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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式过滤组件及洗菜盆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组合式过滤组件及洗

菜盆，属于厨房用品技术领域。该组合式过滤组

件包括下层滤网及上层滤网，所述上层滤网能够

嵌套于所述下层滤网内，所述上层滤网上设置有

用于提拉所述上层滤网的提拉柄。当所述上层滤

网堵塞后，通过所述提拉柄，向上稍微提拉并晃

动所述上层滤网，使液体顺利下流，渣滓被截留

在上层滤网上方，无需将手伸入液体中，即可实

现快速扰动，加速液体排出，实现对所述上层滤

网的快速清理，使用方便。实际使用过程中，所述

下层滤网几乎不会被堵塞，液体排放干净后，及

时对下层滤网进行清洗即可，便捷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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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式过滤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层滤网及上层滤网，所述上层滤网能够嵌

套于所述下层滤网内，所述上层滤网上设置有用于提拉所述上层滤网的提拉柄；所述提拉

柄包括连接杆及提拉杆，所述连接杆的一端连接所述上层滤网，所述提拉杆竖直向上设置，

且下端连接所述连接杆远离所述上层滤网的一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滤网的数量为至少一

个。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滤网的深度小于所述下

层滤网的深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滤网上端设置有第一支

撑沿，所述上层滤网的上端设置有第二支撑沿，所述第二支撑沿能够叠落于所述第一支撑

沿上。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支撑沿的内侧设置有滤

网盖盖合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滤网能够与所述下层滤

网可拆卸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滤网的内侧设置有至少

一个第一连接片，所述上层滤网的外侧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二连接片，所述上层滤网转动，所

述第二连接片能够与所述第一连接片卡合。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滤网的孔径大于所述上

层滤网的孔径。

9.一种洗菜盆，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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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式过滤组件及洗菜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厨房用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组合式过滤组件及洗菜盆。

背景技术

[0002] 洗菜盆是厨房必备用品之一，通常由盆体及设置在盆体底部的过滤网和排水管组

成。洗菜盆不仅仅被用于洗菜，实际使用时，也常常被当做洗碗盆，一些汤汁类剩菜或泔水

也经常被倾倒于洗菜盆中，导致洗菜盆盆底处的过滤网容易堵塞。尤其地，当泥土或饭菜残

渣将过滤网堵塞时，脏水不能被顺利通过排水管排掉，需要将手伸入脏水中，提起过滤网或

清理滤网中的杂质，使用不方便。且在提起过滤网进行清理时，脏水不受约束地排入排水管

中，脏水中漂浮的大块杂质随水流进入排水管，容易造成排水管堵塞。

[0003] 现有技术中，如专利号为201721684663.5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便于清

除滤物的双层滤网洗菜盆，在洗菜盆的盆底设置一级滤网，并在下水管接头处设置二级滤

网，上述洗菜盆虽然能够防止在清理一级滤网时，水中的杂质进入排水管，造成排水管堵

塞，但是当一级滤网堵塞后，依然需要将手伸入到脏水中，对一级滤网进行清理或提出一级

滤网，使用不方便，且二级滤网清理较困难。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组合式过滤组件及洗菜盆，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

在的洗菜盆过滤网堵塞后，需要将手伸入脏水中进行清理，使用不方便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组合式过滤组件，包括下层滤网及上层滤网，所述上层滤网能够嵌套于所述

下层滤网内，所述上层滤网上设置有用于提拉所述上层滤网的提拉柄。

[0007] 优选地，所述下层滤网的数量为至少一个。

[0008] 优选地，所述提拉柄包括连接杆及提拉杆，所述连接杆的一端连接所述上层滤网，

所述提拉杆竖直向上设置，且下端连接所述连接杆远离所述上层滤网的一端。

[0009] 优选地，所述上层滤网的深度小于所述下层滤网的深度。

[0010] 优选地，所述下层滤网上端设置有第一支撑沿，所述上层滤网的上端设置有第二

支撑沿，所述第二支撑沿能够叠落于所述第一支撑沿上。

[0011] 优选地，所述第二支撑沿的内侧设置有滤网盖盖合部。

[0012] 优选地，所述上层滤网能够与所述下层滤网可拆卸连接。

[0013] 优选地，所述下层滤网的内侧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一连接片，所述上层滤网的外侧

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二连接片，所述上层滤网转动，所述第二连接片能够与所述第一连接片

卡合。

[0014] 优选地，所述下层滤网的孔径大于所述上层滤网的孔径。

[0015] 一种洗菜盆，包括如上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

[0016]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组合式过滤组件及洗菜盆，其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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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是：设置下层滤网、上层滤网，上层滤网嵌套于下层滤网内，上层滤网上设置用于提拉

所述上层滤网的提拉柄。将上述组合式过滤组件设置于无法卸料的容器内，尤其是设置于

洗菜盆底部，当上层滤网被堵塞后，容器内积存大量的含有渣滓的液体，首先通过所述提拉

柄，向上稍微提拉并晃动所述上层滤网，使液体顺利下流，渣滓被截留在上层滤网上方，随

液体从上层滤网和下层滤网侧边的缝隙流下的渣滓则被所述下层滤网截留。当所述上层滤

网堵塞严重时，通过所述提拉柄，直接将所述上层滤网提出进行清理，此时，在所述下层滤

网的作用下，渣滓被截留，防止在清理过滤网时，渣滓进入排水管中，堵塞排水管。使用本实

用新型提供的组合式过滤组件，当所述上层滤网堵塞后，无需将手伸入液体中，即可实现快

速扰动，加速液体排出，实现对所述上层滤网的快速清理，使用方便。实际使用过程中，所述

下层滤网几乎不会被堵塞，液体排放干净后，及时对下层滤网进行清洗即可，便捷性高。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组合式过滤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组合式过滤组件的剖面示意图。

[0019] 图3是组合式过滤组件的爆炸图。

[0020] 图4是组合式过滤组件的爆炸图的剖视图。

[0021] 图5是一使用状态下，组合式过滤组件的剖面示意图。

[0022] 图6是又一使用状态下，组合式过滤组件的剖面示意图。

[0023] 图中：组合式过滤组件10、下层滤网100、第一支撑沿110、第一连接片120、上层滤

网200、第二支撑沿210、滤网盖盖合部211、第二连接片220、提拉柄300、连接杆310、提拉杆

3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本实用新型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以及技术效果做进一步的

详细阐述。

[0025] 请参看图1，一具体实施方式中，一种组合式过滤组件10，安装于堵塞后无法卸料

的容器内，例如，安装在洗菜盆的底部，包括下层滤网100及上层滤网200，所述上层滤网200

能够嵌套于所述下层滤网100内，所述上层滤网200上设置有用于提拉所述上层滤网200的

提拉柄300。

[0026] 具体的，所述下层滤网100与标准滤网等大或较标准滤网大（则此时需要调节容器

的下水口处的口径），所述上层滤网200相比所述下层滤网较小，从而使所述上层滤网200能

够嵌套于所述下层滤网100内。将上述组合式过滤组件10设置于无法卸料的容器内，例如设

置于洗菜盆底部，当上层滤网200被堵塞后，容器内积存大量的含有渣滓的液体。首先通过

所述提拉柄300，向上稍微提拉并晃动所述上层滤网200，使液体顺利下流，渣滓被截留在上

层滤网200上方，随液体从所述上层滤网200和所述下层滤网100侧边的缝隙流下的渣滓则

被所述下层滤网100截留。当所述上层滤网200堵塞严重时，通过所述提拉柄300，直接将所

述上层滤网200提出进行清理。此时，在所述下层滤网100的作用下，渣滓被截留，防止在清

理过滤网时，渣滓进入排水管中，堵塞排水管。使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组合式过滤组件10，

当所述上层滤网200堵塞后，无需将手伸入液体中，即可实现快速扰动，加速液体排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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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述上层滤网200的快速清理，使用方便。实际使用过程中，所述下层滤网100几乎不会被

堵塞，液体排放干净后，及时对所述下层滤网100进行清洗即可，便捷性高。

[0027] 当然，为进一步防止在清理所述上层滤网200时，所述下层滤网100被堵塞，难以清

理，所述下层滤网100的数量为至少一个。即所述下层滤网100可为相互嵌套的多个滤网。考

虑实际使用，一般地，设置一个所述下层滤网100即可满足需求，且不会占用较大的底部空

间。

[0028] 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提拉柄300包括连接杆310及提拉杆320，所述连接杆310的

一端连接所述上层滤网200，所述提拉杆320竖直向上设置，且下端连接所述连接杆310远离

所述上层滤网200的一端。即所述连接杆310与所述提拉杆320形成一角形的提拉柄300，实

际使用时，所述连接杆310紧贴或靠近容器的底部，所述提拉杆320紧贴或靠近容器的侧壁，

从而一方面方便将所述上层滤网200取出，另一方面，减少所述提拉柄300的空间占用，保证

容器的正常使用空间。值得说明的是，所述提拉柄300可设置多个，例如，为方便将所述上层

滤网200取出，两个所述提拉柄300对称设置于所述上层滤网200的两侧。

[0029] 请一并参看图2，又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上层滤网200的深度小于所述下层滤网

100的深度。也就是说，当所述上层滤网200嵌套于所述下层滤网100内时，所述上层滤网200

的底部与所述下层滤网100的底部形成一用于截留渣滓的空腔，当所述上层滤网200被取出

清理时，短时间内的渣滓被截留在空腔内，而不会影响所述上层滤网200的正常回装。作为

优选，所述上层滤网200的底部可设置有若干扰动凸起，用于在所述下层滤网100堵塞后，通

过所述扰动凸起，扰动所述下层滤网100上截留的渣滓，保证液体能够正常排出。

[0030] 请一并参看图3与图4，再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下层滤网100上端设置有第一支撑

沿110，所述上层滤网200的上端设置有第二支撑沿210，所述第二支撑沿210能够叠落于所

述第一支撑沿110上。即正常使用时，所述上层滤网200与所述下层滤网100的底部及侧边具

有一定的间隙，但是上端通过所述第二支撑沿210与所述第一支撑沿110实现密封，使得液

体或渣滓首先仅能通过所述上层滤网，难以进入所述下层滤网。

[0031]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支撑沿210的内侧设置有滤网盖盖合部211，即所述第二支撑

沿210的内侧开设有若干密封槽，所述密封槽用于承接滤网盖，保持槽中的水难以下流。

[0032] 请一并参看图5与图6，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上层滤网200能够与所述下层滤网

100可拆卸连接。即所述上层滤网200能够方便与所述下层滤网100连接，并方便快速分离。

例如，所述上层滤网200与所述下层滤网100螺纹连接或卡扣连接。

[0033] 作为优选，所述下层滤网100的内侧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一连接片120，所述上层滤

网200的外侧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二连接片220，所述上层滤网200转动，所述第二连接片220

能够与所述第一连接片卡合120。具体地，所述下层滤网100的内侧设置有两个或三个所述

第一连接片120，所述上层滤网200的外侧设置有两个或三个所述第二连接片220，相邻两个

所述第一连接片120之间的距离大于所述第二连接片220的宽度。当所述上层滤网200嵌套

于所述下层滤网100内时，所述第二连接片220位于所述第一连接片120的下方。转动所述上

层滤网100，所述第二连接片220能够与所述第一连接片卡合120，实现所述上层滤网200与

所述下层滤网100的快速连接，方便清理所述下层滤网100。或者所述第二连接片220能够位

于相邻两个所述第一连接片120直接，便于将所述上层滤网200与所述下层滤网100分离，单

独清理所述上层滤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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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一实施例中，所述下层滤网100的孔径大于所述上层滤网200的孔径，以保证在所

述上层滤网200堵塞前，所述下层滤网100时刻保持通畅状态。

[0035] 又一具体实施方式中，一种洗菜盆，包括如上所述的组合式过滤组件10。

[0036]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

之权利范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流程，并依本实

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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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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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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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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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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