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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

处理装置，涉及厨余垃圾技术领域。该厨房用固

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包括桶体，所述桶体的

顶部铰接有桶盖，且桶体的内腔下半部固定安装

有隔板，隔板的侧面与桶体的内壁固定连接，隔

板上固定安装有排液促进机构，且隔板的下方设

置有联合处理机构，桶体正面的底部穿插有排液

管，且排液管的内腔与桶体的内腔连通。该厨房

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垃圾投入桶内后率

先与排液促进机构接触，通过排液促进机构的形

状设计，使得垃圾收集至桶内后呈倾斜状放置，

垃圾盒或垃圾袋内的液体集中于一角，通过排液

促进机构对垃圾盒与垃圾袋表面进行升温促使

其融化形成破口，以便于将其中残留的液体进一

步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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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包括桶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桶体(1)的顶

部铰接有桶盖(2)，且桶体(1)的内腔下半部固定安装有隔板(3)，隔板(3)的侧面与桶体(1)

的内壁固定连接，隔板(3)上固定安装有排液促进机构(4)，且隔板(3)的下方设置有联合处

理机构(5)，桶体(1)正面的底部穿插有排液管(6)，且排液管(6)的内腔与桶体(1)的内腔连

通，排液管(6)位于桶体(1)外部的一端上固定安装有控制阀，隔板(3)底部的中部固定安装

有电热器(7)，隔板(3)内嵌装有贯穿自身上下两侧的环形网(8)；所述排液促进机构(4)包

括保温管(41)、第一导热杆(42)、固定锥桩(43)、第二导热杆(44)、发热头(45)、斜杆(46)、

膨胀囊(47)、第三导热杆(48)和拦网(49)，若干所述保温管(41)呈等距环绕状嵌装在环形

网(8)内，第一导热杆(42)横向穿插在保温管(41)内，且第一导热杆(42)的一端与电热器

(7)的输出端固定连接，若干固定锥桩(43)呈等距环绕状嵌装在环形网(8)的顶部，第二导

热杆(44)纵向穿插在固定锥桩(43)内，且第二导热杆(44)的底端与第一导热杆(42)的顶部

固定连接，发热头(45)固定连接在固定锥桩(43)的顶端，且发热头(45)的底部固定连接有

第二导热杆(44)的顶端，四个斜杆(46)为一组呈等距环绕状固定连接在固定锥桩(43)的表

面，膨胀囊(47)粘接在斜杆(46)顶部远离固定锥桩(43)的一侧，第三导热杆(48)固定连接

在斜杆(46)的底部，且第三导热杆(48)的顶端贯穿斜杆(46)的底部并延伸至膨胀囊(47)

内，第三导热杆(48)的底端贯穿固定锥桩(43)的表面并与第二导热杆(44)固定连接，每两

个相邻斜杆(46)之间均设置有拦网(49)，且拦网(49)的左右两侧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相邻

斜杆(46)的顶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拦网

(49)的顶部位于膨胀囊(47)的下方，且拦网(49)的底部与固定锥桩(43)之间的直线距离为

两厘米，膨胀囊(47)为具有记忆形变能力的热胀冷缩材料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合

处理机构(5)包括制冷器(51)、保护管套(52)、第一导温杆(53)、第二导温杆(54)、收集件

(55)和输送件(56)，所述制冷器(51)固定安装在桶体(1)背面的底部，保护管套(52)固定连

接在桶体(1)的内底部上，第一导温杆(53)穿插在保护管套(52)内，且第一导温杆(53)的后

端与制冷器(51)的输出端连接，若干第二导温杆(54)呈排状等距插接在保护管套(52)的顶

部，且第二导温杆(54)的底端与第一导温杆(53)的顶部固定连接，收集件(55)固定安装在

桶盖(2)的底部，输送件(56)固定安装在桶体(1)的内后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

件(55)包括固定盘(551)和收集槽(552)，所述固定盘(551)的顶部固定连接在桶盖(2)的底

部，收集槽(552)的形状呈蒲扇形，且收集槽(552)的右端贯穿固定盘(551)背面的底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

件(56)包括固定条(561)和输送槽(562)，所述固定条(561)的顶端具有柔性并向前弯折与

固定盘(551)的背面固定连接，输送槽(562)与收集槽(552)连通，固定条(561)的底端贯穿

隔板(3)的底部并延伸至其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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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厨余垃圾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厨余垃圾主要是指剩菜、剩饭、果皮、蛋壳、茶渣、肉骨头等。在居民日常生活及食

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垃圾，其主要来源为家庭厨房、餐厅、饭店、食

堂、市场及其他与食品加工有关的行业。厨余垃圾含有较高的水分与有机物，很容易腐坏，

产生恶臭，经过妥善处理和加工，可转化为新的资源，高有机物含量的特点使其经过严格处

理后可作为肥料、饲料，也可产生沼气用作燃料或发电，油脂部分则可用于制备生物燃料。

厨余垃圾在厨房内率先被垃圾桶收集，进行短暂的存放处理，其腐败程度受存放时间与环

境温度影响，厨余垃圾内含有的大量水分使得固体垃圾浸泡其中后有害细菌量与病菌滋生

速度加剧，对厨房空气质量以及室内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

[0003] 目前多数厨房用垃圾桶均具有简单的固液分离功能，但仅能够实现较为简单的固

液分离处理无法进一步对病菌与臭味的产生进行有效抑制，同时盛装过液体的软质盒与袋

子内的液体无法充分排出，导致固液分离效果不佳。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通过

促进固态垃圾中的液体排出，并对垃圾液体部分进行病菌滋生和臭味的抑制处理，达到对

厨房空气质量与人员健康的充分保障。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

圾处理装置，包括桶体，所述桶体的顶部铰接有桶盖，且桶体的内腔下半部固定安装有隔

板，隔板的侧面与桶体的内壁固定连接，隔板上固定安装有排液促进机构，且隔板的下方设

置有联合处理机构，桶体正面的底部穿插有排液管，且排液管的内腔与桶体的内腔连通，排

液管位于桶体外部的一端上固定安装有控制阀，隔板底部的中部固定安装有电热器，隔板

内嵌装有贯穿自身上下两侧的环形网。

[0006] 优选的，所述排液促进机构包括保温管、第一导热杆、固定锥桩、第二导热杆、发热

头、斜杆、膨胀囊、第三导热杆和拦网，若干所述保温管呈等距环绕状嵌装在环形网内，第一

导热杆横向穿插在保温管内，且第一导热杆的一端与电热器的输出端固定连接，若干固定

锥桩呈等距环绕状嵌装在环形网的顶部，第二导热杆纵向穿插在固定锥桩内，且第二导热

杆的底端与第一导热杆的顶部固定连接，发热头固定连接在固定锥桩的顶端，且发热头的

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导热杆的顶端，四个斜杆为一组呈等距环绕状固定连接在固定锥桩的

表面，膨胀囊粘接在斜杆顶部远离固定锥桩的一侧，第三导热杆固定连接在斜杆的底部，且

第三导热杆的顶端贯穿斜杆的底部并延伸至膨胀囊内，第三导热杆的底端贯穿固定锥桩的

表面并与第二导热杆固定连接，每两个相邻斜杆之间均设置有拦网，且拦网的左右两侧分

别固定连接在两个相邻斜杆的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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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拦网的顶部位于膨胀囊的下方，且拦网的底部与固定锥桩之间的直

线距离为两厘米，膨胀囊为具有记忆形变能力的热胀冷缩材料制成。

[0008] 优选的，所述联合处理机构包括制冷器、保护管套、第一导温杆、第二导温杆、收集

件和输送件，所述制冷器固定安装在桶体背面的底部，保护管套固定连接在桶体的内底部

上，第一导温杆穿插在保护管套内，且第一导温杆的后端与制冷器的输出端连接，若干第二

导温杆呈排状等距插接在保护管套的顶部，且第二导温杆的底端与第一导温杆的顶部固定

连接，收集件固定安装在桶盖的底部，输送件固定安装在桶体的内后壁。

[0009] 优选的，所述收集件包括固定盘和收集槽，所述固定盘的顶部固定连接在桶盖的

底部，收集槽的形状呈蒲扇形，且收集槽的右端贯穿固定盘背面的底部。

[0010] 优选的，所述输送件包括固定条和输送槽，所述固定条的顶端具有柔性并向前弯

折与固定盘的背面固定连接，输送槽与收集槽连通，固定条的底端贯穿隔板的底部并延伸

至其下方。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2] (1)、该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垃圾投入桶内后率先与排液促进机构接

触，通过排液促进机构的形状设计，使得垃圾收集至桶内后呈倾斜状放置，以便于垃圾盒或

垃圾袋内的液体集中于一角，通过排液促进机构的加热效果，对垃圾盒与垃圾袋表面进行

升温促使其融化形成破口，以便于将其中残留的液体进一步排出，达到充分的固液分离效

果。

[0013] (2)、该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通过联合处理机构对桶体内的垃圾水进

行充分处理，利用降温的方式延缓垃圾水内病菌的滋生速度，同时较低的环境温度使得垃

圾水部分趋向凝固，进而减少了经由其液表挥发出的气体分子，从而有效遏制了臭味的产

生，基于抑制细菌滋生与除臭的双配合效果，达到了对垃圾水部分的有效处理手段。

[0014] (3)、该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排液促进机构运作过程中由于加热的工

作方式，会造成垃圾表面的液体出现蒸发的情况，该部分被污染的水蒸气在升腾过程中与

桶盖底部联合处理机构的部分结构接触并被收集和导向，最终排入箱体内腔底部与分离出

的垃圾水被统一处理，从而避免了二次污染的情况出现。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结构右剖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图2中的A处结构放大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图2中收集件的仰视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输送件的正视图。

[0020] 图中：1桶体、2桶盖、3隔板、4排液促进机构、5联合处理机构、6排液管、7电热器、8

环形网、41保温管、42第一导热杆、43固定锥桩、44第二导热杆、45发热头、46斜杆、47膨胀

囊、48第三导热杆、49拦网、51制冷器、52保护管套、53第一导温杆、54第二导温杆、55收集

件、56输送件、551固定盘、552收集槽、561固定条、562输送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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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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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

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

在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3] 请参阅图1-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厨房用固液分离式垃圾处理装置，

包括桶体1，桶体1的顶部铰接有桶盖2，且桶体1的内腔下半部固定安装有隔板3，隔板3的侧

面与桶体1的内壁固定连接，隔板3上固定安装有排液促进机构4，且隔板3的下方设置有联

合处理机构5，桶体1正面的底部穿插有排液管6，且排液管6的内腔与桶体1的内腔连通，排

液管6位于桶体1外部的一端上固定安装有控制阀，隔板3底部的中部固定安装有电热器7，

隔板3内嵌装有贯穿自身上下两侧的环形网8。

[0024] 排液促进机构4包括保温管41、第一导热杆42、固定锥桩43、第二导热杆44、发热头

45、斜杆46、膨胀囊47、第三导热杆48和拦网49，若干保温管41呈等距环绕状嵌装在环形网8

内，第一导热杆42横向穿插在保温管41内，且第一导热杆42的一端与电热器7的输出端固定

连接，若干固定锥桩43呈等距环绕状嵌装在环形网8的顶部，第二导热杆44纵向穿插在固定

锥桩43内，且第二导热杆44的底端与第一导热杆42的顶部固定连接，发热头45固定连接在

固定锥桩43的顶端，且发热头45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导热杆44的顶端，四个斜杆46为一

组呈等距环绕状固定连接在固定锥桩43的表面，膨胀囊47粘接在斜杆46顶部远离固定锥桩

43的一侧，第三导热杆48固定连接在斜杆46的底部，且第三导热杆48的顶端贯穿斜杆46的

底部并延伸至膨胀囊47内，第三导热杆48的底端贯穿固定锥桩43的表面并与第二导热杆44

固定连接，每两个相邻斜杆46之间均设置有拦网49，且拦网49的左右两侧分别固定连接在

两个相邻斜杆46的顶面，拦网49的顶部位于膨胀囊47的下方，且拦网49的底部与固定锥桩

43之间的直线距离为两厘米，膨胀囊47为具有记忆形变能力的热胀冷缩材料制成。

[0025] 联合处理机构5包括制冷器51、保护管套52、第一导温杆53、第二导温杆54、收集件

55和输送件56，制冷器51固定安装在桶体1背面的底部，保护管套52固定连接在桶体1的内

底部上，第一导温杆53穿插在保护管套52内，且第一导温杆53的后端与制冷器51的输出端

连接，若干第二导温杆54呈排状等距插接在保护管套52的顶部，且第二导温杆54的底端与

第一导温杆53的顶部固定连接，收集件55固定安装在桶盖2的底部，输送件56固定安装在桶

体1的内后壁，收集件55包括固定盘551和收集槽552，固定盘551的顶部固定连接在桶盖2的

底部，收集槽552的形状呈蒲扇形，且收集槽552的右端贯穿固定盘551背面的底部，输送件

56包括固定条561和输送槽562，固定条561的顶端具有柔性并向前弯折与固定盘561的背面

固定连接，输送槽562与收集槽552连通，固定条561的底端贯穿隔板3的底部并延伸至其下

方。

[0026] 使用时，打开桶盖2将垃圾丢入桶体1内，垃圾盒与垃圾袋积攒于拦网49内，通过斜

杆46倾斜状的设计方式，垃圾盒与垃圾袋同样呈倾斜状，其中残留的液体积攒于自身底部

一角，电热器7运作产生高温并将温度经由第一导热杆42和第二导热杆44传递至发热头45，

发热头45与垃圾盒或垃圾袋接触并使其表面融化，其中残留的液体经由破口流出并穿过环

形网8积攒于桶体1的内腔底部，部分温度经由第三导热杆48传递至膨胀囊47使其膨胀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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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垃圾盒与垃圾袋以促进其中残留的液体排出，在加热过程中垃圾表面的水分蒸发形成水

蒸气升腾并与固定盘551接触，经由收集槽552将冷凝后的垃圾水珠排入输送槽562内使其

沿固定条561排入桶体1的内腔底部，制冷器51运作将低温经由第一导温杆53和第二导温杆

54传递至垃圾水中，使得垃圾水温度降低减缓其细菌滋生速度同时遏制臭味，需要对桶体1

进行清理时可打开控制阀将垃圾水经由排液管6排出，再打开桶盖2将固体垃圾倒出。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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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014250 B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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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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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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