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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
桶系统，
包括洗衣机主体，
所述洗衣机主体设置
有洗涤桶安装腔，
所述洗涤桶安装腔的底部中心
位置安装有驱动电机，
所述洗涤桶安装腔内安装
有洗涤桶，
所述洗涤桶的内腔底部安装有波轮，
所述波轮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所述洗涤桶
的内壁设置有两组平行的环形移动轨道，
两组所
述环形移动轨道上均活动安装有移动底座，
所述
移动底座连接有安装板，
所述安装板沿竖直方向
设置，
且安装板靠近洗涤桶侧壁的一侧设置有清
洁棉刷，
所述清洁棉刷紧贴洗涤桶内壁设置。本
发明设计新颖，
结构简单，
操作便捷，
提高了对洗
涤桶的清洁效率，
且清洁彻底，
不会留下污渍，
清
洁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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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包括洗衣机主体(1) ，
其特征在于，
所述洗衣机
主体(1)设置有洗涤桶安装腔，
所述洗涤桶安装腔的底部中心位置安装有驱动电机(2) ，
所
述洗涤桶安装腔内安装有洗涤桶(3) ，
所述洗涤桶(3)的内腔底部安装有波轮(4) ，
所述波轮
(4)与驱动电机(2)的输出轴连接，
所述洗涤桶(3)的内壁设置有两组平行的环形移动轨道
(7) ，
两组所述环形移动轨道(7)上均活动安装有移动底座(8) ，
所述移动底座(8)连接有安
装板(9) ，
所述安装板(9)沿竖直方向设置，
且安装板(9)靠近洗涤桶(3)侧壁的一侧设置有
清洁棉刷(10) ，
所述清洁棉刷(10)紧贴洗涤桶(3)内壁设置，
所述洗涤桶安装腔的开口处设
置有环形安装台(5)，
所述环形安装台(5)的内圆环沿侧壁设置有环形淋水管(6) ，
所述环形
淋水管(6)朝向洗涤桶(3)内壁的一侧等距离设置有喷水孔。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动底
座(8)上设置有移动轮和驱动马达，
所述移动轮活动安装于环形移动轨道(7)上，
驱动马达
的输出轴与移动轮连接，
且驱动马达的外部设置有防水罩。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环形淋
水管(6)连接有自来水管，
且自来水管上设置有控制阀。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洗涤桶
安装腔的一侧通过转动轴转动连接有洗衣机盖板。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板
(9)的长度与洗涤桶(3)的高度相等。

2

CN 107142671 B

说

明

书

1/2 页

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洗衣机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波轮洗衣机的桶底装有一个圆盘波轮，
上有凸出的筋。在波轮的带动下，
桶内水流
形成了时而右旋、
时而左旋的涡流，
带动织物跟着旋转、翻滚，
这样就能将衣服上的脏东西
清除掉。波轮式洗衣机是洗衣机的一种，
由电动机带动波轮转动，
衣物随水不断上下翻滚。
洗涤衣物有单桶、套桶、双桶几种。它的结构比较简单，
维修方便，
洗净率高，
但对衣物磨损
率大，
用水多。如今随着科技发展，
出现了电脑控制的新水流洗衣机，
采用大波轮、
凹型波轮
等。优点是对衣物缠绕小，
洗涤均匀损衣率低；
洗涤缸缸体有全塑、搪瓷、铝合金、不锈钢四
大类。波轮式洗衣机工作原理：
依靠装在洗衣桶底部的波轮正反旋转，
带动衣物上下左右不
停地翻转，
使衣物之间、衣物与桶壁之间，
在水中进行柔和地摩擦，
在洗涤剂的作用下实现
去污清洗。操作方便是波轮式洗衣机最大的优点，
即使老年人，
也能轻松使用；
另外如果您
在洗涤过程中发现有衣服遗落，
可以随时添加，
这一点相较于滚筒洗衣机来说要略胜一筹。
关于省电 ，
相对于普通滚筒洗衣机来说，
波轮洗衣机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而如今市场中出现
了很多的带有变频技术的滚筒洗衣机，
这样就缩短了波轮和滚筒在耗电方面的优势。
[0003] 半自动波轮洗衣机在使用完成后一般需要对洗涤桶进行清洁，
便于下次使用，
然
而目前清洁洗涤桶大多通过进水管进水加上波轮转动进行清洁，
或者使用者手动使用抹布
进行清洁，
无论那种方式均存在效率低且清洁不够彻底的问题，
为此我们设计出一种半自
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
而提出的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
机的洁桶系统。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包括洗衣机主体，
所述洗衣机主体设置有洗
涤桶安装腔，
所述洗涤桶安装腔的底部中心位置安装有驱动电机，
所述洗涤桶安装腔内安
装有洗涤桶，
所述洗涤桶的内腔底部安装有波轮，
所述波轮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所述
洗涤桶的内壁设置有两组平行的环形移动轨道，
两组所述环形移动轨道上均活动安装有移
动底座，
所述移动底座远离环形移动轨道的一侧之间连接有安装板，
所述安装板沿竖直方
向设置，
且安装板靠近洗涤桶侧壁的一侧设置有清洁棉刷，
所述清洁棉刷紧贴洗涤桶内壁
设置，
所述洗涤桶安装腔的开口处设置有环形安装台，
所述环形安装台的内圆环沿侧壁设
置有环形淋水管，
所述环形淋水管朝向洗涤桶内壁的一侧等距离设置有喷水孔。
[0007] 优选的，
所述移动底座上设置有移动轮和驱动马达，
所述移动轮活动安装于环形
移动轨道上，
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与移动轮连接，
且驱动马达的外部设置有防水罩。
[0008] 优选的，
所述环形淋水管连接有自来水管，
且自来水管上设置有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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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
所述洗涤桶安装腔的一侧通过转动轴转动连接有洗衣机盖板。
[0010] 优选的，
所述安装板的长度与洗涤桶的高度相等。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中，
需要清洁时，
淋水管对洗涤桶
内壁淋水，
清洁棉刷由移动底座带动，
沿洗涤桶内壁座环形运动，
达到对洗涤桶清洁的目
的，
本发明设计新颖，
结构简单，
操作便捷，
提高了对洗涤桶的清洁效率，
且清洁彻底，
不会
留下污渍，
清洁效果明显。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5] 参照图1-2，
一种半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洁桶系统，
包括洗衣机主体1，
洗衣机主体1
设置有洗涤桶安装腔，
洗涤桶安装腔的一侧通过转动轴转动连接有洗衣机盖板，
洗涤桶安
装腔的底部中心位置安装有驱动电机2，
洗涤桶安装腔内安装有洗涤桶3，
洗涤桶3的内腔底
部安装有波轮4，
波轮4与驱动电机2的输出轴连接，
洗涤桶3的内壁设置有两组平行的环形
移动轨道7，
两组环形移动轨道7上均活动安装有移动底座8，
移动底座8上设置有移动轮和
驱动马达，
移动轮活动安装于环形移动轨道7上，
驱动马达的输出轴与移动轮连接，
且驱动
马达的外部设置有防水罩，
移动底座8连接有安装板9，
安装板9的长度与洗涤桶3的高度相
等，
安装板9沿竖直方向设置，
且安装板9靠近洗涤桶3侧壁的一侧设置有清洁棉刷10，
清洁
棉刷10紧贴洗涤桶3内壁设置，
洗涤桶安装腔的开口处设置有环形安装台5，
环形安装台5的
内圆环沿侧壁设置有环形淋水管6，
环形淋水管6连接有自来水管，
且自来水管上设置有控
制阀，
环形淋水管6朝向洗涤桶3内壁的一侧等距离设置有喷水孔。
[0016] 本发明在洗涤桶3需要清洁时，
环形淋水管6对洗涤桶3内壁淋水，
使其润湿，
便于
清洁，
清洁棉刷10由移动底座8带动，
沿洗涤桶3内壁作环形运动，
达到对洗涤桶3清洁的目
的。
[0017] 以上所述，
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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