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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

置，包括垃圾粉碎筒和粉碎电机，所述粉碎电机

固定安装在垃圾粉碎筒的顶部，还包括粉碎轴、

粉碎刀片、防缠绕装置、固定座、吸风口、抽风机、

排风管和空气过滤器，所述粉碎电机通过连接轴

与安装在垃圾粉碎筒内部的粉碎轴传动连接；本

发明安装在粉碎刀片之间的防缠绕装置，可将缠

绕在粉碎轴和粉碎刀片上的生活垃圾铲除，避免

生活垃圾中塑料袋等缠绕在粉碎轴和粉碎刀片

上阻碍粉碎装置的正常工作，甚至造成机械故

障，从而提高粉碎机的粉碎效率；通过抽风机将

垃圾粉碎筒内的垃圾腐烂散发的恶臭气体集中

收集，并通过空气过滤处理后干净排放，实现垃

圾粉碎机的环保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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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包括垃圾粉碎筒（1）和粉碎电机（2），所述粉碎电机

（2）固定安装在垃圾粉碎筒（1）的顶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粉碎轴（3）、粉碎刀片（4）、防缠

绕装置（5）、固定座（6）、吸风口（7）、抽风机（8）、排风管（9）和空气过滤器（10），所述粉碎电

机（2）通过连接轴（52）与安装在垃圾粉碎筒（1）内部的粉碎轴（3）传动连接，所述粉碎轴（3）

上固定安装有多个粉碎刀片（4），所述粉碎刀片（4）之间安装有防缠绕装置（5），所述防缠绕

装置（5）的一端通过固定座（6）与垃圾粉碎筒（1）的内壁固定安装，所述垃圾粉碎筒（1）的顶

部安装有抽风机（8），所述抽风机（8）通过排风管（9）与安装在垃圾粉碎筒（1）内部的吸风口

（7）连接，所述抽风机（8）的一端通过排风管（9）与空气过滤器（10）连接。

所述防缠绕装置（5）包括伺服电机（51）、连接轴（52）、旋转轴（53）、安装杆（54）、横铲刀

（55）和竖铲刀（56），所述伺服电机（51）安装在固定座（6）上，所述伺服电机（51）通过连接轴

（52）与旋转轴（53）传动连接，所述旋转轴（53）设置在两个粉碎刀片（4）的中间，所述旋转轴

（53）远离伺服电机（51）的一端固定安装有横铲刀（55），所述横铲刀（55）与粉碎轴（3）之间

垂直，所述横铲刀（55）与粉碎轴（3）之间留有空隙，所述旋转轴（53）的顶部和底部上均连接

有多个安装杆（54），所述安装杆（54）的一端上均安装有竖铲刀（56），所述竖铲刀（56）和粉

碎刀片（4）之间垂直，所述竖铲刀（56）和粉碎刀片（4）之间留有空隙。

所述防缠绕装置（5）上的横铲刀（55）在粉碎轴（3）转动的过程中，可将缠绕在粉碎轴

（3）上的生活垃圾铲除，而安装在防缠绕装置（5）上的竖铲刀（56）通过伺服电机（51）和旋转

轴（53）的驱动使其转动，在竖铲刀（56）转动的过程中，可将缠绕在粉碎刀片（4）上的生活垃

圾铲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进料口

（11）、排料口（12）、减震垫（13）、机座（14）和移动轮（15），所述进料口（11）设在垃圾粉碎筒

（1）的顶部，所述排料口（12）设在垃圾粉碎筒（1）一侧的底部，所述垃圾粉碎筒（1）的底部设

有机座（14），所述机座（14）的底部安装有移动轮（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刀片

（4）之间平行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风口（7）

的底部安装有过滤网。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座（14）的

顶部连接有减震垫（1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过滤器

（10）包括固体颗粒过滤网（101）、油质吸附过滤网（102）、活性炭吸附层（103）、进气口（104）

和排气口（105），所述固体颗粒过滤网（101）安装在靠近进气口（104）的一端，所述活性炭吸

附层（103）安装在靠近排气口（105）的一端，所述固体颗粒过滤网（101）和活性炭吸附层

（103）之间安装有油质吸附过滤网（10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颗粒过

滤网（101）、油质吸附过滤网（102）和活性炭吸附层（103）均可拆卸安装在空气过滤器（10）

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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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粉碎机是一种由粉碎刀辊系、承载机箱、料斗、动力系统和电子控制系统等组

成的机器，主要用于粉碎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塑料废料，电子垃圾等，其功能主要是减少其

体积节省空间以便于运输，回收利用。但现有的垃圾粉碎机由于垃圾中塑料袋等缠绕在粉

碎轴和粉碎刀片上阻碍粉碎装置的正常工作，甚至造成机械故障；以及在夏季高温时期，生

活垃圾会在短时间内腐烂并散发恶臭异味气体，粉碎过程中造成粉碎筒内空气的流动，加

快恶臭异味气体的扩散，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会对操作粉碎机的人员造成不适，不

符合环保理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解

决了现有的垃圾粉碎机由于垃圾中塑料袋等缠绕在粉碎轴和粉碎刀片上阻碍粉碎装置的

正常工作，甚至造成机械故障；以及而在夏季高温时期，生活垃圾会在短时间内腐烂并散发

恶臭异味气体，粉碎过程中造成粉碎筒内空气的流动，加快恶臭异味气体的扩散，不仅造成

严重的环境污染，还会对操作粉碎机的人员造成不适，不符合环保理念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包括垃圾粉碎筒和粉碎电机，所述粉碎电机固定

安装在垃圾粉碎筒的顶部，还包括粉碎轴、粉碎刀片、防缠绕装置、固定座、吸风口、抽风机、

排风管和空气过滤器，所述粉碎电机通过连接轴与安装在垃圾粉碎筒内部的粉碎轴传动连

接，所述粉碎轴上固定安装有多个粉碎刀片，所述粉碎刀片之间安装有防缠绕装置，所述防

缠绕装置的一端通过固定座与垃圾粉碎筒的内壁固定安装，所述垃圾粉碎筒的顶部安装有

抽风机，所述抽风机通过排风管与安装在垃圾粉碎筒内部的吸风口连接，所述抽风机的一

端通过排风管与空气过滤器连接。

[0006] 作为优选，还包括进料口、排料口、减震垫、机座和移动轮，所述进料口设在垃圾粉

碎筒的顶部，所述排料口设在垃圾粉碎筒一侧的底部，所述垃圾粉碎筒的底部设有机座，所

述机座的底部安装有移动轮。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粉碎刀片之间平行设置。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吸风口的底部安装有过滤网。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机座的顶部连接有减震垫。

[0010] 作为优选，所述防缠绕装置包括伺服电机、连接轴、旋转轴、安装杆、横铲刀和竖铲

刀，所述伺服电机安装在固定座上，所述伺服电机通过连接轴与旋转轴传动连接，所述旋转

轴设置在两个粉碎刀片的中间，所述旋转轴远离伺服电机的一端固定安装有横铲刀，所述

横铲刀与粉碎轴之间垂直，所述横铲刀与粉碎轴之间留有空隙，所述旋转轴的顶部和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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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连接有多个安装杆，所述安装杆的一端上均安装有竖铲刀，所述竖铲刀和粉碎刀片之

间垂直，所述竖铲刀和粉碎刀片之间留有空隙。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空气过滤器包括固体颗粒过滤网、油质吸附过滤网、活性炭吸附

层、进气口和排气口，所述固体颗粒过滤网安装在靠近进气口的一端，所述活性炭吸附层安

装在靠近排气口的一端，所述固体颗粒过滤网和活性炭吸附层之间安装有油质吸附过滤

网。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固体颗粒过滤网、油质吸附过滤网和活性炭吸附层均可拆卸安装

在空气过滤器的内部。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具有结构合理简单、使用方便、环保性高，安装在粉碎刀片之间的防缠绕装

置，这里的防缠绕装置上的横铲刀在粉碎轴转动的过程中，可将缠绕在粉碎轴上的生活垃

圾铲除，而安装在防缠绕装置上的竖铲刀通过伺服电机和旋转轴的驱动使其转动，在竖铲

刀转动的过程中，可将缠绕在粉碎刀片上的生活垃圾铲除，避免生活垃圾中塑料袋等缠绕

在粉碎轴和粉碎刀片上阻碍粉碎装置的正常工作，甚至造成机械故障，从而提高粉碎机的

粉碎效率；安装在垃圾粉碎筒上的吸风口，通过抽风机将垃圾粉碎筒内的垃圾腐烂散发的

恶臭气体集中收集，并通过空气过滤处理后干净排放，这里的空气过滤器不仅过滤气体中

携带的垃圾微小颗粒和散发的恶臭气体，还可将气体中的油质过滤，实现垃圾粉碎机的环

保性能。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防缠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空气过滤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垃圾粉碎筒，2-粉碎电机，3-粉碎轴，4-粉碎刀片，5-防缠绕装置，51-伺服

电机，52-连接轴，53-旋转轴，54-安装杆，55-横铲刀，56-竖铲刀，6-固定座，7-吸风口，8-抽

风机，9-排风管，10-空气过滤器，101-固体颗粒过滤网，102-油质吸附过滤网，103-活性炭

吸附层，104-进气口，105-排气口，11-进料口，12-排料口，13-减震垫，14-机座，15-移动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环保型生活垃圾粉碎装置，

包括垃圾粉碎筒1和粉碎电机2，所述粉碎电机2固定安装在垃圾粉碎筒1的顶部，还包括粉

碎轴3、粉碎刀片4、防缠绕装置5、固定座6、吸风口7、抽风机8、排风管9和空气过滤器10，所

述粉碎电机2通过连接轴52与安装在垃圾粉碎筒1内部的粉碎轴3传动连接，所述粉碎轴3上

固定安装有多个粉碎刀片4，所述粉碎刀片4之间安装有防缠绕装置5，所述防缠绕装置5的

一端通过固定座6与垃圾粉碎筒1的内壁固定安装，所述垃圾粉碎筒1的顶部安装有抽风机

8，所述抽风机8通过排风管9与安装在垃圾粉碎筒1内部的吸风口7连接，所述抽风机8的一

端通过排风管9与空气过滤器10连接；还包括进料口11、排料口12、减震垫13、机座14和移动

轮15，所述进料口11设在垃圾粉碎筒1的顶部，所述排料口12设在垃圾粉碎筒1一侧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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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垃圾粉碎筒1的底部设有机座14，所述机座14的底部安装有移动轮15。

[0021] 其中，所述粉碎刀片4之间平行设置，所述吸风口7的底部安装有过滤网，所述机座

14的顶部连接有减震垫13。

[0022] 如图2所示，所述防缠绕装置5包括伺服电机51、连接轴52、旋转轴53、安装杆54、横

铲刀55和竖铲刀56，所述伺服电机51安装在固定座6上，所述伺服电机51通过连接轴52与旋

转轴53传动连接，所述旋转轴53设置在两个粉碎刀片4的中间，所述旋转轴53远离伺服电机

51的一端固定安装有横铲刀55，所述横铲刀55与粉碎轴3之间垂直，所述横铲刀55与粉碎轴

3之间留有空隙，所述旋转轴53的顶部和底部上均连接有多个安装杆54，所述安装杆54的一

端上均安装有竖铲刀56，所述竖铲刀56和粉碎刀片4之间垂直，所述竖铲刀56和粉碎刀片4

之间留有空隙。

[0023] 如图3所示，所述空气过滤器10包括固体颗粒过滤网101、油质吸附过滤网102、活

性炭吸附层103、进气口104和排气口105，所述固体颗粒过滤网101安装在靠近进气口104的

一端，所述活性炭吸附层103安装在靠近排气口105的一端，所述固体颗粒过滤网101和活性

炭吸附层103之间安装有油质吸附过滤网102。

[0024] 其中，所述固体颗粒过滤网101、油质吸附过滤网102和活性炭吸附层103均可拆卸

安装在空气过滤器10的内部。

[0025] 本发明的使用状态为：本发明具有结构合理简单、使用方便、环保性高，安装在粉

碎刀片4之间的防缠绕装置5，这里的防缠绕装置5上的横铲刀55在粉碎轴3转动的过程中，

可将缠绕在粉碎轴3上的生活垃圾铲除，而安装在防缠绕装置5上的竖铲刀56通过伺服电机

51和旋转轴53的驱动使其转动，在竖铲刀56转动的过程中，可将缠绕在粉碎刀片4上的生活

垃圾铲除，避免生活垃圾中塑料袋等缠绕在粉碎轴3和粉碎刀片4上阻碍粉碎装置的正常工

作，甚至造成机械故障，从而提高粉碎机的粉碎效率；安装在垃圾粉碎筒1上的吸风口7，通

过抽风机8将垃圾粉碎筒1内的垃圾腐烂散发的恶臭气体集中收集，并通过空气过滤器10处

理后干净排放，这里的空气过滤器10不仅过滤气体中携带的垃圾微小颗粒和散发的恶臭气

体，还可将气体中的油质过滤，实现垃圾粉碎机的环保性能。

[002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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