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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喷淋臂、

叶轮组件、过滤盒及切削刀，过滤盒设于喷淋臂

下方且具有中空的过滤腔，过滤盒的上壁面上开

有与喷淋臂的进水口相连接的出水口，过滤盒的

下壁面上间隔开设若干个孔径小于出水孔的进

水孔，切削刀能转动地设于过滤盒的下方。本发

明在喷淋臂的下方设置了过滤盒及切削刀，在第

一次清洗时，切削刀将沉积在箱体底部的果屑、

枝叶等大体积杂物切割并经过滤盒过滤后进入

喷淋臂，由于喷淋臂出水孔的孔径大于过滤盒上

的进水孔，因此，切割后的杂物碎屑会经出水孔

喷出而不会发生堵塞，一次清洗完后带有杂物碎

屑的废水排出，再次清洗时，洗涤腔中已经不含

有杂物，从而避免了二次污染，有利于提高清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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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1)、喷淋臂(2)及叶轮组件(3)，所述箱体(1)内部中空从而形

成洗涤腔(11)，所述喷淋臂(2)设于洗涤腔(11)中并具有出水孔(21)，所述叶轮组件(3)用

于向喷淋臂(2)中汲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过滤盒(4)及切削刀(5)，所述过滤盒(4)设于喷

淋臂(2)下方且具有中空的过滤腔(41)，所述过滤盒(4)的上壁面上开有与喷淋臂(2)的进

水口(22)相连接的出水口(42)，所述过滤盒(4)的下壁面上间隔开设若干个孔径小于出水

孔(21)的进水孔(43)，所述切削刀(5)能转动地设于过滤盒(4)的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臂(2)的中部具有与进水口

(22)相连通的集水腔(23)，所述叶轮组件(3)的上部位于该集水腔(23)中，所述叶轮组件

(3)的下部位于过滤盒(4)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底部设置有能驱动叶轮组

件(3)旋转的动力机构(6)，该动力结构(6)的输出轴(61)向上延伸并能转动地穿过过滤盒

(4)的底壁与所述叶轮组件(3)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底部局部下凹形成集水区

域(12)，所述过滤盒(4)设于该集水区域(12)上方，且所述过滤盒(4)的底壁与集水区域

(12)的底壁之间形成切削区(13)，所述切削刀(5)连接于动力机构(6)的输出轴(61)上并位

于该切削区(13)的中部。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叶轮组件(3)包括第一叶轮(31)及

第二叶轮(32)，所述第一叶轮(31)设于集水腔(23)中并具有能将水周向分散的离心结构，

所述第二叶轮(32)设于过滤盒(4)中并具有能将水向上汲取的轴流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叶轮(31)包括位于中心的第一

轴(311)及间隔布置在该第一轴(311)外周的多个第一叶片(312)，所述第一轴(311)的上端

沿径向向外延伸形成为能覆盖在第一叶片(312)上方并与第一叶片(312)的上边缘相衔接

的端盖(31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端盖(313)上壁面的中部形成有内

凹的凹陷区(3131)。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盒(4)的出水口(42)边缘具有

周向延伸并能与喷淋臂(2)的进水口(22)相插配连接的凸沿(44)，且该凸沿(44)的内周壁

形成沿周向延伸并向出水口(42)中心拱起的弧形面(441)，对应的，所述第一叶片(312)的

下部成形有能与该弧形面(441)相匹配的缺口(3121)。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叶轮(32)包括位于中心的第二

轴(321)及在该第二轴(321)的外周壁上沿轴向螺旋延伸的第二叶片(322)。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臂(2)的

端部或在靠近端部的下壁面上开有能使水流冲击洗涤腔(11)的内底壁的扫沙孔。

11.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盒(4)通

过支脚(45)架置在箱体(1)的内底壁上，所述过滤盒(4)的顶部边缘具有竖向延伸的定位柱

(46)，所述喷淋臂(2)设于该定位柱(46)上。

12.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区域(12)的底壁上开有排水

口(121)，所述箱体(1)外侧设置有与该排水口(121)相连接的排水管道(122)及牵引阀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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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厨房用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指一种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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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水槽式洗碗机中，果蔬槽清洗果蔬的过程一般分为三道进水排水过程，每一

道洗完后较大的果屑、枝叶以及泥沙会沉淀在果蔬槽槽底。由于果屑较大，每次残渣并不能

顺利地随着水流一起流进排水管而排出，而且这些残渣在下一道清洗过程中还会造成二次

污染。用户每次在清洗完果蔬后还要清理果蔬槽槽体，既不卫生，用户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0004] 因此，对于目前的清洗机，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能通过对大体积杂

物进行切割及过滤从而将其一次排出、避免形成二次污染的清洗机。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清洗机，包括箱体、喷淋臂及

叶轮组件，所述箱体内部中空从而形成洗涤腔，所述喷淋臂设于洗涤腔中并具有出水孔，所

述叶轮组件用于向喷淋臂中汲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过滤盒及切削刀，所述过滤盒设于喷

淋臂下方且具有中空的过滤腔，所述过滤盒的上壁面上开有与喷淋臂的进水口相连接的出

水口，所述过滤盒的下壁面上间隔开设若干个孔径小于出水孔的进水孔，所述切削刀能转

动地设于过滤盒的下方。

[0007] 优选地，所述喷淋臂的中部具有与进水口相连通的集水腔，所述叶轮组件的上部

位于该集水腔中，所述叶轮组件的下部位于过滤盒中。叶轮组件的下部位于过滤盒中，一方

面有利于将过滤盒下方的水流向上汲取，另一方面，能对过滤盒中的水进行搅拌，使其以较

大的流速进入喷淋臂，有利于提高出水速度，提高清洗效果。

[0008] 为了便于连接，所述箱体底部设置有能驱动叶轮组件旋转的动力机构，该动力结

构的输出轴向上延伸并能转动地穿过过滤盒的底壁与所述叶轮组件相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箱体底部局部下凹形成集水区域，所述过滤盒设于该集水区域上方，

且所述过滤盒的底壁与集水区域的底壁之间形成切削区，所述切削刀连接于动力机构的输

出轴上并位于该切削区的中部。该结构便于为切削刀提供旋转切割动力，并且，切削刀旋转

也能对水流进行搅动，对水流做功，使水流以较高的流速进入喷淋臂中，提高出水流速，提

高清洗效果。

[0010] 在上述各方案中，所述叶轮组件包括第一叶轮及第二叶轮，所述第一叶轮设于集

水腔中并具有能将水周向分散的离心结构，所述第二叶轮设于过滤盒中并具有能将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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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的轴流结构。该方案有利于提高出水流速，提高清洗效果。

[0011] 优选地，所述第一叶轮包括位于中心的第一轴及间隔布置在该第一轴外周的多个

第一叶片，所述第一轴的上端沿径向向外延伸形成为能覆盖在第一叶片上方并与第一叶片

的上边缘相衔接的端盖。

[0012] 优选地，所述端盖上壁面的中部形成有内凹的凹陷区。该结构有利于在第一叶轮

顶部形成负压，提高进水动力。

[0013] 优选地，所述过滤盒的出水口边缘具有周向延伸并能与喷淋臂的进水口相插配连

接的凸沿，且该凸沿的内周壁形成沿周向延伸并向出水口中心拱起的弧形面，对应的，所述

第一叶片的下部成形有能与该弧形面相匹配的缺口。

[0014] 优选地，所述第二叶轮包括位于中心的第二轴及在该第二轴的外周壁上沿轴向螺

旋延伸的第二叶片。

[0015] 优选地，所述喷淋臂的端部或在靠近端部的下壁面上开有能使水流冲击洗涤腔的

内底壁的扫沙孔。所述集水区域的底壁上开有排水口，所述箱体外侧设置有与该排水口相

连接的排水管道及牵引阀。清洗过程中，重量较大的泥沙会沉积在箱体底部，扫沙孔喷出的

水流可对箱体底部进行冲刷，使泥沙经排水口排出，从而对箱体进行自动清洁，使用方便。

[0016] 为了便于装配，所述过滤盒通过支脚架置在箱体的内底壁上，所述过滤盒的顶部

边缘具有竖向延伸的定位柱，所述喷淋臂设于该定位柱上。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在喷淋臂的下方设置了过滤盒及切

削刀，在第一次清洗时，切削刀将沉积在箱体底部的果屑、枝叶等大体积杂物切割并经过滤

盒过滤后进入喷淋臂，由于喷淋臂出水孔的孔径大于过滤盒上的进水孔，因此，切割后的杂

物碎屑会经出水孔喷出而不会发生堵塞，一次清洗完后带有杂物碎屑的废水排出，再次清

洗时，洗涤腔中已经不含有杂物，从而避免了二次污染，有利于提高清洗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2的剖视图；

[0021] 图4为图3中A部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动力机构与切削刀、过滤盒、喷淋臂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叶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叶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6] 如图1～7所示，本实施例的清洗机包括箱体1、喷淋臂2及叶轮组件3，箱体1内部中

空从而形成洗涤腔11，喷淋臂2设于洗涤腔11中并具有出水孔21，叶轮组件3用于向喷淋臂2

中汲水。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喷淋臂2的下方还设置有过滤盒4及切削刀5，过滤盒4设于具有中

空的过滤腔41，过滤盒4的上壁面上开有与喷淋臂2的进水口22相连接的出水口42，过滤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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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壁面上间隔开设若干个孔径小于出水孔21的进水孔43。切削刀5能转动地设于过滤盒4

的下方。

[0028] 具体的，喷淋臂2的中部具有与进水口22相连通的集水腔23，叶轮组件3的上部位

于该集水腔23中，叶轮组件3的下部位于过滤盒4中。使叶轮组件3的下部位于过滤盒4中，一

方面有利于将过滤盒4下方的水流向上汲取，另一方面，能对过滤盒4中的水进行搅拌，使其

以较大的流速进入喷淋臂2，有利于提高出水速度，提高清洗效果。

[0029] 为了便于连接，箱体1底部设置有能驱动叶轮组件3旋转的动力机构6，该动力结构

6的输出轴61向上延伸并能转动地穿过过滤盒4的底壁与叶轮组件3相连接。本实施例箱体1

底部局部下凹形成集水区域12，过滤盒4设于该集水区域12上方，且过滤盒4的底壁与集水

区域12的底壁之间形成切削区13，切削刀5连接于动力机构6的输出轴61上并位于该切削区

13的中部。该结构便于为切削刀5提供旋转切割动力，并且，切削刀5旋转也能对水流进行搅

动，对水流做功，使水流以较高的流速进入喷淋臂2中，提高出水流速，提高清洗效果。

[0030] 本实施例的叶轮组件3包括第一叶轮31及第二叶轮32，第一叶轮31设于集水腔23

中并具有能将水周向分散的离心结构，第二叶轮32设于过滤盒4中并具有能将水向上汲取

的轴流结构，该结构的叶轮组件3有利于提高出水流速，提高清洗效果。具体的，第一叶轮31

包括位于中心的第一轴311及间隔布置在该第一轴311外周的多个第一叶片312，第一轴311

的上端沿径向向外延伸形成为能覆盖在第一叶片312上方并与第一叶片312的上边缘相衔

接的端盖313。端盖313上壁面的中部形成有内凹的凹陷区3131，该结构有利于在第一叶轮

31顶部形成负压，提高进水动力。过滤盒4的出水口42边缘具有周向延伸并能与喷淋臂2的

进水口22相插配连接的凸沿44，且该凸沿44的内周壁形成沿周向延伸并向出水口42中心拱

起的弧形面441，对应的，第一叶片312的下部成形有能与该弧形面441相匹配的缺口3121。

第二叶轮32包括位于中心的第二轴321及在该第二轴321的外周壁上沿轴向螺旋延伸的第

二叶片322。

[0031] 在本实施例中，喷淋臂2的端部或在靠近端部的下壁面上开有能使水流冲击洗涤

腔22的内底壁的扫沙孔24。集水区域12的底壁上开有排水口121，箱体1外侧设置有与该排

水口121相连接的排水管道122及牵引阀123。清洗过程中，重量较大的泥沙会沉积在箱体1

底部，扫沙孔24喷出的水流可对箱体1底部进行冲刷，使泥沙经排水口121排出，从而对箱体

1进行自动清洁，使用方便。为了便于装配，过滤盒4通过支脚45架置在集水区域12的内底壁

上，支脚45底部可通过螺钉固定在箱体1内底壁上，过滤盒4的顶部边缘具有竖向延伸的定

位柱46，喷淋臂2设于该定位柱46上。

[0032] 使用本实施例的清洗机清洗果蔬，第一次清洗时，切削刀5将沉积在箱体1底部的

果屑、枝叶等大体积杂物切割并经过滤盒4过滤后进入喷淋臂2，由于喷淋臂2出水孔21的孔

径大于过滤盒4上的进水孔43，因此，切割后的杂物碎屑会经出水孔21喷出而不会发生堵

塞，沉积在箱体1底壁上的泥沙被喷淋臂2中喷出的水冲刷，一次清洗完后带有杂物碎屑的

废水经排水口121排出；再依次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清洗，再清洗时，洗涤腔11中已经不含有

杂物，从而避免了二次污染，有利于提高清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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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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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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