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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

置，包括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所述垃圾粉碎

处理装置本体的侧壁安装有控制按钮，且控制按

钮通过电导体连接到外接电源，所述垃圾粉碎处

理装置本体上安装有垃圾预处理装置和垃圾粉

碎装置，且垃圾预处理装置位于垃圾粉碎装置的

上方，所述垃圾粉碎装置的底部安装有固定座。

本发明结构简单，设计巧妙，使用方便，垃圾预处

理装置进行初步的粉碎，再通过垃圾粉碎装置进

行进一步的粉碎，粉碎效果更好，并且可以对碎

料和污水进行分离，方便粉碎后垃圾的处理以及

倒置，可以对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进行缓解。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6513141 B

2019.03.19

CN
 1
06
51
31
41
 B



1.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包括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

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的侧壁安装有控制按钮(2)，且控制按钮(2)通过电导体连接到

外接电源，所述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内安装有垃圾预处理装置(3)和垃圾粉碎装置

(4)，且垃圾预处理装置(3)位于垃圾粉碎装置(4)的上方，所述垃圾粉碎装置(4)的底部安

装有固定座(5) ,所述垃圾预处理装置(3)包括置于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内部的垃圾

导入槽(31)，所述垃圾导入槽(31)的上端安装有垃圾倒入口(32)，且垃圾倒入口(32)延伸

到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的侧壁，所述垃圾导入槽(31)的下端安装有竖直的垃圾导出

槽(33) ,所述垃圾预处理装置(3)的顶部安装有两个第一驱动电机(34)，且两个第一驱动电

机(34)均通过电导体与控制按钮(2)连接，所述两个第一驱动电机(34)的输出端分别啮合

有第一传动轴(35)和第二传动轴(36)，所述第一传动轴(35)和第二传动轴(36)的外侧壁上

安装有螺纹状的导向纹(37) ,所述第一传动轴(35)上的导向纹(37)和第二传动轴(36)上的

导向纹(37)螺旋方向相反,所述垃圾粉碎装置(4)包括横向的送料管(41)和第二驱动电机

(42)，且第二驱动电机(42)通过电导体与控制按钮(2)连接，所述送料管(41)的右端设有通

料口(43)，所述第二驱动电机(42)安装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内侧壁上，所述第二驱

动电机(42)的输出端安装有旋转螺杆(44)，所述旋转螺杆(44)位于送料管(41)中，所述旋

转螺杆(44)的左端的直径大于旋转螺杆(44)右端的直径，且旋转螺杆(44)位于排气孔

(411)处的侧壁向中心凹陷，所述旋转螺杆(44)的外侧壁上设有螺旋状的切割刀(45) ,所述

送料管(41)中部的侧壁上端设有排气孔(411)，所述送料管(41)中部的侧壁下端设有排液

孔(412)，所述送料管(41)中部的底端安装有集液箱(46)，且排液孔(412)位于集液箱(46)

内，所述送料管(41)的左端安装有碎垃圾收集箱(4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导入槽

(31)的侧壁为中心部下陷的斜坡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料口(43)

位于垃圾导出槽(33)的正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孔

(411)的外侧安装有活性炭过滤网(413)，所述垃圾预处理装置(3)的内部安装有弧形电动

导轨(38)，所述弧形电动导轨(38)的内部滑动安装有弧形挡板(39)，且弧形电动导轨(38)

通过电导体与控制按钮(2)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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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庭用具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世界每年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为500亿吨左右。厨余垃圾在其占的比重为10％-

20％。厨余垃圾由于种类众多、处理不当容易发酵、变质、腐烂、产生大量的毒素，一是餐厨

垃圾中大部分都是猪肉、牛肉、鸡肉等肉制品，这些垃圾大部分流入养猪场、农户家中用于

喂猪，引起猪内脏产生病变，人们吃了这种病变的猪肉，就容易患同样的疾病；二是餐厨垃

圾通过下水道进入地下管网，被不法商贩打捞起来，加工成“泔水油”，危害健康；三是普通

采用的餐厨垃圾运输工具十分简易，没有密封，极易造成餐厨垃圾渗漏，对环境造成污染。

食物垃圾处理器装置的出现消除了弄脏厨房地板和走廊的肮脏以及垃圾箱和滴水的垃圾

袋，减少送往垃圾堆填区或焚化的食物垃圾，达到环保的效果。但是市场上的现有很多家用

食物垃圾结构复杂、并且没有二次粉碎装置、粉碎效果不好，更没有对所处理的食物垃圾粉

碎时产生的碎料和污水进行分类处理，在倒置时容易堵住下水管道，针对上述问题，特提出

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包括

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所述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的侧壁安装有控制按钮，且控制按钮

通过电导体连接到外接电源，所述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内安装有垃圾预处理装置和垃圾

粉碎装置，且垃圾预处理装置位于垃圾粉碎装置的上方，所述垃圾粉碎装置的底部安装有

固定座。

[0005] 优选的，所述垃圾预处理装置包括置于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内部的垃圾导入

槽，所述垃圾导入槽的上端安装有垃圾倒入口，且垃圾倒入口延伸到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

体的侧壁，所述垃圾导入槽的下端安装有竖直的垃圾导出槽。

[0006] 优选的，所述垃圾预处理装置的顶部安装有两个第一驱动电机，且两个第一驱动

电机均通过电导体与控制按钮连接，所述两个第一驱动电机的输出端分别啮合有第一传动

轴和第二传动轴，所述第一传动轴和第二传动轴的外侧壁上安装有螺纹状的导向纹。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传动轴上的导向纹和第二传动轴上的导向纹螺旋方向相反。

[0008] 优选的，所述垃圾粉碎装置包括横向的送料管和第二驱动电机，且第二驱动电机

通过电导体与控制按钮连接，所述送料管的右端设有通料口，所述第二驱动电机安装在垃

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内侧壁上，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旋转螺杆，且旋转螺杆

位于送料管中，所述旋转螺杆位于送料管中，所述旋转螺杆的左端的直径大于旋转螺杆右

端的直径，且旋转螺杆位于排气孔处的侧壁向中心凹陷，所述旋转螺杆的外侧壁上设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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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状的切割刀。

[0009] 优选的，所述送料管中部的侧壁上端设有排气孔，所述送料管中部的侧壁下端设

有排液孔，所述送料管中部的底端安装有集液箱，且排液孔位于集液箱内，所述送料管的左

端安装有碎垃圾收集箱。

[0010] 优选的，所述垃圾导入槽的侧壁为中心部下陷的斜坡面。

[0011] 优选的，所述通料口位于垃圾导出槽的正下方。

[0012] 优选的，所述排气孔的外侧安装有活性炭过滤网，所述垃圾预处理装置的内部安

装有弧形电动导轨，所述弧形电动导轨的内部滑动安装有弧形挡板，且弧形电动导轨通过

电导体与控制按钮连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结构简

单，设计巧妙，使用方便，垃圾预处理装置进行初步的粉碎，再通过垃圾粉碎装置进行进一

步的粉碎，粉碎效果更好，并且可以对碎料和污水进行分离，方便粉碎后垃圾的处理以及倒

置，可以对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进行缓解。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第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第一种实施例中a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第二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第二种实施例中a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2、控制按钮，3、垃圾预处理装置，31、垃圾导入

槽，32、垃圾倒入口，33、垃圾导出槽，34、第一驱动电机，35、第一传动轴，36、第二传动轴，

37、导向纹，38、弧形电动导轨，39、弧形挡板，4、垃圾粉碎装置，41、送料管，411、排气孔，

412、排液孔，413、活性炭过滤网，42、第二驱动电机，43、通料口，44、旋转螺杆，45、切割刀，

46、集液箱，47、垃圾收集箱，5、固定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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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实施例1

[0021] 请参阅图1-2，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包括垃

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所述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的侧壁安装有控制按钮2，且控制按钮

2通过电导体连接到外接电源，所述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内安装有垃圾预处理装置3和

垃圾粉碎装置4，且垃圾预处理装置3位于垃圾粉碎装置4的上方，所述垃圾粉碎装置4的底

部安装有固定座5，所述垃圾预处理装置3包括置于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内部的垃圾导

入槽31，所述垃圾导入槽31的上端安装有垃圾倒入口32，且垃圾倒入口32延伸到垃圾粉碎

处理装置本体1的侧壁，所述垃圾导入槽31的下端安装有竖直的垃圾导出槽33，所述垃圾预

处理装置3的顶部安装有两个第一驱动电机34，且两个第一驱动电机34均通过电导体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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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按钮2连接，所述两个第一驱动电机34的输出端分别啮合有第一传动轴35和第二传动轴

36，所述第一传动轴35和第二传动轴36的外侧壁上安装有螺纹状的导向纹37，所述第一传

动轴35上的导向纹37和第二传动轴36上的导向纹37螺旋方向相反，可以使垃圾预处理装置

3进行更好的初步粉碎，所述垃圾粉碎装置4包括横向的送料管41和第二驱动电机42，且第

二驱动电机42通过电导体与控制按钮2连接，所述送料管41的右端设有通料口43，所述第二

驱动电机42安装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内侧壁上，所述第二驱动电机42的输出端安装

有旋转螺杆44，且旋转螺杆44位于送料管41内腔中，且送料管41的左端伸出垃圾粉碎处理

装置本体1的外部，所述旋转螺杆44位于送料管41中，所述旋转螺杆44的左端的直径大于旋

转螺杆44右端的直径，且旋转螺杆44位于排气孔411处的侧壁向中心凹陷，所述旋转螺杆44

的外侧壁上设有螺旋状的切割刀45，所述送料管41中部的侧壁上端设有排气孔411，所述送

料管41中部侧壁的下端设有排液孔412，所述送料管41中部的底端安装有集液箱46，且排液

孔412位于集液箱46内，所述送料管41的左端安装有碎垃圾收集箱47，可以对粉碎时候产生

的废气和废液进行排放，所述垃圾导入槽31的侧壁为中心部下陷的斜坡面，所述通料口43

位于垃圾导出槽33的正下方，结构简单，设计巧妙，使用方便，垃圾预处理装置3进行初步的

粉碎，再通过垃圾粉碎装置4进行进一步的粉碎，粉碎效果更好，并且可以对碎料和污水进

行分离，方便粉碎后垃圾的处理以及倒置，可以对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进行缓解。

[002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在使用时，将垃圾通过垃圾倒入口32倒入，垃圾会顺着垃圾导

入槽31下移，并且第一驱动电机34会驱动第一传动轴35和第二传动轴36转动，两个逆向旋

转的导向纹37便于将垃圾导向垃圾导出槽33，并且可以对垃圾进行初步的粉碎，初步粉碎

后的垃圾会通过垃圾导出槽33落入到送料管41中，由第二驱动电机42带动旋转螺杆44转

动，通过通料口43以及由左至右半径越来越小的旋转螺杆44配合使用，垃圾会被粉碎的越

来越小，并且在送料管41中向左移动，当垃圾移动到送料管41的中部时，粉碎时产生的废液

以及气泡会分别通过排液孔412和排气孔411排出，排出的废液会由集液箱46收集，并且垃

圾移动到送料管41左端时会被粉碎的十分充分，并且落入到垃圾收集箱47中。

[0023] 实施例2

[0024] 请参阅图3-4，本发明提供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一种家庭用垃圾粉碎处理装

置，包括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所述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的侧壁安装有控制按钮2，

且控制按钮2通过电导体连接到外接电源，所述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内安装有垃圾预处

理装置3和垃圾粉碎装置4，且垃圾预处理装置3位于垃圾粉碎装置4的上方，所述垃圾粉碎

装置4的底部安装有固定座5，所述垃圾预处理装置3包括置于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内部

的垃圾导入槽31，所述垃圾导入槽31的上端安装有垃圾倒入口32，且垃圾倒入口32延伸到

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的侧壁，所述垃圾导入槽31的下端安装有竖直的垃圾导出槽33，所

述垃圾预处理装置3的顶部安装有两个第一驱动电机34，且两个第一驱动电机34均通过电

导体与控制按钮2连接，所述两个第一驱动电机34的输出端分别啮合有第一传动轴35和第

二传动轴36，所述第一传动轴35和第二传动轴36的外侧壁上安装有螺纹状的导向纹37，所

述第一传动轴35上的导向纹37和第二传动轴36上的导向纹37螺旋方向相反，可以使垃圾预

处理装置3进行更好的初步粉碎，所述垃圾粉碎装置4包括横向的送料管41和第二驱动电机

42，且第二驱动电机42通过电导体与控制按钮2连接，所述送料管41的右端设有通料口43，

所述第二驱动电机42安装在垃圾粉碎处理装置本体1内侧壁上，所述第二驱动电机42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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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端安装有旋转螺杆44，且旋转螺杆44位于送料管41中，且送料管41的左端伸出垃圾粉碎

处理装置本体1的外部，所述旋转螺杆44位于送料管41中，所述旋转螺杆44的左端的直径大

于旋转螺杆44右端的直径，且旋转螺杆44位于排气孔411处的侧壁向中心凹陷，所述旋转螺

杆44的外侧壁上设有螺旋状的切割刀45，所述送料管41中部的侧壁上端设有排气孔411，所

述送料管41中部侧壁的下端设有排液孔412，所述送料管41中部的底端安装有集液箱46，且

排液孔412位于集液箱46内，所述送料管41的左端安装有碎垃圾收集箱47，可以对粉碎时候

产生的废气和废液进行排放，所述垃圾导入槽31的侧壁为中心部下陷的斜坡面，所述通料

口43位于垃圾导出槽33的正下方，所述排气孔411的外侧安装有活性炭过滤网413，可以对

产生的气体进行过滤净化，所述垃圾预处理装置3的内部安装有弧形电动导轨38，所述弧形

电动导轨38的内部滑动安装有弧形挡板39，且弧形电动导轨38通过电导体与控制按钮2连

接，弧形挡板39滑进滑槽时通料口43打开，弧形挡板39滑出滑槽时将通料口43堵死，防止垃

圾下落，可以使垃圾预处理装置3处理的更加充分，结构简单，设计巧妙，使用方便，垃圾预

处理装置3进行初步的粉碎，再通过垃圾粉碎装置4进行进一步的粉碎，粉碎效果更好，并且

可以对碎料和污水进行分离，方便粉碎后垃圾的处理以及倒置，可以对环境污染严重的问

题进行缓解。

[002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在使用时，将垃圾通过垃圾倒入口32倒入，垃圾会顺着垃圾导

入槽31下移，并且第一驱动电机34会驱动第一传动轴35和第二传动轴36转动，两个逆向旋

转的导向纹37便于将垃圾导向垃圾导出槽33，并且可以对垃圾进行初步的粉碎，初步粉碎

后的垃圾会通过垃圾导出槽33落入到送料管41中，由第二驱动电机42带动旋转螺杆44转

动，通过通料口43以及由左至右半径越来越小的旋转螺杆44配合使用，垃圾会被粉碎的越

来越小，并且在送料管41中向左移动，当垃圾移动到送料管41的中部时，粉碎时产生的废液

以及气泡会分别通过排液孔412和排气孔411排出，排出的废液会由集液箱46收集，并且垃

圾移动到送料管41左端时会被粉碎的十分充分，并且落入到垃圾收集箱47中。

[002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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