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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

装置及其控制方法，该装置包括注水槽、设于注

水槽内的分配器盒、设于注水槽后部的定容盒、

将洗涤剂导入到定容盒的抽取机构、与定容盒相

通的储液盒和冲洗进水口及将定容盒内液体排

出的冲洗管路，储液盒设于分配器盒内，储液盒

与定容盒之间设有分配器在关闭时相通打开时

能关闭以防止液体流出的止回阀。注水槽上集成

有一主进水口和一主进水管路，主进水口通过主

进水管路与分配器盒相通，分配器盒内设有洗衣

粉投放腔室，主进水管路通向洗衣粉投放腔室。

通过抽取机构将洗涤剂抽取到定容盒后由冲洗

进水口进水将定量的洗涤剂稀释冲到洗涤筒内。

本发明具有结构紧凑、便于模块化安装、用户使

用方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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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包括投放单元和储液盒，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止回

阀，所述的投放单元与储液盒之间设有导液管，储液盒对应导液管的位置设有止回阀安装

孔，导液管对应储液盒的端部设置有推杆及密封圈，所述的止回阀包括设于止回阀安装孔

内的阀室和出液口，阀室与储液盒内部通过阀室侧部的吸管相通，阀室内设有弹簧和通过

弹簧复位移动堵住出液口的阀芯，在投放单元和储液盒连接时，推杆顶住阀芯离开出液口，

实现导液管与阀室、吸管的连通，投放单元和储液盒断开时，导液管固定不动，阀芯在弹簧

力的作用下，顶在出液口位置，出液口密封以防止液体从储液盒流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注水槽

和设于注水槽内的分配器盒，所述的投放单元设于注水槽后部，所述的储液盒，设于分配器

盒内，分配器盒关闭时，投放单元和储液盒连接；分配器盒打开时，投放单元和储液盒断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投放单

元包括一定容盒、与定容盒连通的冲洗进水口和冲洗管路，该定容盒与洗衣机洗涤筒连通，

冲洗管路将定容盒内液体冲出至洗涤筒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抽取机

构，抽取机构将洗涤剂从储液盒导入到定容盒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抽取机

构为抽负压结构，包括设于文丘里管、设于文丘里管出口的后侧与定容盒相通的负压管路，

负压管路内设有浮阀。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注水槽

为一前部设有一开口的盒体结构，分配器盒通过该开口可推拉开闭地设于注水槽内，所述

的注水槽上集成有一主进水口和一主进水管路，主进水口通过主进水管路与分配器盒相

通，主进水管路与投放单元之间设有抽取机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抽取机构集成

在注水槽上。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配器

盒内设有洗衣粉投放腔室，主进水管路通向洗衣粉投放腔室，储液盒为封闭的盒体，前部上

侧设有液体添加口。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冲洗进

水口与定容盒连通处设有控制阀，该控制阀控制冲洗进水口与定容盒之间的开/闭同步控

制定容盒与储液盒之间的闭/开。

10.根据权利要求3或9所述的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

容盒内设有一端在底部、另一端在上部与冲洗管路相通以将定容盒内水抽空的虹吸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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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0001] 本申请是中国专利申请CN201110270255.6的分案申请。

[0002] 原申请日：2011-09-14

[0003] 原申请号：CN201110270255.6

[0004] 原申请发明创造名称：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5] 本发明涉及一种洗衣机洗涤剂投放装置及控制方法，尤其是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

动投放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6] 传统的洗衣机在洗涤过程中使用的洗涤剂与洗衣机是分开放置的，在洗衣机上没

有设置洗涤剂的添加装置，洗涤剂不能自动添加，该结构不能实现洗衣机全自动洗衣控制

过程。随着洗衣机自动化的提高，大多洗衣机设置成将放置洗涤剂或/和柔软剂的洗涤剂盒

与进水管路相通，通过进水将洗涤剂盒内的洗涤剂或/和柔软剂冲入洗涤桶中，但是该结构

必须每次洗衣都要先将洗涤剂或/和柔软剂放入洗涤剂盒中，同样没有实现全自动洗衣控

制过程。

[0007] 目前已有大量有关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的专利申请，申请号为97208723.0的中国

专利公开了一种洗衣机洗涤剂添加装置，它是在洗衣机箱体上设有与瓶配合的容腔，容腔

的底部是圆锥通孔，在通孔上固定有垂直固定片，垂直固定片固定洗涤液导管，瓶体与容腔

相配合，在瓶口上设置有圆锥状导入管，在瓶体底部有换气口。该结构无法控制洗涤剂添加

量，且容易损坏从而浪费洗涤剂。

[0008] 申请号为99101767.6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能够自动加入液体洗涤剂的洗衣机，

包括：一个洗衣缸，一个洗涤剂盒，一个开/闭加入通道的阀，从洗涤剂盒的底部加入孔加入

到洗衣缸中的洗涤剂量受阀控制，并于洗涤剂和内设有测定洗涤剂量的传感器。该结构直

接将未稀释的洗涤剂排入洗衣缸会损伤被洗衣物。

[0009] 申请号为200610136059.9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具有虹吸单元的洗涤剂盒的洗

衣机的洗涤剂供应装置，将洗涤剂注入洗涤剂盒，在将洗涤水注入洗涤剂盒将盒内的洗涤

剂稀释后从虹吸单元排入洗涤缸。该发明解决了浓洗涤剂直接进入洗涤缸所带的损伤被洗

衣物的问题，但是无法实现洗涤剂的自动添加剂精确控制。

[0010] 申请人在先申请的申请号为200710146295.3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自动添加洗

涤剂的洗衣机及洗衣方法，该洗衣机包括：洗涤桶、包括各种布质控制按键的控制面板、被

洗衣物重量传感器、设于洗涤桶内的温度传感器、水质硬度传感器、洗涤水污浊传感器、洗

涤剂盒及电脑板；洗涤剂盒是由上部储存盒和下部稀释盒构成，电脑板根据各种传感器的

检测结果，控制储存盒内的洗涤剂进入稀释盒的量。储存盒的上盖设有洗涤剂注入口，底部

设有洗涤剂排出口及控制洗涤剂排出口关闭及打开的电磁阀；稀释盒的侧面设有连接洗衣

机进水阀的注水管，底部设有虹吸排管；电磁阀的励磁线圈设于储存盒的上盖上，电磁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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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铁通过阀杆连接设于储存盒底部洗涤剂排出口上的锥形阀塞，锥形阀塞与储存盒的上盖

之间设有压簧。该结构虽然能够实现精确控制洗涤剂，但是结构复杂，成本高。

[0011]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在现有洗衣机注水

槽结构基础上改进的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

[0013]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的控制方法。

[001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技术方案的基本构思是：一种洗衣机洗涤剂自

动投放装置，包括注水槽和设于注水槽内的分配器盒，还包括设于注水槽后部的定容盒、将

洗涤剂导入到定容盒的抽取机构、与定容盒相通的储液盒和冲洗进水口及将定容盒内液体

排出的冲洗管路，所述的储液盒设于分配器盒内，储液盒与定容盒之间设有分配器在关闭

时相通打开时能关闭以防止液体流出的止回阀。

[0015] 所述的注水槽上集成有一主进水口和一主进水管路，主进水口通过主进水管路与

分配器盒相通，分配器盒内设有洗衣粉投放腔室，主进水管路通向洗衣粉投放腔室，储液盒

为封闭的盒体，前部上侧设有液体添加口。

[0016] 所述的抽取机构为定容盒抽负压结构，抽取机构包括设于主进水管路的文丘里

管、和设于文丘里管出口的后侧与定容盒相通的负压管路，负压管路内设有浮阀，抽取机构

集成在注水槽上。

[0017] 主进水口进水的过程中，文丘里管出口的后侧形成一个相对低气压区，由于负压

管路与定容盒相通，进而定容盒内为负压，储液盒内的洗涤剂由于负压的作用被导入到定

容盒内，当洗涤剂充满定容盒，浮阀上浮堵住负压管路，此时由冲洗进水口进水到定容盒内

通过冲洗管路将洗涤剂稀释由注水槽的出水口冲到洗涤筒内。

[0018] 或者，所述的抽取机构为抽负压泵。

[0019] 所述的注水槽为一前部设有一开口的盒体结构，分配器盒通过该开口可推拉开闭

地设于注水槽内，主进水管路和冲洗管路集成在注水槽的上板上，定容盒与注水槽集成为

一体结构。

[0020] 所述的冲洗进水口与定容盒连通处设有控制阀，该控制阀控制冲洗进水口与定容

盒之间的开/闭同步控制定容盒与储液盒之间的闭/开；定容盒内设有一端在底部、另一端

在上部与冲洗管路相通以将定容盒内水抽空的虹吸管路。

[0021] 控制阀包括产生驱动源的电磁铁和橡胶包裹的磁铁球阀，电磁铁通电后，吸引磁

铁球阀封闭冲洗进水口与定容盒之间的通路且打开定容盒与储液箱之间的通路，电磁铁断

电后冲洗进水口进水冲击磁铁球阀打开冲洗进水口与定容盒之间的通路且封闭定容盒与

储液箱之间的通路。

[0022] 或者控制阀为两组分别控制的电磁阀，第一组控制阀控制冲洗进水口与定容盒之

间的开或闭时，第二组控制阀控制定容盒与储液盒之间的闭或开。

[0023] 所述的定容盒与储液盒之间设有导液管，集成在注水槽上，储液盒对应导液管的

位置设有止回阀安装孔，导液管对应储液盒的端部设置有推杆及密封圈，在分配器盒推入

注水槽内情况下，该导液管端部伸入止回阀安装孔内打开止回阀实现定容盒与储液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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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

[0024] 所述的止回阀包括设于止回阀安装孔内的阀室和出液口，阀室与储液盒内部通过

阀室侧部的吸管相通，阀室内设有弹簧和通过弹簧复位移动堵住出液口的阀芯，储液盒与

导液管连接原理如下：在分配器盒安装到位的情况下推杆会推动阀芯离开出液口，实现导

液管与阀室、吸管的连通，从而对储液盒内的液体进行抽吸；在分配器盒抽离时，导液管固

定不动，阀芯在弹簧力的作用下，顶在出液口位置，实现出液口的密封，防止储液盒洗涤剂

发生泄露。

[0025] 所述的储液盒内设有检测洗涤剂有无的两根探针，其中，两个探针分别位于储液

盒下部的侧面，均从侧面往内插入设置，或其中一探针位于储液盒上部上侧，从上往下插

入，两个探针上下不接触。

[0026] 或者，分配器盒对应储液盒的部分设有外部观察窗，用户能够直接通过外部观察

窗看到储液盒内洗涤剂的多少。

[0027] 本发明所述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的控制方法，该投放装置设有主进水口和冲洗进

水口，冲洗进水口对应冲洗由抽取机构导入到定容盒中的洗涤剂，主进水口对应与分配器

盒中的洗衣粉投放腔室相通，根据选择使用添加的洗涤液类型或洗衣粉，选择由对应的进

水口进水，包括在洗涤和漂洗阶段选择自动添加储液盒中不同液体的进水方式，及默认添

加使用分配器盒中洗衣粉的进水方式。

[0028] 洗涤阶段具有默认添加洗衣粉和自动添加洗涤液两种方式，选择默认添加洗衣粉

功能，分配器盒中的洗衣粉投放腔室内放置适量的洗衣粉，进水方式为冲洗进水口先进水

设定时间，然后主进水口和冲洗进水口共同进水至设定水位；选择自动添加洗涤液，进水方

式为主进水口先进水至设定时间，然后冲洗进水口进水，若洗涤剂量不够则重复上述步骤，

否则冲洗进水口和主进水口同时进水至设定水位。

[0029] 漂洗阶段使用辅助洗涤液时，选择自动添加，进水方式为主进水口先进水至设定

时间，然后冲洗进水口和主进水口同时进水至设定水位，不添加辅助洗涤液时，则默认为主

进水口和冲洗进水口共同进水至设定水位。

[003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不影响洗涤效果的前提下通过自动添加最合理量洗涤剂的

自动投放装置及该自动投放装置在洗涤、漂洗时选择自动添加洗涤剂或传统默认添加洗衣

粉方式的控制方法，在现有注水槽和分配器盒的结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改进，采用简单的

结构，在具有默认添加洗衣粉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动投放洗涤剂的功能，实现了用户使用添

加洗涤剂方式的选择性，自动投放功能能够解决人工添加洗涤剂的负担和添加洗涤剂过少

或者过量情况的出现，与其它额外增加自动添加洗涤剂的结构相比，节省了生产和安装成

本的支出，也节省了洗衣机的内部空间，实现了添加洗涤剂过程的多样化，更能够实现全自

动化的洗涤剂添加过程，提高了洗衣的效率。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洗衣机安装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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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3是本发明所述的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爆炸结构示意图；

[0036] 图4是本发明所述的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止回阀示意图；

[0037] 图5是本发明所述的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自动投放原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包括注水槽1和设于注

水槽内的分配器盒2，所述的注水槽1为一前部设有一开口的盒体结构，分配器盒2通过该开

口可开闭地设于注水槽1内，分配器盒2内设有洗衣粉投放腔室21，注水槽1设有主进水口11

及出水口12，主进水口11通过集成在注水槽上的主进水管路13与洗衣粉投放腔室21相通，

进水稀释洗衣粉后通过设在注水槽1底部的出水口12冲到洗衣机的洗涤筒内，在上述现有

注水槽1和分配器盒2结构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改进，在注水槽1后部一体设有定容盒3，用

于每次投放定量的洗涤液，与定容盒3相通的冲洗进水口14及将定容盒3内液体排出的冲洗

管路15，定容盒3内设有一端在底部、另一端在上部与冲洗管路15相通以将定容盒3内水抽

空的虹吸管路16；当冲洗完毕后，利用虹吸现象将定容盒3内的水抽空；在分配器盒2内设有

储液盒4，与定容盒3连通，储液盒4与定容盒3之间设有分配器在关闭时相通打开时能关闭

以防止液体流出的止回阀5，注水槽1内设有将储液盒4内的洗涤剂导入到定容盒3的抽取机

构6，储液盒4为封闭的盒体，前部上侧设有液体添加口41，本发明所述的前、后、上、下按照

用户使用洗衣机时的习惯作出的定义。

[0039] 如图5所示，所述的抽取机构为定容盒抽负压结构，抽取机构6包括设于主进水管

路13的文丘里管61、和设于文丘里管61出口的后侧与定容盒相通的负压管路62，负压管路

62内设有浮阀63，抽取机构6集成在注水槽1上。

[0040] 主进水口进水的过程中，文丘里管61出口的后侧形成一个相对低气压区，由于负

压管路62与定容盒3相通，进而定容盒3内为负压，储液盒4内的洗涤剂由于负压的作用被导

入到定容盒3内，当洗涤剂充满定容盒3，浮阀63上浮堵住负压管路62，此时由冲洗进水口14

进水到定容盒内通过冲洗管路将洗涤剂稀释由注水槽的出水口12冲到洗涤筒内。

[0041] 或者，所述的抽取机构为抽负压泵，同样通过负压管路与定容盒相通，负压管路内

设有浮阀。

[0042] 所述的冲洗进水口14与定容盒3连通处设有控制阀8，该控制阀8控制冲洗进水口

14与定容盒3之间的开/闭同步控制定容盒3与储液盒4之间的闭/开；控制阀8包括产生驱动

源的电磁铁81和橡胶包裹的磁铁球阀82，电磁铁81通电后，吸引磁铁球阀82封闭冲洗进水

口14与定容盒3之间的通路且打开定容盒3与储液盒4之间的通路，电磁铁81断电后冲洗进

水口14进水冲击磁铁球阀82打开冲洗进水口14与定容盒3之间的通路且封闭定容盒3与储

液盒4之间的通路(参阅图5)。

[0043] 或者控制阀为两组分别控制的电磁阀，第一组控制阀控制冲洗进水口与定容盒之

间的开或闭时，第二组控制阀控制定容盒与储液盒之间的闭或开。

[0044]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的主进水管路13和冲洗管路15集成在注水槽1的上板上，定

容盒3与注水槽1集成为一体结构。所述的定容盒3与储液盒4之间设有导液管7，集成在注水

槽1上，储液盒4对应导液管7的位置设有止回阀安装孔50，导液管7对应储液盒4的端部设置

有推杆71及密封圈72，在分配器盒2推入注水槽1内情况下，该导液管7端部伸入止回阀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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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50内打开止回阀5实现定容盒3与储液盒4之间相通，密封圈的作用是为了导液管端部与

止回阀安装孔孔壁的密封。

[0045] 所述的止回阀5包括设于止回阀安装孔50内的阀室51和出液口52，阀室51与储液

盒4内部通过阀室侧部的吸管53相通，阀室51内设有弹簧54和通过弹簧复位移动堵住出液

口的阀芯55，储液盒4与导液管7连接原理如下：在分配器盒2安装到位的情况下推杆71会推

动阀芯55离开出液口52，实现导液管7与阀室51、吸管53的连通，从而对储液盒4内的液体进

行抽吸；在分配器盒2抽离时，导液管53固定不动，阀芯55在弹簧54力的作用下，顶在出液口

52位置，实现出液口52的密封，防止储液盒内的洗涤剂发生泄露。

[0046] 所述的储液盒4内设有检测洗涤剂有无的两根探针43，其中，两个探针分别位于储

液盒下部的侧面，均从侧面往内插入设置，或其中一探针位于储液盒上部上侧，从上往下插

入，两个探针上下不接触。

[0047] 或者，分配器盒对应储液盒的部分设有外部观察窗42(参阅图1)，用户能够直接通

过外部观察窗看到储液盒内洗涤剂的多少。

[0048] 由于洗衣机洗衣时使用洗涤液、辅助液的种类较多，如洗涤剂、柔顺剂、消毒剂等，

因此自动投放装置中所述的储液盒至少为一个，优选为两个，每个储液盒对应一组导液管、

止回阀及控制阀。

[0049] 本发明所述的自动投放装置还可以设有第三进水口，在分配器盒内对应第三进水

口设有液体投放室，用户也能够按照现有洗衣机添加洗涤剂方式洗衣。

[0050] 本发明所述洗涤剂自动投放装置的控制方法，该投放装置设有主进水口11和冲洗

进水口14，冲洗进水口14对应冲洗由抽取机构6导入到定容盒3中的洗涤剂，主进水口11对

应与分配器盒2中的洗衣粉投放腔室21相通，根据选择使用添加的洗涤液类型或洗衣粉，选

择由对应的进水口进水，包括在洗涤和漂洗阶段选择自动添加储液盒中不同液体的进水方

式，及默认添加使用分配器盒中洗衣粉的进水方式。

[0051] 洗涤阶段具有默认添加洗衣粉和自动添加洗涤液两种方式，选择默认添加洗衣粉

功能，分配器盒中的洗衣粉投放腔室内放置适量的洗衣粉，进水方式为冲洗进水口先进水

设定时间，然后主进水口和冲洗进水口共同进水至设定水位；选择自动添加洗涤液，进水方

式为主进水口先进水至设定时间，然后冲洗进水口进水，若洗涤剂量不够则重复上述步骤，

否则冲洗进水口和主进水口同时进水至设定水位。

[0052] 漂洗阶段使用辅助洗涤液时，选择自动添加，进水方式为主进水口先进水至设定

时间，然后冲洗进水口和主进水口同时进水至设定水位，不添加辅助洗涤液时，则默认为主

进水口和冲洗进水口共同进水至设定水位。

[0053] 本发明自动投放装置在洗涤过程和漂洗过程中的投放控制方法如下所示：

[0054] 在洗涤过程中选择自动投放洗涤剂的具体步骤为：

[0055] 第一步，衣物检测，判断洗涤剂投放次数；

[0056] 第二步，主进水口11开始进水，此时控制阀8将冲洗进水口14与定容盒3之间关闭，

定容盒3与储液箱4之间打开；

[0057] 第三步，洗涤剂被抽取到定容盒3，洗涤剂充满定容盒，浮阀63堵住负压管路62；

[0058] 第四步，主进水口11停止进水、冲洗进水口14开始进水，冲洗进水口14与定容盒3

之间打开，定容盒3与储液箱4之间被关闭，将洗涤剂稀释由冲洗管路15冲到到洗涤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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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第五步，冲洗进水口14停止进水，定容盒3内的水被虹吸管路16抽空；

[0060] 第六步，检测是否需要再次投放洗涤剂，如是则转到第二步，否则进入下一步；

[0061] 第七步，判断是否达到预设水位，是则进入第九步，否则进入下一步；

[0062] 第八步，主进水口11和冲洗进水口14一起进水直至预设水位；

[0063] 第九步，主进水口11和冲洗进水口14停止进水，执行洗涤；

[0064] 第十步，洗涤结束，是否需要重复洗涤，是则转到第二步，否则洗涤结束，进入漂

洗。

[0065] 在漂洗过程中第一次漂洗自动投放柔顺剂的具体步骤为：

[0066] 第一步，开始漂洗；

[0067] 第二步，判断是否投放柔顺剂，是则进入下一步，否则进入第八步；

[0068] 第三步，主进水口11开始进水，柔顺剂抽取到定容盒3；

[0069] 第四步，主进水口11停止进水，冲洗进水口14开始进水，将柔顺剂稀释冲到洗涤筒

内；

[0070] 第五步，冲洗进水口14停止进水，定容盒3排空；

[0071] 第六步，是否需要再次投放柔顺剂，如是则转到第三步，否则进入下一步；

[0072] 第七步，判断是否达到预设水位，是则进入第九步，否则进入下一步；

[0073] 第八步，主进水口11和冲洗进水口14一起进水直至预设水位；

[0074] 第九步，主进水口11和冲洗进水口14停止进水，执行漂洗；

[0075] 第十步，漂洗结束，在排水前对定容盒执行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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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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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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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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