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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

水分离器，包括废水处理箱本体，所述废水处理

箱本体固定安装在厨房洗菜盆的下方，所述废水

处理箱本体上设有废渣处理机构，所述废水处理

箱本体上设有油水分离机构，所述废水处理箱本

体上设有废水处理机构，所述厨房洗菜盆上设有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的控制信号输出端与液压伸

缩杆一、液压伸缩杆二、小型液压缸、电磁单向阀

一、小型水泵、液位感应器、臭氧发生器、单向电

磁阀二、鼓风机、型旋转电机、单向电磁阀三电性

连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结构简单，实用性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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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包括废水处理箱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

废水处理箱本体(1)固定安装在厨房洗菜盆(2)的下方，所述废水处理箱本体(1)上设有废

渣处理机构，所述废水处理箱本体(1)上设有油水分离机构，所述废水处理箱本体(1)上设

有废水处理机构，所述厨房洗菜盆(2)上设有控制器(3)，所述控制器(3)的控制信号输出端

与液压伸缩杆一、液压伸缩杆二、小型液压缸、电磁单向阀一、小型水泵、液位感应器、臭氧

发生器、单向电磁阀二、鼓风机、型旋转电机、单向电磁阀三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渣

处理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废水处理箱本体(1)与厨房洗菜盆(2)之间的废水排放管(4)、废

水处理箱本体(1)的左右两侧设有两个伸缩端向上的液压伸缩杆一(5)、两个液压伸缩杆一

(5)的高度不一、两个液压伸缩杆一(5)的伸缩端上设有旋转轴承(6)、两个旋转轴承(6)上

设有旋转轴(7)、两个液压伸缩杆一(5)的伸缩端上设有限位器(8)、两个旋转轴(7)伸进废

水处理箱本体(1)、两个旋转轴(7)之间设有小孔隔板(9)、废水处理箱本体(1)的右侧设有

斜向L型固定架(10)、斜向L型固定架(10)上设有液压伸缩杆二(11)、液压伸缩杆二(11)的

伸缩端上设有挤压板(12)、挤压板(12)伸进废水处理箱本体(1)、挤压板(12)的左侧设有伸

缩端向下的小型液压缸(13)、小型液压缸(13)的伸缩端上设有固定刮片(14)、废水处理箱

本体(1)上设有废渣出箱口(15)、废渣出箱口(15)的上方设有合页(16)、合页(16)上设有活

动挡板(17)、活动挡板(17)位于废渣出箱口(15)上、活动挡板(17)上设有防水密封垫(18)、

废渣出箱口(15)的下方设有挡板卡扣(1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油水

分离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废水处理箱本体(1)左侧的储存油箱(20)、废水处理箱本体(1)内

设有漂浮球(21)、漂浮球(21)的下方设有排油软管(22)、废水处理箱本体(1)的左侧设有电

磁单向阀一(23)、电磁单向阀一(23)和排油软管(22)固定连接、储存油箱(20)的上方设有

小型水泵(24)、小型水泵(24)和电磁单向阀一(23)之间设有抽油管(25)、小型水泵(24)和

储存油箱(20)之间设有出油管(26)、废水处理箱本体(1)内设有液位感应器(2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水

处理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废水处理箱本体(1)右侧的臭氧发生器(28)、臭氧发生器(28)和

废水处理箱本体(1)之间设有L型进气管(29)、L型进气管(29)上设有单向电磁阀二(30)、废

水处理箱本体(1)的左侧设有鼓风机(31)、鼓风机(31)和废水处理箱本体(1)之间设有曝气

管(32)、鼓风机(31)内设有风扇固定盒(33)、风扇固定盒(33)内设有小型旋转电机(34)、小

型旋转电机(34)的旋转端上设有联轴器(35)、联轴器(35)上设有固定轴承(36)、固定轴承

(36)上设有风扇固定器(37)、风扇固定器(37)的四周设有扇叶(38)、废水处理箱本体(1)的

右侧设有废水排放口(39)、废水排放口(39)上设有单向电磁阀三(40)、单向电磁阀三(40)

和下水管道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个

液压伸缩杆一(5)的高度不一样，左侧的液压伸缩杆一(5)的高度较低，右侧的液压伸缩杆

一(5)的高度较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水

处理箱本体(1)上设有接电口(41)，所述接电口(41)与装置内的用电设备电性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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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3)上设有电容显示屏(42)、液位显示屏(43)、液位提醒灯(4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器(3)上设有用电接口(45)，所述用电接口(45)和接电口(41)电性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液位

显示屏(43)、液位提醒灯(44)和液位感应器(27)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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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厨房废水处理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

器。

背景技术

[0002] 厨房废水主要来源于食物准备、厨具洗涤、残余食物渗滤液等，含有大量的固体悬

浮物以及各种各样的有机物、动植物油、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无机盐分和合成洗涤剂

等，这些废水若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江河湖海，会导致天然水体的富营养化，污染水资源。

[0003] 传统的废水处理装置，例如专利号CN201720033560，专利名称为一种油水分离器，

结构是通过导流板导向餐饮废水在箱体内流动，利用油和水的密度差使餐饮废水中油水分

层，用刮油板将位于上层的油刮离，位于餐饮废水下层的水通过出水口排出。

[0004] 然而，这种结构在使用时有个弊端，此装置在刮油时会有一部分的油脂残留在刮

油板上，对刮油板上的油脂清理不方便会影响刮油的质量，并且废水不经过处理直接排放

会污染环境。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

器。

[0006] 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包括

废水处理箱本体，所述废水处理箱本体固定安装在厨房洗菜盆的下方，所述废水处理箱本

体上设有废渣处理机构，所述废水处理箱本体上设有油水分离机构，所述废水处理箱本体

上设有废水处理机构，所述厨房洗菜盆上设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的控制信号输出端与液

压伸缩杆一、液压伸缩杆二、小型液压缸、电磁单向阀一、小型水泵、液位感应器、臭氧发生

器、单向电磁阀二、鼓风机、型旋转电机、单向电磁阀三电性连接。

[0007] 所述废渣处理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废水处理箱本体与厨房洗菜盆之间的废水排

放管、废水处理箱本体的左右两侧设有两个伸缩端向上的液压伸缩杆一、两个液压伸缩杆

一的高度不一、两个液压伸缩杆一的伸缩端上设有旋转轴承、两个旋转轴承上设有旋转轴、

两个液压伸缩杆一的伸缩端上设有限位器、两个旋转轴伸进废水处理箱本体、两个旋转轴

之间设有小孔隔板、废水处理箱本体的右侧设有斜向L型固定架、斜向L型固定架上设有液

压伸缩杆二、液压伸缩杆二的伸缩端上设有挤压板、挤压板伸进废水处理箱本体、挤压板的

左侧设有伸缩端向下的小型液压缸、小型液压缸的伸缩端上设有固定刮片、废水处理箱本

体上设有废渣出箱口、废渣出箱口的上方设有合页、合页上设有活动挡板、活动挡板位于废

渣出箱口上、活动挡板上设有防水密封垫、废渣出箱口的下方设有挡板卡扣。

[0008] 所述油水分离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废水处理箱本体左侧的储存油箱、废水处理箱

本体内设有漂浮球、漂浮球的下方设有排油软管、废水处理箱本体的左侧设有电磁单向阀

一、电磁单向阀一和排油软管固定连接、储存油箱的上方设有小型水泵、小型水泵和电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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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阀一之间设有抽油管、小型水泵和储存油箱之间设有出油管、废水处理箱本体内设有液

位感应器。

[0009] 所述废水处理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废水处理箱本体右侧的臭氧发生器、臭氧发生

器和废水处理箱本体之间设有L型进气管、L型进气管上设有单向电磁阀二、废水处理箱本

体的左侧设有鼓风机、鼓风机和废水处理箱本体之间设有曝气管、鼓风机内设有风扇固定

盒、风扇固定盒内设有小型旋转电机、小型旋转电机的旋转端上设有联轴器、联轴器上设有

固定轴承、固定轴承上设有风扇固定器、风扇固定器的四周设有扇叶、废水处理箱本体的右

侧设有废水排放口、废水排放口上设有单向电磁阀三、单向电磁阀三和下水管道连接。

[0010] 所述两个液压伸缩杆一的高度不一样，左侧的液压伸缩杆一的高度较低，右侧的

液压伸缩杆一的高度较高。

[0011] 所述废水处理箱本体上设有接电口，所述接电口与装置内的用电设备电性连接。

[0012] 所述控制器上设有电容显示屏、液位显示屏、液位提醒灯。

[0013] 所述控制器上设有用电接口，所述用电接口和接电口电性连接。

[0014] 所述液位显示屏、液位提醒灯和液位感应器电性连接。

[0015] 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将餐饮废水

排放到废水处理箱本体内，小孔隔板会阻隔餐饮废水中的废渣流到废水处理箱本体内，通

过固定刮板将小孔隔板上的油脂残留物刮出，去除油脂后通过臭氧发生器和鼓风机对餐饮

废水进行处理后再排放，餐饮废水除油效果好，工作效率高，去除油脂残留物方便快捷，并

且将餐饮废水处理再排放保护环境。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用于厨房废水过滤的油水分离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所述废渣处理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所述油水分离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所述鼓风机的俯视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所述控制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废水处理箱本体；2、厨房洗菜盆；3、控制器；4、废水排放管；5、液压伸缩杆

一；6、旋转轴承；7、旋转轴；8、限位器；9、小孔隔板；10、斜向L型固定架；11、液压伸缩杆二；

12、挤压板；13、小型液压缸；14、固定刮片；15、废渣出箱口；16、合页；17、活动挡板；18、防水

密封垫；19、挡板卡扣；20、储存油箱；21、漂浮球；22、排油软管；23、电磁单向阀一；24、小型

水泵；25、抽油管；26、出油管；27、液位感应器；28、臭氧发生器；29、L型进气管；30、单向电磁

阀二；31、鼓风机；32、曝气管；33、风扇固定盒；34、小型旋转电机；35、联轴器；36、固定轴承；

37、风扇固定器；38、扇叶；39、废水排放口；40、单向电磁阀三；41、接电口；42、电容显示屏；

43、液位显示屏；44、液位提醒灯；45、用电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图1-5所示。

[0023] 在本实施方案中，第一步，餐厨废水通过厨房洗菜盆2上的废水排放管4流到废水

处理箱本体1内，在餐厨废水下落通过小孔隔板9时，小孔隔板9会将餐厨废水的废渣阻隔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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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孔隔板9上，在餐厨废水排放完毕后，触摸控制器3上的电容显示屏42上的废渣处理键，

液压伸缩杆二11启动，液压伸缩杆二11的伸缩端伸进带动挤压板12移动，同时液压伸缩杆

一5启动，液压伸缩杆一5的伸缩端伸进带动旋转轴承6、旋转轴7和小孔隔板9向上移动，小

孔隔板9和挤压板12移动将小孔隔板9上废渣上的废水挤压下落，在废渣上的废水处理完毕

后，旋转挡板卡扣19通过合页16翻转活动挡板17打开废渣出箱口15，触摸控制器3上的电容

显示屏42上的废渣出箱键，小型液压缸13启动，小型液压缸13的伸缩端伸进带动固定刮片

14移动到小孔隔板9的上方，启动液压伸缩杆二11，液压伸缩杆二11的伸缩端伸进通过挤压

板12带动固定刮片14移动，固定刮片14刮除小孔隔板9上的油脂残留物，在小孔隔板9的一

面刮除完毕后，打开限位器8通过旋转轴7旋转小孔隔板9，将小孔隔板9翻转的另一面通过

限位器8固定，启动液压伸缩杆二11刮除小孔隔板9上的油脂残留物，小孔隔板9上的废渣清

理方便，不会让废渣堵塞排水口，并且油脂清理方便快捷，节省了大量的清理油脂的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0024] 第二步，当液位感应器27感应到废水处理箱本体1内的餐厨废水到达除油量时液

位提醒灯44闪烁，漂浮球21通过水的浮力漂浮在餐厨废水上，当经过一定时间沉淀后液位

提醒灯44停止闪烁，利用油和水的密度差使餐饮废水中的油水分层，油漂浮的废水的上方，

触摸控制器3上的电容显示屏42上的除油键，电磁单向阀一23启动，同时小型水泵24启动，

小型水泵24通过抽油管25和排油软管22将油从废水处理箱本体1内抽出，再通过出油管26

排到储存油箱20内，油水分离效率高，分离效果高，并且使用寿命长，维护成本低。

[0025] 第三步，在除油工作完成后臭氧发生器28和单向电磁阀二30启动，臭氧发生器28

产生臭氧通过L型进气管29进入废水处理箱本体1内，同时鼓风机31，小型旋转电机34启动，

小型旋转电机34的旋转端带动联轴器35转动，联轴器35带动固定轴承36和风扇固定器37转

动，扇叶38通过风扇固定器37带动转动再通过曝气管32对废水处理箱本体1内的废水进行

曝气，通过臭氧发生器28产生臭氧消除污水中的臭味，再通过鼓风机31对污水进行曝气同

时也让臭氧和废充分的融合，消除废中细菌，污水净化效果好，工作效率高，不会产生细菌

和发出臭味，在废水处理完毕后启动单向电磁阀三40，废水通过废水排放口39和单向电磁

阀三40排到下水道内，保护环境。

[0026]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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