有密封圈。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与上盖的一侧通过铰链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超声波发生器工作频率为20～50kHz。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光触媒涂层为二氧化钛光触媒。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洗涤桶内设有用于容纳果蔬的洗涤框，方便操者放入或取出果蔬。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106261 U

3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溢流口、进水口、排水口分别外接溢流管道、进水管道、排水管道。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溢流管道上设有止回阀，所述进水管道上设有电磁阀和止回阀，所

述排水管道上设有电磁阀和止回阀.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实用新型利用超声波信号发生器将电能转换为超声频电能并馈送给超声换

能器，超声换能器将高频震荡信号转化为同频率的机械振动，并通过洗涤盆底板向多离子

清洗液体中辐射超声波，使果蔬表面及缝隙中的污垢迅速脱落，同时快速高效去除果蔬深

层的农药残留，从而达到表面净化的目的。

[0017] 2、本实用新型通过多离子清洗液去除果蔬深层农药残留，同时保持了果蔬天然新

鲜口感，增加了果蔬保鲜期限。

[0018] 3、本实用新型通过光催化装置，氧化分解融入水中的农药残留，排出的废水不含

有机污染物，可多次循环利用，水综合利用率提高90％以上。

[0019] 4、本实用新型不仅适用于橘橙类水果的清洗，还适合于根茎类蔬菜清洗。

[0020] 5、本实用新型清洗时避免了对果蔬外表的损伤。

[0021] 6、本实用新型实现了果蔬清洗、消毒、干燥一体化自动操作。

附图说明

[0022]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的结

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的外

观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的轴

测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的俯

视图；

[0027] 图5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的主

视图；

[0028] 图6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的左

视图；

[0029] 图7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果蔬清洗消毒干燥机的控

制系统部分原理图。

[0030] 各附图标记与部件名称对应关系如下：

[0031] 1、壳体；2、上盖；3、洗涤桶；4、洗涤框；5、进水口；6、排水口；7、多离子清洗装置；

71、多离子清洗液储存槽；8、超声波发生装置；81超声波发生器；82、超声换能器；9、控制系

统；10、光催化装置；101、紫外线发生器；11、显示屏；12、上盖把手；  13、驱动电机；14、垫脚；

15、热风干燥装置；16、抽风机；17、管道空气加热器；18、进气口；19、排气口；20、第一水位感

应器；21、第二水位感应器；22、第三水位感应器；  23、电磁阀；24、止回阀；25、溢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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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各个实施例作进一步描

述。

[0033] 如图1，2，7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

[0034] 一种基于多离子清洗液的全自动香梨清洗消毒干燥机，包括壳体1、上盖2、多离子

清洗装置7、超声波发生装置8、光催化装置10、热风干燥系统15、控制系统9、驱动电机13；所

述壳体1顶端设有显示屏11，所述上盖2可拆卸，所述壳体1底部两侧设置有垫脚14，所述壳

体1内设有洗涤桶3，所述洗涤桶3一侧由上而下依次设有排气口19、第一水位感应器20、第

二水位感应器21、第三水位感应器22，所述洗涤桶3另一侧设有溢流口25，所述洗涤桶3底部

设有进水口5、排水口6、进气口18，所述多离子清洗装置  7包括多离子清洗液储存槽71和存

放在所述多离子清洗液储存槽71中的多离子清洗液，所述多离子清洗液储存槽71可拆卸地

设于所述壳体1前侧，所述多离子清洗液储存槽71  顶部设置有填料口，所述超声波发生装

置8包括超声波发生器81和超声换能器82，所述超声波发生装置8设于洗涤桶3底部，所述光

催化装置10包括紫外线发生器101和光触媒涂层，所述紫外线发生器101设于所述上盖2内

侧，所述光触媒涂层设于洗涤桶3内壁，所述热风干燥15系统包括抽风机16和管道空气加热

器17，所述热风干燥系统15设于所述壳体1前侧，所述控制系统9分别与所述多离子清洗装

置7、超声波发生装置8、光催化装置10、热风干燥系统15、驱动电机13、第一水位感应器20、

第二水位感应器21、第三水位感应器22控制相连，所述控制系统9设置在壳体1底部。

[0035] 所述显示屏11为触摸屏。

[0036] 所述壳体1与上盖2之间设有密封圈。

[0037] 所述壳体1与上盖2的一侧通过铰链连接。

[0038]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81工作频率为26kHz。

[0039] 所述光触媒涂层为二氧化钛光触媒。

[0040] 所述洗涤桶3内设有用于容纳果蔬的洗涤框4，方便操者放入或取出果蔬。

[0041] 所述溢流口25、进水口5、排水口6分别外接溢流管道、进水管道、排水管道。

[0042] 所述溢流管道上设有止回阀24，所述进水管道上设有电磁阀23和止回阀24，所述

排水管道上设有电磁阀23和止回阀24.

[0043] 工作原理：

[0044] A、将带清洗水果放入洗涤框4，再将洗涤框4放入洗涤桶3；

[0045] B、按下启动键，自来水通过进水管道进入所述洗涤桶3，多离子清洗液通过进液管

道进入所述洗涤桶3，所述超声波发生器81、所述超声换能器82启动，所述紫外线发生器 

101启动，使果蔬表面及缝隙中的污垢迅速脱落，同时快速高效去除果蔬深层的农药残留，

时间5分钟后自动关闭；

[0046] C、所述进水管道的电磁阀23打开，进水，到达所述第一水位感应器20，目的是将悬

浮物质从溢流口排出；

[0047] D、所述排水管道的电磁阀23打开，将洗涤桶3内水全部排出；

[0048] A、所述进水管道的电磁阀23打开，进水，到达所述第二水位感应器21；

[0049] B、所述超声波发生器81、所述超声换能器82启动，所述光催化装置10启动，进行冲

洗消毒过程，1分钟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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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C、所述排水管道的电磁阀23打开，将洗涤桶3抽风机内水全部排出；

[0051] (3)、热风干燥过程，时间t3后自动关闭；16、抽风机；17、管道空气加热器

[0052] A、启动热风干燥系统，抽风机16，管道空气加热器17启动，3分钟后自动关闭，将香

梨封存打包即可。

[0053] 本实施例有效地去除香梨上的农药残留，对人体无伤害，清洗废液可循环利用，保

留了果蔬原有风味和营养，实现了果蔬清洗、消毒、干燥一体化自动操作。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领域技术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公开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的

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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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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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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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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