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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涉及一种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垃圾处

理方法，其包括设置在厨房柜台上的水槽，所述

水槽底部设置有承料斗，所述承料斗内设置有用

于将垃圾搅碎的搅碎机构，所述承料斗底部设置

有用于将垃圾碎渣输送至下水管道的输送机构。

本申请具有方便家庭处理厨余垃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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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在厨房柜台上的水槽(1)，所述水槽(1)底

部设置有承料斗(2)，所述承料斗(2)内设置有用于将垃圾搅碎的搅碎机构，所述承料斗(2)

底部设置有用于将垃圾碎渣输送至下水管道的输送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搅碎机构包括设置在所

述水槽(1)出料口正下方的搅碎筒，以及驱动所述搅碎筒转动的第一驱动件，所述搅碎筒包

括圆形的底板(51)，以及周向固定安装于所述底板(51)上表面的搅碎刀网(52)，所述搅碎

刀网(52)由多条环形刀片(521)和多条直刀片(522)纵横交错组成，多条水平的所述环形刀

片(521)沿所述底板(51)的轴线方向排列设置，多条直刀片(522)沿所述底板(51)的周向排

列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件包括设置在

所述底板(51)底部的防水电机(7)，所述防水电机(7)通过多根支撑杆(8)固定安装在所述

承料斗(2)内，所述防水电机(7)的输出轴和所述底板(51)偏心固定，所述防水电机(7)的输

出轴和所述底板(51)垂直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8)自靠近所述

承料斗(2)的一侧朝向靠近所述防水电机(7)的一侧向下倾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机构包括固定安装

在所述承料斗(2)底部的输送筒(9)，以及转动承载在所述输送筒(9)内的螺旋输送轴(10)，

所述输送筒(9)的一端设置有驱动所述螺旋输送轴(10)转动的第二驱动件，所述输送筒(9)

的另一端与下水管道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筒(9)的下半筒横

截面呈半圆形，所述螺旋输送轴(10)的螺旋叶片周侧和所述输送筒(9)的下半筒内筒壁相

接触。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输送轴(10)的螺旋

叶片外缘周向沿所述螺旋输送轴(10)的轴向开设有滤水槽(16)。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槽(1)出料口的底部

通过抱箍(3)安装有波纹管(4)。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料斗(2)内壁和所述

螺旋输送轴(10)的螺旋叶片表面均涂覆有聚四氟乙烯涂层。

10.一种垃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厨余垃圾倒入水槽(1)内，厨余垃圾和水经过出料口和波纹管(4)进入搅碎筒内；

S2：启动防水电机(7)带动搅碎筒偏心转动，环形刀片(521)和直刀片(522)对搅碎筒的

厨余垃圾进行切割搅碎；

S3：切割搅碎后的垃圾废渣从承料斗(2)内掉落至输送筒(9)内，然后启动输送电机驱

动螺旋输送轴(10)转动，将垃圾废渣输送至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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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垃圾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垃圾处理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垃圾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家庭厨余垃圾是一个困扰着各地城市管理者的大问题，餐厨垃圾产生量大，细菌、

酵母等活菌含量非常高，极易变质腐败。目前人们常将家庭厨余垃圾丢弃在垃圾桶中，容易

孳生和招引蚊、蝇、鼠、蟑螂等害虫，污染环境，餐厨垃圾处理不当，对人们的生活、健康和环

境造成安全隐患。

[0003] 厨余垃圾的分类让人们头疼不已，引发全国人民的“垃圾分类焦虑”，厨余垃圾的

处理问题迫在眉睫，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以及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厨余垃圾处理的

需求爆发，因此提出一种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垃圾处理方法，以期解决家庭厨余垃圾处理不

方便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方便家庭处理厨余垃圾，本申请提供一种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垃圾处理方法。

[0005]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垃圾处理方法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包括设置在厨房柜台上的水槽，所述水槽底部设置有承料斗，所述

承料斗内设置有用于将垃圾搅碎的搅碎机构，所述承料斗底部设置有用于将垃圾碎渣输送

至下水管道的输送机构。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承料斗内的搅碎机构将从水槽掉下的垃圾搅碎，然后通

过输送机构将搅碎后的垃圾废渣输送至下水管道，即完成了厨余垃圾的处理。

[0007] 优选的，所述搅碎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水槽出料口正下方的搅碎筒，以及驱动所

述搅碎筒转动的第一驱动件，所述搅碎筒包括圆形的底板，以及周向固定安装于所述底板

上表面的搅碎刀网，所述搅碎刀网由多条环形刀片和多条直刀片纵横交错组成，多条水平

的所述环形刀片沿所述底板的轴线方向排列设置，多条直刀片沿所述底板的周向排列设

置。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垃圾掉入搅碎筒内，第一驱动件驱动搅碎筒转动，搅碎刀

网将搅碎筒内的垃圾切割搅碎，然后从搅碎刀网的空隙中飞出，通过输送机构将垃圾碎渣

输送至下水管道。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一驱动件包括设置在所述底板底部的防水电机，所述防水电机通

过多根所述支撑杆固定安装在所述承料斗内，所述防水电机的输出轴和所述底板偏心固

定，所述防水电机的输出轴和所述底板垂直设置。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水电机带动底板偏心转动，从而使得掉入搅碎筒内的

垃圾受到搅碎刀网的切割搅碎，然后从搅碎刀网的孔隙中飞出，从承料斗内掉落至输送机

构中。

[0011] 优选的，所述支撑杆自靠近所述承料斗的一侧朝向靠近所述防水电机的一侧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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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倾斜设置的支撑杆能够减少垃圾碎渣堆积在支撑杆上的

情况发生，同时水能够沿支撑杆流至防水电机表面对防水电机表面散热。

[0013] 优选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所述承料斗底部的输送筒，以及转动承载

在所述输送筒内的螺旋输送轴，所述输送筒的一端设置有驱动所述螺旋输送轴转动的第二

驱动件，所述输送筒的另一端与下水管道相连通。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二驱动件驱动输送筒内的螺旋输送轴转动，将从承料

斗掉入输送筒内的垃圾碎渣输送至下水管道。

[0015] 优选的，所述输送筒的下半筒横截面呈半圆形，所述螺旋输送轴的螺旋叶片周侧

和所述输送筒的下半筒内筒壁相接触。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输送筒的下半筒横截面半圆形设置，能够减少垃圾碎渣

等堆积在输送筒内。

[0017] 优选的，所述螺旋输送轴的螺旋叶片外缘周向沿所述螺旋输送轴的轴向开设有滤

水槽。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滤水槽的设置方便水直接从滤水槽流至下水管道。

[0019] 优选的，所述水槽出料口的底部通过抱箍安装有波纹管。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波纹管对垃圾以及水流进行导向，避免垃圾等未进入搅

碎筒的情况发生。

[0021] 优选的，所述承料斗内壁和所述螺旋输送轴的螺旋叶片表面均涂覆有聚四氟乙烯

涂层。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四氟乙烯涂层能够减少水和油、酒精等有机溶剂粘覆

在承料斗内壁和螺旋输送轴的螺旋叶片表面的情况发生。

[0023] 一种垃圾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厨余垃圾倒入水槽内，厨余垃圾和水经过出料口和波纹管进入搅碎筒内；

S2：启动防水电机带动搅碎筒偏心转动，环形刀片和直刀片对搅碎筒的厨余垃圾进行

切割搅碎；

S3：切割搅碎后的垃圾废渣从承料斗内掉落至输送筒内，然后启动输送电机驱动螺旋

输送轴转动，将垃圾废渣输送至下水管道。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家庭厨余垃圾直接丢入水槽内，经过波纹管进入搅碎筒，

防水电机带动搅碎筒偏心转动，环形刀片和直刀片对搅碎筒的厨余垃圾进行切割搅碎，切

割搅碎后的垃圾废渣从承料斗内掉落至输送筒内，然后启动输送电机驱动螺旋输送轴转

动，将垃圾废渣输送至下水管道，直接通过下水管道将厨余垃圾排出，且不会堵塞下水管

道，无需将厨余垃圾丢弃在垃圾桶中，同时也减少了家庭孳生和招引蚊、蝇、鼠、蟑螂等害虫

的情况发生。

[0025]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家庭厨余垃圾直接丢入水槽内，经过波纹管进入搅碎筒，防水电机带动搅碎筒偏心转

动，环形刀片和直刀片对搅碎筒的厨余垃圾进行切割搅碎，切割搅碎后的垃圾废渣从承料

斗内掉落至输送筒内，然后启动输送电机驱动螺旋输送轴转动，将垃圾废渣输送至下水管

道，直接通过下水管道将厨余垃圾排出，且不会堵塞下水管道，无需将厨余垃圾丢弃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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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中，同时也减少了家庭孳生和招引蚊、蝇、鼠、蟑螂等害虫的情况发生；

输送筒的下半筒横截面半圆形设置，能够减少垃圾碎渣等堆积在输送筒内；

滤水槽的设置方便水直接从滤水槽流至下水管道。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中承料斗和输送筒的部分剖视图。

[0028]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中搅碎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1、水槽；2、承料斗；3、抱箍；4、波纹管；51、底板；52、搅碎刀网；521、

环形刀片；5212、插口；522、直刀片；6、顶环；61、进料口；7、防水电机；8、支撑杆；9、输送筒；

10、螺旋输送轴；11、封闭板；12、横条；13、安装块；14、驱动电机；15、减速器；16、滤水槽；17、

安装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1-3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垃圾处理系统，参照图1和图2，包括安装在厨房柜台上的

水槽1，水槽1底部设置有承料斗2，承料斗2通过多根安装柱17固定安装在厨房柜台下。水槽

1出料口的底部通过抱箍3安装有波纹管4，波纹管4对垃圾以及水流进行导向，避免垃圾等

未进入搅碎筒的情况发生。

[0032] 参照图2和图3，承料斗2内设置有用于将垃圾搅碎的搅碎机构，搅碎机构包括设置

在水槽1出料口正下方的搅碎筒，以及驱动搅碎筒转动的第一驱动件，搅碎筒包括圆形的底

板51，以及周向固定安装于底板51上表面的搅碎刀网52，搅碎刀网52由多条环形刀片521和

多条直刀片522纵横交错组成，多条水平的环形刀片521沿底板51的轴线方向排列设置，多

条直刀片522垂直于底板51设置，多条直刀片522沿底板51的周向均匀排列设置，环形刀片

521内侧径向开设有多条供多条直刀片522插接配合的插口5212，多条插口5212沿环形刀片

521的周向均匀布设，直刀片522和环形刀片521的内侧为刀锋，多条直刀片522和多条环形

刀片521插接配合后通过焊接固定，多条直刀片522的底部与底板51之间通过焊接固定。搅

碎刀网52的顶部还固定安装有顶环6，顶环6的底部和多条直刀片522的顶部通过焊接固定，

顶环6开设有进料口61，进料口61位于水槽1出料口的正下方，且进料口61的尺寸大于水槽1

出料口的尺寸。

[0033] 第一驱动件包括设置在底板51底部的防水电机7，防水电机7通过四根支撑杆8固

定安装在承料斗2内，支撑杆8自靠近承料斗2的一侧朝向靠近防水电机7的一侧向下倾斜，

倾斜设置的支撑杆8能够减少垃圾碎渣堆积在支撑杆8上的情况发生，同时水能够沿支撑杆

8流至防水电机7表面对防水电机7表面散热；防水电机7的输出轴和底板51偏心固定，防水

电机7的输出轴和底板51垂直设置。

[0034] 参照图2，承料斗2底部设置有用于将垃圾碎渣输送至下水管道的输送机构。输送

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承料斗2底部的输送筒9，以及通过轴承转动承载在输送筒9内的螺旋

输送轴10，输送筒9和承料斗2底部相连通，输送筒9的一端固定安装有封闭板11，输送筒9的

另一端开口，输送筒9的开口端内侧固定安装有横条12，横条12底部安装有安装块13，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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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轴10的两端分别和封闭板11和安装块13轴承连接，封闭板11的外侧设置有驱动螺旋输

送轴10转动的第二驱动件，输送筒9的开口端与下水管道相连通。第二驱动件设置为驱动电

机14，驱动电机14安装在驱动电机14的输出轴连接有减速器15，减速器15固定安装在封闭

板11的外侧，减速器15的输出轴和螺旋输送轴10同轴固定。输送筒9的下半筒横截面呈半圆

形，螺旋输送轴10的螺旋叶片周侧和输送筒9的下半筒内筒壁相接触。螺旋输送轴10的螺旋

叶片外缘周向沿螺旋输送轴10的轴向开设有滤水槽16，滤水槽16的设置方便水直接从滤水

槽16流至下水管道。

[0035] 此外，承料斗2内壁和螺旋输送轴10的螺旋叶片表面均涂覆有聚四氟乙烯涂层，聚

四氟乙烯涂层能够减少水和油、酒精等有机溶剂粘覆在承料斗2内壁和螺旋输送轴10的螺

旋叶片表面的情况发生。

[0036] 本实施例还公开一种垃圾处理方法，适用于上述垃圾处理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厨余垃圾倒入水槽1内，厨余垃圾和水经过出料口和波纹管4进入搅碎筒内；

S2：启动防水电机7带动搅碎筒偏心转动，环形刀片521和直刀片522对搅碎筒的厨余垃

圾进行切割搅碎；

S3：切割搅碎后的垃圾废渣从承料斗2内掉落至输送筒9内，然后启动输送电机驱动螺

旋输送轴10转动，将垃圾废渣输送至下水管道。

[0037]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垃圾处理方法的实施原理为：家庭厨余垃圾

直接丢入水槽1内，经过波纹管4进入搅碎筒，防水电机7带动搅碎筒偏心转动，环形刀片521

和直刀片522对搅碎筒的厨余垃圾进行切割搅碎，切割搅碎后的垃圾废渣从承料斗2内掉落

至输送筒9内，然后启动输送电机驱动螺旋输送轴10转动，将垃圾废渣输送至下水管道，直

接通过下水管道将厨余垃圾排出，且不会堵塞下水管道，无需将厨余垃圾丢弃在垃圾桶中，

同时也减少了家庭孳生和招引蚊、蝇、鼠、蟑螂等害虫的情况发生。

[0038]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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