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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包括

槽体，所述槽体的底部设有出水口，出水口连有

导水器，导水器的底端设有集污器，集污器设于

接水槽中，接水槽连有排水管；导水器的中部设

有挡盘，当盘的下部设有用于检测集污器中过滤

收集物的物位计，集污器设有两个相同的集污

槽，槽体的底部设有导轨，导轨上设有移动装置，

所述移动装置上设有电动伸缩杆，所述电动伸缩

杆上设有可伸入到集污槽中的压料器。本发明的

技术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对剩饭剩菜进行回

收，并且能够将洗碗时洗掉的饭菜收集的厨房用

新型洗碗槽，这种新型洗碗槽还能够避免洗碗槽

堵塞，并且避免在洗碗后还要用手清洁堵住过滤

塞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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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其特征在于，包括槽体（1），所述槽体（1）的底部设有出水

口，出水口连有导水器（4），导水器（4）的底端设有集污器（2），集污器（2）设于接水槽（3）中，

接水槽（3）连有排水管；导水器（4）的中部设有挡盘（5），当盘（5）的下部设有用于检测集污

器（2）中过滤收集物的物位计，集污器（2）设有两个相同的集污槽（6），集污器（2）上设有震

动装置，集污器（2）固定于支撑臂上，支撑臂设于转动装置上；槽体（1）的底部设有导轨，导

轨上设有移动装置，所述移动装置上设有电动伸缩杆，所述电动伸缩杆上设有可伸入到集

污槽（6）中的压料器（7），其中导轨上设有若干均匀布置的凸齿，移动装置包括转动齿轮，所

述转动齿轮与凸齿配合安装，转动齿轮设于驱动电机上；压料器（7）的上部设有气囊（7-1），

在气囊（7-1）的下部设有气孔（7-2），气囊（7-1）与气孔（7-2）分别通过控制阀连有压力罐，

所述压力罐连有气体压缩机，所述压料器（7）的底部设有可伸缩的料叉；

导轨与移动装置上设有配套的位置感应器，所述位置感应器为包括设于导轨上的固定

红外接收端与设于移动装置上的红外发射端，压力罐内设有压力传感器，位置感应器、电动

伸缩杆、震动装置、转动装置、气囊（7-1）的控制阀、气孔（7-2）的控制阀、物位计、气体压缩

机、压力传感器及转动齿轮的驱动电机分别与MCU连接；

其中，所述厨房用新型洗碗槽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物位计实时对集污器（2）的集污槽（6）内收集的物料测量物料位置，并将数据

实时传给MCU，当物料位置达到设定的物料高度后，MCU控制转动装置转动，使得集污槽（6）

另一个空的集污槽（6）位于导水器（4）的下部；

步骤二、控制转动齿轮的驱动电机驱动转动齿轮旋转，使得压料器（7）位于装有物料的

集污槽（6）的正上方，控制电动伸缩杆伸长，使得压料器（7）对集污槽（6）内的物料以设定的

压力进行压紧，将物料压成料饼，MCU控制震动装置对集污槽（6）震动5～10s时间，再控制压

料器（7）的料叉伸出插入料饼中，再控制电动伸缩杆缩短，从而将料饼叉起，控制转动齿轮

的驱动电机使得压料器（7）转动到收集盒的上方，控制料叉缩短，使得料饼落入收集盒中，

控制烘干装置对料饼进行烘干，再控制压料器（7）转动到压出物料的集污槽（6）上方，控制

气囊（7-1）的控制阀打开，对气囊充气，使得气囊胀起，并与集污槽（6）内壁接触，控制气孔

（7-2）的控制阀打开，使得气孔放出气体，对集污槽（6）被堵塞漏水孔进行清理；若物位计再

次测得物位达到设定的位置后，重复上述步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其特征在于，槽体（1）的底部还设有收集

盒，所述收集盒的上部设有烘干装置，下部设有装料箱，所述装料箱内套有装料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其特征在于，集污器（2）设有的两个相同

的集污槽（6）的侧壁设有若干漏水的漏水孔，集污槽（6）侧壁的漏水孔上部的孔径大，下部

的孔径小，集污槽（6）设为上大下小型，集污槽的倾斜角度为3～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其特征在于，接水槽（3）的上沿设有压向

集污器（2）外壁的挡污板（8），所述挡污板（8）材质为橡胶材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其特征在于，导水器（4）与槽体（1）通过柔

性管道连接，导水器（4）与槽体（1）之间设有压缩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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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厨房用新型洗碗槽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厨房用新型洗碗槽。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在个人的家庭中，在吃完饭后，通常剩饭剩菜都是倒掉，几乎不能够进行再收

集，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的家庭对倒掉的饭菜还是很多，从而造成了物质的浪费。

[0003] 若能够将倒掉的饭菜进行再收集，那么大量的家庭加起来，就能够收集大量的剩

饭剩菜，从而能够充分利用，将这些收集起来的物料可以用来生产可燃气体，也可以用来喂

养牲畜，从而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降低物料的消耗。那么现在就需要这种装置，以达到节

能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技术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对剩饭剩菜进行回

收，并且能够将洗碗时洗掉的饭菜收集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这种新型洗碗槽还能够避免

洗碗槽堵塞，并且避免在洗碗后还要用手清洁堵住过滤塞的饭菜。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本发明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包括:槽体，所述槽体的底部设有出水口，出水口连

有导水器，导水器的底端设有集污器，集污器设于接水槽中，接水槽连有排水管；导水器的

中部设有挡盘，当盘的下部设有用于检测集污器中过滤收集物的物位计，集污器设有两个

相同的集污槽，槽体的底部设有导轨，导轨上设有移动装置，所述移动装置上设有电动伸缩

杆，所述电动伸缩杆上设有可伸入到集污槽中的压料器。

[0007] 本发明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槽体的底部还设有收集盒，所述收集盒的上部设有

烘干装置，下部设有装料箱，所述装料箱内套有装料袋。

[0008] 本发明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集污器设有的两个相同的集污槽的侧壁设有若干漏

水的漏水孔，集污槽侧壁的漏水孔上部的孔径大，下部的孔径小，集污槽设为上大下小型，

集污槽的倾斜角度为3～6°，集污器上设有震动装置，集污器固定于支撑臂上，支撑臂设于

转动装置上。

[0009] 本发明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压料器的上部设有气囊，在气囊的下部设有气孔，气

囊与气孔分别通过控制阀连有压力罐，所述压力罐连有气体压缩机，所述压料器的底部设

有可伸缩的料叉。

[0010] 本发明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接水槽的上沿设有压向集污器外壁的挡污板，所述

挡污板材质为橡胶材质。

[0011] 本发明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导轨上设有若干均匀布置的凸齿，移动装置包括转

动齿轮，所述转动齿轮与凸齿配合安装，转动齿轮设于驱动电机上。

[0012] 本发明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导水器与槽体通过柔性管道连接，导水器与槽体之

间设有压缩弹簧，使得导水器与集污器紧密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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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的控制系统，导轨与移动装置上设有配套的位置感应

器，所述位置感应器为包括设于导轨上的固定红外接收端与设于移动装置上的红外发射

端，气压罐内设有压力传感器，位置感应器、电动伸缩杆、震动装置、转动装置、气囊的控制

阀、气孔的控制阀、物位计、气体压缩机、压力传感器及转动齿轮的驱动电机分别与MCU连

接。

[0014] 本发明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一、物位计实时对集污器的集污槽内收集的物料测量物料位置，并将数据实

时传给MCU，当物料位置达到设定的物料高度后，MCU控制转动装置转动，使得集污槽另一个

空的集污槽位于导水器的下部；

[0016] 步骤二、控制转动齿轮的驱动电机驱动转动齿轮旋转，使得压料器位于装有物料

的集污槽的正上方，控制电动伸缩杆伸长，使得压料器对集污槽内的物料以设定的压力进

行压紧，将物料压成料饼，MCU控制震动装置对集污槽震动5～10s时间，再控制压料器的料

叉伸出插入料饼中，再控制电动伸缩杆缩短，从而将料饼叉起，控制转动齿轮的驱动电机使

得压料器转动到收集盒的上方，控制料叉缩短，使得料饼落入收集盒中，控制烘干装置对料

饼进行烘干，再控制压料器转动到压出物料的集污槽上方，控制气囊的控制阀打开，对气囊

充气，使得气囊胀起，并与集污槽内壁接触，控制气孔的控制阀打开，使得气孔放出气体，对

集污槽被堵塞漏水孔进行清理；若物位计再次测得物位达到设定的位置后，重复上述步骤。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能够在洗碗时，落入到集污器中的饭菜收集起来，在洗碗时，碗中有饭菜也可以直

接倒入到集污器中，方便、快速，通过集污器中的集污槽与压料器，能够将收集到的饭菜压

成料饼，并且能够烘干，从而制成可以再次利用的物料，从而能够实现能源的节约、资源的

多重利用，避免物质的浪费。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厨房用新型洗碗槽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图1的侧视图的部分结构图。

[0021] 图中标记：1为槽体、2为集污器、3为接水槽、4为导水器、5为挡盘、6为集污槽、7为

压料器、8为挡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描述。

[0023] 如图1及图2所示的厨房用新型洗碗槽，包括:槽体1，所述槽体1的底部设有出水

口，出水口连有导水器4，导水器4的底端设有集污器2，集污器2设于接水槽3中，接水槽3连

有排水管；导水器4的中部设有挡盘5，当盘5的下部设有用于检测集污器2中过滤收集物的

物位计，集污器2设有两个相同的集污槽6，槽体1的底部设有导轨，导轨上设有移动装置，所

述移动装置上设有电动伸缩杆，所述电动伸缩杆上设有可伸入到集污槽6中的压料器7。饭

菜及水的混合物从出水口进入到导水器4中，导水器4底端设有的集污器2能够对饭菜进行

再收集，物位计用于检测集污器2中的饭菜的位置，在位置过多的时候，可以更换另一个集

污器，更换出来的集污器2在压料器7的作用下压成料饼，从而对料饼进行回收，设有的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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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设为雷达物位计。

[0024] 槽体1的底部还设有收集盒，所述收集盒的上部设有烘干装置，下部设有装料箱，

所述装料箱内套有装料袋。在需要将料饼储存较长时间即可使用烘干装置，若在很短的时

间内将料饼取出，则可不使用烘干装置，烘干装置设于转动装置上，在将物料烘干到设定时

间后，即可转动烘干装置，使得料饼装入到装料袋中。

[0025] 集污器2设有的两个相同的集污槽6的侧壁设有若干漏水的漏水孔，集污槽6侧壁

的漏水孔上部的孔径大，下部的孔径小，从而使得流入到集污槽中的水能够快速排出，也能

够收集到饭菜，并且在压料器7饭菜进行压紧时，并不会使得下部小的料孔，既能够排水，也

能够使得物料尽可能在集污槽6中，提高将水挤出的效率，集污槽6设为上大下小型，集污槽

的倾斜角度为3～6°，集污器2上设有震动装置，能够使得在震动装置震动后，集污槽倾斜的

角度能够便于料饼取出，集污器2固定于支撑臂上，支撑臂设于转动装置上，从而能够通过

转动装置的转动来更换集污槽6。

[0026] 压料器7的上部设有气囊7-1，在气囊7-1的下部设有气孔7-2，气囊7-1与气孔7-2

分别通过控制阀连有压力罐，所述压力罐连有气体压缩机，所述压料器7的底部设有可伸缩

的料叉。通过设有的气囊7-1能够在对集污槽6的空隙进行疏通时，气囊7-1内充气，气孔7-2

出气，从而使得对集污槽6的空隙进行疏通的效率更高。

[0027] 接水槽3的上沿设有压向集污器2外壁的挡污板8，所述挡污板8材质为橡胶材质。

设有的挡污板8能够保持槽体1内的干净。

[0028] 导轨上设有若干均匀布置的凸齿，移动装置包括转动齿轮，所述转动齿轮与凸齿

配合安装，转动齿轮设于驱动电机上。

[0029] 导水器4与槽体1通过柔性管道连接，导水器4与槽体1之间设有压缩弹簧，使得导

水器4与集污器紧密贴合，从而避免污物从导水器4与槽体1之间的间隙漏出。

[0030] 厨房用新型洗碗槽的控制系统，导轨与移动装置上设有配套的位置感应器，所述

位置感应器为包括设于导轨上的固定红外接收端与设于移动装置上的红外发射端，气压罐

内设有压力传感器，位置感应器、电动伸缩杆、震动装置、转动装置、气囊7-1的控制阀、气孔

7-2的控制阀、物位计、气体压缩机、压力传感器及转动齿轮的驱动电机分别与MCU连接。

[0031] 厨房用新型洗碗槽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步骤一、物位计实时对集污器2的集污槽6内收集的物料测量物料位置，并将数据

实时传给MCU，当物料位置达到设定的物料高度后，MCU控制转动装置转动，使得集污槽6另

一个空的集污槽6位于导水器4的下部；

[0033] 步骤二、控制转动齿轮的驱动电机驱动转动齿轮旋转，使得压料器7位于装有物料

的集污槽6的正上方，控制电动伸缩杆伸长，使得压料器7对集污槽6内的物料以设定的压力

进行压紧，将物料压成料饼，MCU控制震动装置对集污槽6震动5～10s时间，再控制压料器7

的料叉伸出插入料饼中，再控制电动伸缩杆缩短，从而将料饼叉起，控制转动齿轮的驱动电

机使得压料器7转动到收集盒的上方，控制料叉缩短，使得料饼落入收集盒中，控制烘干装

置对料饼进行烘干，再控制压料器7转动到压出物料的集污槽6上方，控制气囊7-1的控制阀

打开，对气囊充气，使得气囊胀起，并与集污槽6内壁接触，控制气孔7-2的控制阀打开，使得

气孔放出气体，对集污槽6被堵塞漏水孔进行清理；若物位计再次测得物位达到设定的位置

后，重复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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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通过厨房用新型洗碗槽的控制系统及厨房用新型洗碗槽的控制方法能够实现对

厨房用新型洗碗槽的自动控制，使得洗碗槽能够对杂质进行自动过滤，使得洗碗槽能够自

动，一步一步地将饭菜制成料饼，对剩饭剩菜进行回收，对剩饭剩菜再次利用，起到节能减

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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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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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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