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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生活垃圾回收装置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食物残渣处理器，包括进料装置，所述进

料装置包括进料结构和与进料结构相连通的暂

存结构；所述进料结构连接有研磨装置，研磨装

置包括与进料结构相连通的均料结构，均料结构

上连接有研磨结构；所述研磨结构连接有混合装

置混合装置的连接有挤压脱水腔，挤压脱水腔连

接有排水腔；所述进料结构上连接有油水分离

器，油水分离器连接有油水腔和与油水腔相对应

的接油腔；所述油水腔下端设有与进料结构相连

接的冲洗结构，油水腔上部设有与排水腔相连通

的排水管；本发明有效的解决了现有食物垃圾处

理器处理效果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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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食物残渣处理器，包括进料装置、研磨装置、混合装置、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进料装置包括进料结构和与进料结构相连通的暂存结构；所述进料结构包括进料腔，

进料腔一端设有进料口，进料腔另一端设有与均料结构相对应的出料口，所述暂存结构包

括与进料腔相连通的暂存室，进料口上连通有与暂存室相连通的暂存管道；所述暂存室靠

近进料腔的一端滑动连接有挡板，进料腔上设有与挡板相对应的第一液压杆；所述暂存室

上滑动连接有推杆，推杆靠近挡板的一端连接有推板；所述暂存室一侧设有第二液压杆，第

二液压杆的伸缩端连接有连接板，连接板与推杆远离挡板的一端相连接；所述进料结构连

接有研磨装置，研磨装置包括与进料结构相连通的均料结构，所述均料结构包括均料腔，均

料腔上设有与出料口相对于的均料进口；所述均料腔内设有均料轴，均料轴上设有均料桨

叶，均料腔上设有与均料桨叶相对应的均料出口；所述均料结构上连接有研磨结构；所述研

磨结构包括研磨腔，研磨腔上设有研磨电机，研磨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同步轴，同步轴与均

料轴相连接；所述研磨腔上设有与均料出口相连接的研磨进料口；所述同步轴上部设有研

磨板，同步轴下部设有出料桨叶，研磨腔上设有与出料桨叶相对应的研磨出料口；所述研磨

结构连接有混合装置，混合装置连接有挤压脱水腔，挤压脱水腔连接有排水腔，所述挤压脱

水腔上设有挤压进口；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混合腔，混合腔上设有混合轴，混合腔上设有与混

合轴相对应的混合电机，混合轴上设有搅拌桨装置；混合腔上设有与挤压进口相对应的混

合出口；所述进料结构上连接有油水分离器，油水分离器连接有油水腔和与油水腔相对应

的接油腔；所述油水腔下端设有与进料结构相连接的冲洗结构，油水腔上部设有与排水腔

相连通的排水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物残渣处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脱水腔远离挤压进口的

一端设有挤压电机，挤压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挤压丝杆，挤压丝杆上螺接有挤压套筒，挤压

套筒远离挤压丝杆的一端连接有与挤压脱水腔滑动连接的挤压板；所述挤压脱水腔靠近挤

压进口的一端设有与排水腔相连通的出水口，出水口上设有过滤网；所述挤压脱水腔靠近

挤压进口的一端设有出渣口，出渣口上滑动连接有出渣板，挤压脱水腔上设有与出渣板相

对应的第三液压杆；所述冲洗结构包括与油水腔相连通的循环泵，循环泵上连接有进水管，

进水管另一端与进料腔靠近出料口的端部相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物残渣处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腔靠近进料口的一端设

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主轴，主轴上沿进料口依次设有螺旋叶片和旋切刀；

所述进料腔上设有与油水分离器相对应的排液口，进料腔内壁转动连接有过滤网，主轴上

设有与过滤网相连接的驱动杆；所述暂存室内壁滑动连接有与暂存管道相对应的密封板，

密封板两端均设有与推板相对应的推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物残渣处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桨装置包括套设于搅拌

轴上的支撑套筒，支撑套筒一端连接有齿轮箱，齿轮箱内设有套接于搅拌轴上的主动轮，齿

轮箱内转动连接有一对转动套筒，转动套筒外壁套接有与主动轮相啮合的从动轮；一对所

述转动套筒内壁均螺接有牵引丝杆，牵引丝杆远离支撑套筒的一端连接有牵引块，牵引块

套设于搅拌轴；所述牵引块上转动连接有转动块，转动块与搅拌轴滑动连接，搅拌轴上设有

与转动块相配合的滑动轴，转动块上设有与滑动轴相配合的滑槽；转动块上对称连接有两

个连接块，两个连接块上均转动连接有连接轴，连接轴上连接有搅拌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食物残渣处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轴上垂直连接有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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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牵引杆远离连接轴的一端转动连接有主动杆，主动杆与牵引块滑动连接；所述牵引块为

圆柱形结构，牵引块外周上设有环形的导向槽，导向槽为波浪形结构，主动杆上设有与导向

槽相配合的滑块。所述牵引块包括与牵引丝杆相连接的下牵引块和与下牵引块滑动连接的

上牵引块，上牵引块与转动块转动连接，导向槽设于上牵引块上；所述下牵引块上固接有连

接杆，连接杆与上牵引块滑动连接，连接杆上套设有缓冲弹簧，缓冲弹簧两端分别与上牵引

块和下牵引块相连接；所述下牵引块上设有导向轴，齿轮箱上设有与导向轴相配合的导向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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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物残渣处理器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生活垃圾回收装置领域，涉及一种垃圾处理器，具体涉及一种食物残渣处

理器。

背景技术

食物垃圾处理器是一种被用来将食物残余物粉碎成足够小的颗粒，以安全通过家用下

水管道的装置，可有效避免食物垃圾堵塞下水道以及食物垃圾因储存而滋生病菌、蚊虫和

异味等，从而营造健康、清洁、美观的厨房环境。目前市场上的餐饮垃圾处理器大多采用单

一的可旋转刀片设计，通过可旋转刀片的高速旋转对物料进行粉碎，虽然可以打碎家庭食

物垃圾，但是对于商用餐饮场合所产生的食物垃圾，此类垃圾不仅量大，而且成分组成较为

复杂，仅仅靠可旋转刀片无法彻底将其粉碎，食品垃圾粉碎量大时容易造成处理器的堵塞

或电机的过载，严重影响粉碎处理的效果和效率，且粉碎过程中无法实现自动供水，粉碎完

成后无法自动停止工作，容易造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的浪费，更容易对处理器的性能质量

产生影响。

发明内容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食物残渣处理器，有效的解

决了现有食物垃圾处理器处理效果差的问题。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食物残渣处理器，包括进料装置、研

磨装置、混合装置、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装置包括进料结构和与进料结构相连

通的暂存结构；所述进料结构包括进料腔，进料腔一端设有进料口，进料腔另一端设有与均

料结构相对应的出料口，所述暂存结构包括与进料腔相连通的暂存室，进料口上连通有与

暂存室相连通的暂存管道；所述暂存室靠近进料腔的一端滑动连接有挡板，进料腔上设有

与挡板相对应的第一液压杆；所述暂存室上滑动连接有推杆，推杆靠近挡板的一端连接有

推板；所述暂存室一侧设有第二液压杆，第二液压杆的伸缩端连接有连接板，连接板与推杆

远离挡板的一端相连接；所述进料结构连接有研磨装置，研磨装置包括与进料结构相连通

的均料结构，所述均料结构包括均料腔，均料腔上设有与出料口相对于的均料进口；所述均

料腔内设有均料轴，均料轴上设有均料桨叶，均料腔上设有与均料桨叶相对应的均料出口；

所述均料结构上连接有研磨结构；所述研磨结构包括研磨腔，研磨腔上设有研磨电机，研磨

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同步轴，同步轴与均料轴相连接；所述研磨腔上设有与均料出口相连

接的研磨进料口；所述同步轴上部设有研磨板，同步轴下部设有出料桨叶，研磨腔上设有与

出料桨叶相对应的研磨出料口；所述研磨结构连接有混合装置，混合装置连接有挤压脱水

腔，挤压脱水腔连接有排水腔，所述挤压脱水腔上设有挤压进口；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混合

腔，混合腔上设有混合轴，混合腔上设有与混合轴相对应的混合电机，混合轴上设有搅拌桨

装置；混合腔上设有与挤压进口相对应的混合出口；所述进料结构上连接有油水分离器，油

水分离器连接有油水腔和与油水腔相对应的接油腔；所述油水腔下端设有与进料结构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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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冲洗结构，油水腔上部设有与排水腔相连通的排水管。

进一步地，所述挤压脱水腔远离挤压进口的一端设有挤压电机，挤压电机的输出端连

接有挤压丝杆，挤压丝杆上螺接有挤压套筒，挤压套筒远离挤压丝杆的一端连接有与挤压

脱水腔滑动连接的挤压板；所述挤压脱水腔靠近挤压进口的一端设有与排水腔相连通的出

水口，出水口上设有过滤网；所述挤压脱水腔靠近挤压进口的一端设有出渣口，出渣口上滑

动连接有出渣板，挤压脱水腔上设有与出渣板相对应的第三液压杆；所述冲洗结构包括与

油水腔相连通的循环泵，循环泵上连接有进水管，进水管另一端与进料腔靠近出料口的端

部相连接。

进一步地，所述进料腔靠近进料口的一端设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主

轴，主轴上沿进料口依次设有螺旋叶片和旋切刀；所述进料腔上设有与油水分离器相对应

的排液口，进料腔内壁转动连接有过滤网，主轴上设有与过滤网相连接的驱动杆；所述暂存

室内壁滑动连接有与暂存管道相对应的密封板，密封板两端均设有与推板相对应的推块。

进一步地，所述搅拌桨装置包括套设于搅拌轴上的支撑套筒，支撑套筒一端连接有齿

轮箱，齿轮箱内设有套接于搅拌轴上的主动轮，齿轮箱内转动连接有一对转动套筒，转动套

筒外壁套接有与主动轮相啮合的从动轮；一对所述转动套筒内壁均螺接有牵引丝杆，牵引

丝杆远离支撑套筒的一端连接有牵引块，牵引块套设于搅拌轴；所述牵引块上转动连接有

转动块，转动块与搅拌轴滑动连接，搅拌轴上设有与转动块相配合的滑动轴，转动块上设有

与滑动轴相配合的滑槽；转动块上对称连接有两个连接块，两个连接块上均转动连接有连

接轴，连接轴上连接有搅拌桨。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轴上垂直连接有牵引杆，牵引杆远离连接轴的一端转动连接有主

动杆，主动杆与牵引块滑动连接；所述牵引块为圆柱形结构，牵引块外周上设有环形的导向

槽，导向槽为波浪形结构，主动杆上设有与导向槽相配合的滑块。所述牵引块包括与牵引丝

杆相连接的下牵引块和与下牵引块滑动连接的上牵引块，上牵引块与转动块转动连接，导

向槽设于上牵引块上；所述下牵引块上固接有连接杆，连接杆与上牵引块滑动连接，连接杆

上套设有缓冲弹簧，缓冲弹簧两端分别与上牵引块和下牵引块相连接；所述下牵引块上设

有导向轴，齿轮箱上设有与导向轴相配合的导向块。

附图说明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图；

图2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图3为本发明的后视图；

图4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图5为本发明中进料装置的轴测图；

图6为本发明中进料装置的俯视图；

图7为本发明中图6A-A的剖面图；

图8为本发明中图6B-B的剖面图；

图9为本发明中研磨装置的轴测图；

图10为本发明中研磨装置的主视图；

图11为本发明中图10C-C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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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本发明中混合装置的轴测图；

图13本发明中混合装置的主视图；

图14为本发明中图13D-D的剖面图；

图15为本发明中搅拌桨结构的轴测图；

图16为本发明中搅拌桨结构的俯视图；

图17为本发明中图16E-E的剖面图；

图18为本发明中齿轮箱的轴测图；

图中：1、进料装置，101、第一电机，102、进料口，103、进料腔，104、推板，105、出料口，

106、第一液压杆，107、排液口，108、暂存管道，109、暂存室，110、第二液压杆，  111、推杆，

112、连接板，113、螺旋叶片，114、过滤网，115、旋切刀，116、主轴，117、密封板；2、均料结构，

201、均料腔，202、均料进口，203、均料桨叶；3、研磨结构，301、研磨腔，302、研磨电机，303、

研磨出料口，304、研磨板，305、出料桨叶，306、同步轴，  307、研磨进料口；4、混合装置，401、

混合腔，402、支柱，403、混合电机，404、混合出口，405、混合进口，406、支撑套筒，407、导向

轴，408、导向块，409、齿轮箱，410、牵引丝杆，411、下牵引块，412、导向槽，413、上牵引块，

414、主动杆，415、转动块，416、搅拌桨，417、牵引杆，418、连接轴，419、连接块，420、连接杆，

421、从动轮，422、转动套筒，423、主动轮；5、排水腔，6、油水腔，7、油水分离器，8、进水管，9、

挤压脱水腔，10、出油口，11、接油腔。

具体实施方式

一种食物残渣处理器，如图1-18所示，包括进料装置、研磨装置、混合装置、搅拌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装置包括进料结构和与进料结构相连通的暂存结构；所述进料结构

包括进料腔，进料腔一端设有进料口，进料腔另一端设有与均料结构相对应的出料口，所述

暂存结构包括与进料腔相连通的暂存室，进料口上连通有与暂存室相连通的暂存管道；所

述暂存室靠近进料腔的一端滑动连接有挡板，进料腔上设有与挡板相对应的第一液压杆；

所述暂存室上滑动连接有推杆，推杆靠近挡板的一端连接有推板；所述暂存室一侧设有第

二液压杆，第二液压杆的伸缩端连接有连接板，连接板与推杆远离挡板的一端相连接；所述

进料结构连接有研磨装置，研磨装置包括与进料结构相连通的均料结构，所述均料结构包

括均料腔，均料腔上设有与出料口相对于的均料进口；所述均料腔内设有均料轴，均料轴上

设有均料桨叶，均料腔上设有与均料桨叶相对应的均料出口；所述均料结构上连接有研磨

结构；所述研磨结构包括研磨腔，研磨腔上设有研磨电机，研磨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同步

轴，同步轴与均料轴相连接；所述研磨腔上设有与均料出口相连接的研磨进料口；所述同步

轴上部设有研磨板，同步轴下部设有出料桨叶，研磨腔上设有与出料桨叶相对应的研磨出

料口；所述研磨结构连接有混合装置，混合装置连接有挤压脱水腔，挤压脱水腔连接有排水

腔，所述挤压脱水腔上设有挤压进口；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混合腔，混合腔上设有混合轴，混

合腔上设有与混合轴相对应的混合电机，混合轴上设有搅拌桨装置；混合腔上设有与挤压

进口相对应的混合出口；所述进料结构上连接有油水分离器，油水分离器连接有油水腔和

与油水腔相对应的接油腔；所述油水腔下端设有与进料结构相连接的冲洗结构，油水腔上

部设有与排水腔相连通的排水管。

所述挤压脱水腔远离挤压进口的一端设有挤压电机，挤压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挤压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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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挤压丝杆上螺接有挤压套筒，挤压套筒远离挤压丝杆的一端连接有与挤压脱水腔滑动

连接的挤压板；所述挤压脱水腔靠近挤压进口的一端设有与排水腔相连通的出水口，出水

口上设有过滤网；所述挤压脱水腔靠近挤压进口的一端设有出渣口，出渣口上滑动连接有

出渣板，挤压脱水腔上设有与出渣板相对应的第三液压杆；所述冲洗结构包括与油水腔相

连通的循环泵，循环泵上连接有进水管，进水管另一端与进料腔靠近出料口的端部相连接。

所述进料腔靠近进料口的一端设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主轴，主轴上

沿进料口依次设有螺旋叶片和旋切刀；所述进料腔上设有与油水分离器相对应的排液口，

进料腔内壁转动连接有过滤网，主轴上设有与过滤网相连接的驱动杆；所述暂存室内壁滑

动连接有与暂存管道相对应的密封板，密封板两端均设有与推板相对应的推块。

所述搅拌桨装置包括套设于搅拌轴上的支撑套筒，支撑套筒一端连接有齿轮箱，齿轮

箱内设有套接于搅拌轴上的主动轮，齿轮箱内转动连接有一对转动套筒，转动套筒外壁套

接有与主动轮相啮合的从动轮；一对所述转动套筒内壁均螺接有牵引丝杆，牵引丝杆远离

支撑套筒的一端连接有牵引块，牵引块套设于搅拌轴；所述牵引块上转动连接有转动块，转

动块与搅拌轴滑动连接，搅拌轴上设有与转动块相配合的滑动轴，转动块上设有与滑动轴

相配合的滑槽；转动块上对称连接有两个连接块，两个连接块上均转动连接有连接轴，连接

轴上连接有搅拌桨。

所述连接轴上垂直连接有牵引杆，牵引杆远离连接轴的一端转动连接有主动杆，主动

杆与牵引块滑动连接；所述牵引块为圆柱形结构，牵引块外周上设有环形的导向槽，导向槽

为波浪形结构，主动杆上设有与导向槽相配合的滑块。所述牵引块包括与牵引丝杆相连接

的下牵引块和与下牵引块滑动连接的上牵引块，上牵引块与转动块转动连接，导向槽设于

上牵引块上；所述下牵引块上固接有连接杆，连接杆与上牵引块滑动连接，连接杆上套设有

缓冲弹簧，缓冲弹簧两端分别与上牵引块和下牵引块相连接；所述下牵引块上设有导向轴，

齿轮箱上设有与导向轴相配合的导向块。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本发明在使用时，电机转动，电机带动螺旋叶片、旋切刀转动，使用

者将垃圾由进料口投入进料腔内，垃圾由螺旋叶片向旋切刀运动，旋切刀对垃圾切碎；垃圾

自螺旋叶片向旋切刀运动过程中，过滤网在主轴和驱动杆的作用下沿进料腔内壁转动，过

滤网一直转动，防止过滤网发生堵塞，垃圾中的油水经过过滤网经排液口进入油水分离器，

油水经油水分离器分离后，油进入接油腔，接油腔内的油经出油口排出；油水进入油水腔；

油水腔内的水分过多时通过排水管进入排水腔内，防止油水腔油水过多影响油水分离器工

作；油水腔内的油水经过循环泵、进水管进入进料腔后部，使油水与垃圾混合，提高旋切刀

的旋切效果，降低第一电机的功耗，垃圾与水的混合物更有利于研磨结构对垃圾的研磨，及

提高研磨后的垃圾融入水中。

当倒入垃圾过多时，螺旋叶片无法及时处理导致垃圾漫过暂存管道后，垃圾经暂存管

道进入暂存室，当垃圾进入过多时，第二液压杆作用，第二液压杆通过推板对垃圾进行挤

压，提高暂存室的储存容积；当暂存室内垃圾量达到设定最大时，第一液压杆动作牵引挡

板，使暂存室与进料腔相连通，第二液压杆作用，第二液压杆通过推板将垃圾缓缓推入进料

腔，垃圾在进料腔的作用下进入旋切刀处；推板滑动时，推板向进料腔运动时，通过推块带

动密封板对暂存管道进行关闭，推板向反方向运动时，通过推块带动密封板对暂存管道进

行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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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经旋切刀切碎的垃圾进入均料腔，均料腔对垃圾均匀的分配给四个均料出口，垃

圾通过均料出口进入研磨腔，研磨腔的研磨板对垃圾进行研磨，研磨后的垃圾进入出料桨

叶，垃圾经出料桨叶进入混合腔；混合腔的搅拌桨装置对垃圾进行搅拌混合，提高垃圾融入

水中；搅拌桨装置在使用时，搅拌轴转动，通过导向轴和滑槽带动转动块沿牵引块转动，转

动块通过连接块及连接轴带动搅拌桨转动垃圾液体进行搅拌；搅拌过程中，搅拌轴转动带

动主动轮旋转，主动轮与被动轮啮合，被动轮通过转动套筒沿齿轮箱内壁随主动轮进行转

动，由于转动套筒内壁与牵引丝杆螺接，牵引丝杆随转动套筒的转动进而上下运动，牵引丝

杆带动牵引块进行上下运动，牵引块带动转动块通过导向轴和滑槽上下运动；搅拌装置在

使用时，通过牵引丝杆及牵引块的带动使搅拌桨在转动过程中进行上下运动，对垃圾液体

充分搅拌，提高搅拌的均匀性。

搅拌桨转动过程中通过连接轴带动主动杆转动，主动杆转动过程中，通过滑块和导向

槽转动，由于导向槽为波浪形结构，进而导致主动杆相对于转动块进行上下运动，主动杆通

过牵引杆带动连接轴沿连接块反复转动，连接轴带动搅拌桨进行反复转动，搅拌桨在旋转

过程中，不停的转动对透析液上下的旋转的力，提高搅拌桨的搅拌效果。

牵引块在使用时，下牵引块通过连接杆及缓冲弹簧对上牵引块的运动进行缓冲，当主

动杆沿导向槽进行旋转时，下牵引块通过连接杆及缓冲弹簧缓冲主动杆对上牵引块的力；

当牵引丝杆牵引下牵引块时，下牵引块通过连接杆及缓冲弹簧缓冲上牵引块与转动块之间

的力道；使用上牵引块、下牵引块及其上的连接杆缓冲弹簧，对搅拌桨运动过程进行缓冲，

提高本发明的稳定性；使用导向轴和导向块，对牵引块的上下运动进行导向，提高搅拌桨装

置的稳定性。

混合后的垃圾进入挤压脱水腔，垃圾中的水分经挤压脱水腔进入排水腔内，挤压电机

作用，挤压丝杆与挤压套筒螺接，挤压套筒推动挤压板对垃圾进行挤压，挤压后的水分进入

排水腔内流出，干燥的垃圾经出渣口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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