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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食具消毒柜，包括前侧开口

的消毒内胆，该消毒内胆的底部设置有加热装

置，该消毒内胆中上下设置有上抽屉和下抽屉，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抽屉的底部分别设置有

冷凝导水层，该冷凝导水层具有朝上开口的集水

槽；导水弧面，能将滴至其上的水滴导入上述集

水槽中；冷凝腔，热气进入冷凝腔后被冷凝再加

热通过出气导水孔分别将冷凝水和热气导入集

水槽中；以及通风间隙，供导入集水槽中的热气

由下至上逸出。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中通过

冷凝导水层能通过冷凝腔和集水槽对热气中的

湿气进行冷凝并对冷凝水进行收集，这样经干燥

后的热气对餐具的烘干效果更好，从而提升烘

干、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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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食具消毒柜，包括前侧开口的消毒内胆(1)，该消毒内胆(1)的底部设置有加热

装置(8)，该消毒内胆(1)中上下设置有上抽屉(11)和下抽屉(12)，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

抽屉(11，12)的底部分别设置有冷凝导水层(2)，该冷凝导水层(2)具有

集水槽(210)，其朝上开口；

导水弧面(2210)，位于上述集水槽(210)上方的一侧并朝上凸起，能将滴至其上的水滴

导入上述集水槽(210)中；

冷凝腔(220)，位于上述集水槽(210)上方的一侧，其内部设置有冷凝片(5)，底壁上开

设有进气孔(25)，而其侧壁上开设有与上述集水槽(210)内部相通的出气导水孔(24)，热气

进入冷凝腔(220)后被冷凝再加热通过出气导水孔(24)分别将冷凝水和热气导入集水槽

(210)中；以及

通风间隙(23)，位于上述集水槽(210)的开口的上方，供导入集水槽(210)中的热气由

下至上逸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具消毒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凝腔(220)的形状呈长条状，其

被沿其长度方向间隔均设的冷凝片(5)分隔为多个冷凝小室(2200)，且相邻冷凝片(5)中，

其中一块冷凝片(5)的冷面与另一冷凝片(5)的热面相对，各冷凝小室(2200)分别具有上述

进气孔(25)和出气导水孔(24)。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食具消毒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凝腔(220)的横截面的形状呈

中间大两端小并左右对称，该冷凝腔(220)的顶面呈圆弧状，而底面的中部呈平面状并布设

有上述进气孔(25)，底面的两侧分别由上向下朝外倾斜，两侧侧壁的下端分别开设有上述

出气导水孔(24)。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具消毒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内胆(1)中设置有紫外线灯

(6)，而各上述冷凝导水层(2)中暴露在外的表面均为反光面。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食具消毒柜，其特征在于，各所述冷凝导水层(2)均包

括集水罩(21)和冷凝罩(22)，该集水罩(21)和冷凝罩(22)均沿对应抽屉的左右或前后方向

延伸，同时，各冷凝导水层(2)中的集水罩(21)和冷凝罩(22)分别沿对应抽屉的前后或左右

方向间隔均设，

并且，各集水罩(21)均朝上开口，而各冷凝罩(22)均朝下开口并分别位于集水罩(21)

的上方，各集水罩(21)的两端封口而使其内腔分别形成上述集水槽(210)，各冷凝罩(22)均

沿其长度方向上下包括上罩板(221)和下罩板(222)，该上、下罩板(221，222)围成上述冷凝

腔(220)，其中，上罩板(221)的横截面呈圆弧状，其顶面构成上述导水弧面(2210)，而各相

邻的冷凝罩(22)之间的间隙构成上述通风间隙(23)。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食具消毒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储水组件(3)，该储水组件(3)

分别位于各上述冷凝导水层(2)的下方，各储水组件(3)均包括接水管(31)和储水管(32)，

该储水管(32)的延伸方向与集水罩(21)的延伸方向相垂直，接水管(31)沿储水管(32)的长

度方向间隔设置在储水管(32)的顶部并与上述集水槽(210)一一对应，各接水管(31)的一

端与储水管(32)连通，另一端分别设置有接水罩(311)，而各接水罩(311)的罩口分别与开

设在对应集水罩(21)底壁上的导水孔(211)上下正对。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食具消毒柜，其特征在于，各所述储水管(32)均沿对应抽屉的前

后方向设置，各储水管(32)的两端管口上分别设置有前堵头(33)和后堵头(34)，且各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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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32)的前后端分别通过前安装架(35)和后安装架(36)安装在对应抽屉的底部前端和后

端。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食具消毒柜，其特征在于，各所述冷凝导水层(2)还分别包括组

装架(4)，该组装架(4)包括组装横杆(41)，该组装横杆(41)上分别间隔设置有第一连接柱

(42)和第二连接柱(43)，且各第一连接柱(42)与冷凝罩(22)一一对应，而第二连接柱(43)

与集水罩(21)一一对应，且各第一连接柱(42)分别与对应的冷凝罩(22)的顶部固定，而第

二连接柱(43)分别与对应的集水罩(21)的底壁固定，上述组装横杆(41)上还固定有安装柱

(44)，该安装柱(44)与对应抽屉的底部可脱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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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具消毒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用电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食具消毒柜。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食具消毒柜中一般包括上下两层抽屉，上、下抽屉中均可放置待消毒的餐

具。现有的消毒柜中上、下抽屉一般上下设置在贯穿的腔室中，消毒烘干时对两层的餐具同

时进行处理。目前的食具消毒柜中一般没有接水装置，清洗完的餐具表面会残留水滴，将抽

屉拉出放置清洗后的餐具时，餐具上水滴会通过抽屉上的拉篮而滴落在地面上，并且放置

餐具后的抽屉被推回至消毒内胆后，餐具上的水滴会滴至消毒内胆的内底面上，长期使用

后会导致消毒内胆的内底面留下污迹，并且该污迹经反复回湿、烘干后难以清理。同时，上

抽屉中餐具上的水滴会滴至下抽屉上，不仅增加下抽屉上的餐具烘干所需的时间，而且如

果上层餐具未清洗干净或者上层餐具被污染，则上层餐具上的水滴滴至下层餐具上会造成

下层餐具的污染。

[0003] 现有的消毒柜中加热管一般设置在消毒内胆的底部，其顶面与消毒内胆的底面直

接接触，这样加热管通过热辐射的方式将热量传递至内胆中，从而实现高温杀菌、快速分解

臭氧的目的，同时利用热空气烘干餐具表面及内胆，使得餐具处于干燥的环境中，而干燥环

境能有效预防细菌生长。然而，由于下抽屉更接近加热管，因此会导致上、下抽屉所处的温

场不均匀，从而影响消毒效果和烘干效果。若在各层抽屉的下方设置接水盒，虽然通过接水

盒能收集餐具表面的水滴，但是会加剧上、下抽屉气流不畅，进一步影响上层抽屉的消毒效

果和烘干效果。此外，由于清洗后的餐具表面残留水滴，水滴被加热成水蒸气后使得消毒内

胆中的湿气飙升，进而影响对餐具的烘干速度以及消毒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而提供一种烘干效率高的食

具消毒柜。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而提供一种能收集餐具表面

的水滴的食具消毒柜。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食具消毒柜，包括前侧开口

的消毒内胆，该消毒内胆的底部设置有加热装置，该消毒内胆中上下设置有上抽屉和下抽

屉，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抽屉的底部分别设置有冷凝导水层，该冷凝导水层具有

[0007] 集水槽，其朝上开口；

[0008] 导水弧面，位于上述集水槽上方的一侧并朝上凸起，能将滴至其上的水滴导入上

述集水槽中；

[0009] 冷凝腔，位于上述集水槽上方的一侧，其内部设置有冷凝片，底壁上开设有进气

孔，而其侧壁上开设有与上述集水槽内部相通的出气导水孔，热气进入冷凝腔后被冷凝再

加热通过出气导水孔分别将冷凝水和热气导入集水槽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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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通风间隙，位于上述集水槽的开口的上方，供导入集水槽中的热气由下至上逸出。

[0011] 为使进入冷凝腔的热气能被更好地被冷凝再加热，所述冷凝腔的形状呈长条状，

其被沿其长度方向间隔均设的冷凝片分隔为多个冷凝小室，且相邻冷凝片中，其中一块冷

凝片的冷面与另一冷凝片的热面相对，各冷凝小室分别具有上述进气孔和出气导水孔。

[0012] 进一步，为使冷凝腔中被冷凝再加热的热气以及冷凝产生的冷凝水能更好地被导

入集水槽中，所述冷凝腔的横截面的形状呈中间大两端小并左右对称，该冷凝腔的顶面呈

圆弧状，而底面的中部呈平面状并布设有上述进气孔，底面的两侧分别由上向下朝外倾斜，

两侧侧壁的下端分别开设有上述出气导水孔。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消毒内胆中设置有紫外线灯，而各上述冷凝导水层中暴露在外的

表面均为反光面。这样照射至冷凝导水层上的紫外线能被冷凝导水层外表面上的反光面反

射、聚焦，从而增大紫外线的照射范围和增强其照射强度，进而增强紫外线的消毒效果。

[0014] 上述冷凝导水层可有多种具体的实现方式，优选地，本发明中各所述冷凝导水层

均包括集水罩和冷凝罩，该集水罩和冷凝罩均沿对应抽屉的左右或前后方向延伸，同时，各

冷凝导水层中的集水罩和冷凝罩分别沿对应抽屉的前后或左右方向间隔均设，并且，各集

水罩均朝上开口，而各冷凝罩均朝下开口并分别位于集水罩的上方，各集水罩的两封口而

使其内腔分别形成上述集水槽，各冷凝罩均沿其长度方向上下包括上罩板和下罩板，该上、

下罩板围成上述冷凝腔，其中，上罩板的横截面呈圆弧状，其顶面构成上述导水弧面，而各

相邻的冷凝罩之间的间隙构成上述通风间隙。

[0015] 进一步，为能更好地处理被收集在集水槽中的水(包括两部分：餐具上滴落的水以

及热气被冷凝后产生的冷凝水)，优选地，还包括储水组件，该储水组件分别位于各上述冷

凝导水层的下方，各储水组件均包括接水管和储水管，该储水管的延伸方向与集水罩的延

伸方向相垂直，接水管沿储水管的长度方向间隔设置在储水管的顶部并与上述集水槽一一

对应，各接水管的一端与储水管连通，另一端分别设置有接水罩，而各接水罩的罩口分别与

开设在对应集水罩底壁上的导水孔上下正对。

[0016] 为方便用户对储存于储水管中的水进行处理，各所述储水管均沿前后方向设置，

各储水管的两端管口上分别设置有前堵头和后堵头，且各储水管的前后端分别通过前安装

架和后安装架安装在对应抽屉的底部前端和后端。

[0017] 为使各冷凝导水层能更加稳固地被安装在对应的抽屉底部，各所述冷凝导水层还

分别包括组装架，该组装架包括组装横杆，该组装横杆上分别间隔设置有第一连接柱和第

二连接柱，且各第一连接柱与冷凝罩一一对应，而第二安装柱与集水罩一一对应，且各第一

连接柱分别与对应的冷凝罩的顶部固定，而第二安装柱分别与对应的集水罩的底壁固定，

上述组装横杆上还固定有安装柱，该安装柱与对应抽屉的底部可脱卸连接。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清洗后的餐具放入各抽屉后，餐具上的水滴

朝下滴落，其中滴落至集水槽开口处的水滴可直接进入集水槽中被收集，而滴落至导水弧

面上的水滴则通过导水弧面被导入集水槽中，从而能避免上抽屉中餐具上的水滴滴至下抽

屉上以及上、下抽屉上的水滴滴至消毒内胆的内底面上，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0019] 上述加热装置设置在消毒内胆的底部，因此能通过热辐射的作用对消毒内胆底壁

进行加热，而被加热后的消毒内胆底壁又通过热传递的方式加热消毒内胆中底部的空气。

根据烟囱效应，空气由于温度差而产生空气密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压力差，继而使得空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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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差的作用下由下至上流动。因此本发明中加热装置对内胆中底部的空气进行加热，产

生的热气因压力差而上升，在消毒内胆中形成由下至上的热流场。热气在上升过程中通过

冷凝腔底部的进气孔进入冷凝腔中，热气中的水蒸气在冷凝腔中被冷凝片的冷面冷凝而形

成冷凝水，而热气的其他部分则被冷暖片的热面再加热后通过出气导水孔导入集水槽中，

同时冷凝腔中的冷凝水也可通过出气导水孔进入集水槽中，最后导入集水槽的热气通过通

风间隙继续向上升。可见本发明中通过冷凝导水层能通过冷凝腔和集水槽对热气中的湿气

进行冷凝并对冷凝水进行收集，这样经干燥后的热气对餐具的烘干效果更好，从而提升烘

干、消毒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消毒柜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消毒柜的剖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上抽屉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图3的另一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上抽屉的剖视图；

[0025] 图6为图4中A部分的放大图；

[0026] 图7为图5中B部分的放大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上抽屉的另一剖视图；

[0028] 图9为图8中C部分的放大图；

[0029]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冷凝罩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1] 如图1～10所示，一种食具消毒柜，包括前侧开口的消毒内胆1，该消毒内胆1的底

部设置有加热装置8，本实施例中该加热装置8为电热管。上述消毒内胆1中上下设置有上抽

屉11和下抽屉12，本实施例中上述上、下抽屉11，12的底部分别设置有冷凝导水层2，各冷凝

导水层2均具有朝上开口的集水槽210、导水弧面2210、冷凝腔220以及通风间隙23。其中，上

述导水弧面2210位于上述集水槽210上方的一侧并朝上凸起并用于将水滴导入上述集水槽

210中，冷凝腔220位于集水槽210上方的一侧，该冷凝腔220中设置有冷凝片5，底壁上开设

有进气孔25，而其侧壁上开设有与上述集水槽210内部相通的出气导水孔24，气流进入冷凝

腔220后被冷凝片5的冷面冷凝而被冷凝片5的热面再加热，通风间隙23位于上述集水槽210

的开口的上方，供导入集水槽210中的热气流由下至上逸出。本实施例中由于上、下抽屉11,

12的结构相同，因此图3和图5中仅示意了上抽屉11的结构。

[0032] 这样清洗后的餐具放入各抽屉后，餐具上的水滴朝下滴落，其中滴落至集水槽210

开口处的水滴可直接进入集水槽210中被收集，而滴落至导水弧面2210上的水滴则通过该

导水弧面2210被导入集水槽210中，从而能避免上抽屉11中餐具上的水滴滴至下抽屉12上

以及上、下抽屉11，12上的水滴滴至消毒内胆1的内底面上，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0033] 上述加热装置8设置在消毒内胆1的底部，因此能通过热辐射的作用对消毒内胆1

底壁进行加热，而被加热后的消毒内胆1底壁又通过热传递的方式加热消毒内胆1中底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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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根据烟囱效应，空气由于温度差而产生空气密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压力差，继而使得

空气在压力差的作用下由下至上流动。因此本发明中加热装置8对内胆1中底部的空气进行

加热，产生的热气因压力差上升，在消毒内胆1中形成由下至上的热流场。热气在上升过程

中通过冷凝腔220底部的进气孔25进入冷凝腔220中，热气中的水蒸气在冷凝腔220中被冷

凝片5的冷面冷凝而形成冷凝水，而热气的其他部分则被冷凝片5的热面再加热后通过出气

导水孔24导入集水槽210中，同时冷凝腔220中的冷凝水也可通过出气导水孔24进入集水槽

210中，最后导入集水槽210的热气通过通风间隙23继续向上升。可见本发明中的冷凝导水

层2能通过冷凝腔220和集水槽210对热气中的水蒸气进行冷凝并对冷凝水进行收集，这样

经干燥后的热气对餐具的烘干效果更好，从而提升烘干、消毒效果。

[0034] 为使进入冷凝腔220的热气能被更好地被冷凝再加热，本实施例中，上述冷凝腔

220的形状呈长条状，其被沿其长度方向间隔均设冷凝片5分隔为多个冷凝小室2200，且相

邻冷凝片5中，其中一块冷凝片5的冷面与另一冷凝片5的热面相对，各冷凝小室2200分别具

有上述进气孔25和出气导水孔24。这样能使进入各冷凝小室2200的热气能更好地被冷凝片

5的冷面冷凝，同时被另一冷凝片5的热面再加热。进一步，为使冷凝腔220中被冷凝再加热

的热气以及冷凝产生的冷凝水能更好地被导入集水槽210中，冷凝腔220的横截面的形状呈

中间大两端小并左右对称，该冷凝腔220的顶面呈圆弧状，而底面的中部呈平面状并布设有

上述进气孔25，底面的两侧分别由上向下朝外倾斜，两侧侧壁的下端分别开设有上述出气

导水孔24。这样由下至上的热气经过进气孔25进入冷凝小室2200中，经两端的冷凝片5的冷

面和热面的冷凝再加热后，冷凝水沿冷凝小室2200底壁两侧的斜面被导入对应的集水槽

210中，而热气经过冷凝小室2200的顶面的导向后分别进入两侧的集水槽210中。

[0035] 上述冷凝导水层2可有多种具体的实现方式，本实施例中，各上述冷凝导水层2均

包括集水罩21和冷凝罩22，该集水罩21和冷凝罩22均沿对应抽屉的左右方向延伸，同时，各

冷凝导水层2中的集水罩21和冷凝罩22分别沿对应抽屉的前后方向间隔均设，并且，各集水

罩21均朝上开口，而各冷凝罩22均朝下开口并分别位于集水罩21的上方，即各集水罩21和

各冷凝罩22前后间隔以及上下交错设置，各集水罩21的两封口而使其内腔分别形成上述集

水槽210，各冷凝罩22均沿其长度方向上下包括上罩板221和下罩板222，该上、下罩板221，

222围成上述冷凝腔220，其中，上罩板221的横截面呈圆弧状，其顶面构成上述导水弧面

2210，而各相邻的冷凝罩22之间的间隙构成上述通风间隙23。

[0036] 进一步，为能更好地处理被收集在集水槽210中的水(包括两部分：餐具上滴落的

水以及热气被冷凝后产生的冷凝水)，因此还包括储水组件3，各储水组件3分别位于上述冷

凝导水层2的下方，各储水组件3分别包括接水管31和储水管32，该储水管32沿冷凝导水层2

的前后方向延伸，各接水管31沿储水管32的长度方向间隔设置在储水管32的顶部并与上述

集水槽210一一对应，各接水管31的一端与储水管32连通，另一端分别设置有接水罩311，而

各接水罩311分别与开设在对应集水罩21底壁上的导水孔211上下正对。这样各集水槽210

中的水能通过接水管31进入储水管32中，为方便用户对储存于储水管32中的水进行处理，

各储水管32的两端管口上分别设置有前堵头33和后堵头34，且各储水管32的前后端分别通

过前安装架35和后安装架36安装在对应抽屉的底部前端和后端。本实施例中，上述前安装

架35和后安装架36上分别具有与储水管32的前后端分别对应的前安装孔(未示出)和后安

装孔(未示出)，当需要清理储水管32中的水时，只需将储水管32从后至前依次从后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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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前安装孔中拉出即可，储水管32被取出后，取下其中一端堵头，将储水管32中水倒出，

为下一次消毒过程中的接水储水做准备。本实施例中，为使储水管32的安装结构更加稳固，

该储水管32的前后两端的截面均呈方形，相应地，上述前、后安装孔的形状也均呈方形。

[0037] 上述消毒内胆1中设置有紫外线灯6，本实施例中该紫外线灯6为两个并上下设置

在消毒内胆1的背板上。各抽屉放置待消毒的餐具后，各餐具之间的间隙是紫外线消毒的死

角，因此，本实施例中，而各冷凝导水层2的中暴露在外的表面均为反光面，这样照射至冷凝

导水层2上的紫外线能被冷凝导水层2外表面上的反光面反射、聚焦，从而增大紫外线的照

射范围和增强其照射强度，进而增强紫外线的消毒效果。具体地，本实施例中上述集水罩21

和冷凝罩22的内表面以及外表面均为反光面。此外，本实施例中，通过上述冷凝腔220对热

气进行干燥，能进一步促进紫外线的消毒作用。

[0038] 为使各冷凝导水层2能更加稳固地被安装在对应的抽屉底部，本实施例中，各所述

冷凝导水层2还分别包括组装架4，各组装架4均包括沿冷凝导水层2长度方向设置的组装横

杆41，该组装横杆41上分别间隔设置有第一连接柱42和第二连接柱43，且各第一连接柱42

与冷凝罩22一一对应，而第二安装柱44与集水罩21一一对应，且各第一连接柱42分别与对

应的冷凝罩22的顶部固定，而第二安装柱44分别与对应的集水罩21的底壁固定，上述组装

横杆41上还固定有安装柱44，该安装柱44与对应抽屉的底部可脱卸连接。本实施例中，该安

装柱44为三根，分别设置在上述组装横杆41的中部和两端，且各安装柱44的自由端分别通

过卡扣的方式卡入对应抽屉底部的卡扣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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