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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

置,箱体在前侧具有能下开的前挡板、后侧固定

有后挡板，箱体在底板上设有沥水网孔并与下部

的集液箱相通，集液箱底部在排液口设有排液

管，箱体在两侧板的顶部设有支承座，支承座上

具有对推板进行导向的导轨，推板竖置在箱体

内，推板上部两端的移动座设置在导轨上并能移

动用于挤压餐厨垃圾；驱动机构包括两个马达和

对应将旋转运动转为直线运动的传动组件，两马

达分别安装在推板的移动座上，传动组件包括主

动轮及安装在支承座上与主动轮啮合的被动件，

主动轮安装在马达的输出侧，两马达同时驱动传

动组件带动推板直线移动。本实用新型结构简

单，能解决沥水网孔堵塞的问题，快速将餐厨垃

圾中的游离水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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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盛装餐厨垃圾的箱体(5)，位于

箱体(5)底部用于收集液体的集液箱(8)，用于挤压餐厨垃圾的推板(11)以及带动推板(11)

移动的驱动机构；

所述箱体(5)在前侧具有下开的前挡板(5-2)、后侧固定有后挡板(5-6)，箱体(5)在底

板(5-5)上设有沥水网孔并与下部的集液箱(8)相通，集液箱(8)底部的排液口设有排液管

(9)，箱体(5)在两侧板(5-4)的顶部设有支承座(3)，支承座(3)上具有对推板(11)进行导向

的导轨(3-2)，所述的推板(11)竖置在箱体(5)内，且推板(11)上部两端的移动座(11-1)设

置在导轨(3-2)上并能移动,且推板(11)底部具有用于清理沥水网孔的柔性刮板(11-3)；

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两个马达(1)和对应将旋转运动转为直线运动的传动组件，两马

达(1)分别安装在推板(11)的移动座(11-1)上，所述的传动组件包括主动轮(2)及安装在支

承座(3)上与主动轮(2)啮合的被动件，主动轮(2)安装在马达(1)的输出侧，两马达(1)同时

驱动传动组件带动推板(11)直线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马达(1)为

液压马达或电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轮

(2)为齿轮，所述的被动件为安装在支承座(3)上的齿条(3-1)，齿轮与齿条(3-1)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轮

(2)为涡轮，所述的被动件为安装在支承座(3)上的涡杆，涡轮与涡杆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板(11)的底部前

侧或/和后侧间隔设有多个带弯头的耙杆(11-2) ,且两两耙杆(11-2)底部具有连接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5)的两

侧板(5-4)上均设有沥水网孔，且箱体(5)外侧还具有罩在侧板(5-4)上的侧集液箱(6)，侧

集液箱(6)底部的出液口设有侧集液管(7)，侧集液管(7)与排液管(9)连接相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挡板(5-2)

的上部具有至少两个铰接座(5-1)，铰接座(5-1)安装在箱体(5)前上部的销轴上并能转动，

前挡板(5-2)上设有连接杆(5-3)，两伸缩件(4)的一端分别铰接在连接杆(5-3)的两端，两

伸缩件(4)的另一端铰接在对应的支承座(3)上，两伸缩件(4)同时带动前挡板(5-2)打开或

关闭。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承座(3)

上设有移动座(11-1)穿过的通道(3-3)，马达(1)安装在位于支承座(3)外侧的移动座(11-

1)上，移动座(11-1)上设有与导轨(3-2)相配的滑块(11-4)。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承座(3)内

外侧上部安装在多个用于遮挡通道(3-3)且不影响推板(11)移动的软挡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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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属于餐厨垃圾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是一种含水率较高的湿垃圾，游离水占比较大(大于50％)，其成分复杂，

油脂含量在3％-7％之间，现有的餐厨处理工艺大都是先通过收运车收集后，统一倒入料仓

暂存，再通过螺旋输送装置将物料运输到后续预处理系统。

[0003] 为此，一类餐厨垃圾沥水装置是直接在料仓的底部设有液仓，通过地心引力使游

离水通过沥水网进入液仓内，液仓内的液体通过排液管送至后续预处理系统。该结构在料

仓下部的沥水网孔极易被物料堵塞，造成沥水效果不好，致使存在料斗内餐厨垃圾体积大，

含游离水较多，加大了后续处理系统的整体压力。

[0004] 另一类餐厨垃圾自流沥水装置采用分体结构，如CN204767800U所公开的一种嵌入

式餐厨垃圾沥水器，由滤料窗和下部的贮水窗两部分构成，滤料窗顶部安装有一个由筛网

制成的盖子，滤料窗内填充有吸附过滤材料，滤料窗底部设有一个止回阀，贮水窗侧面底部

设有一个排水孔，排水孔处用塞子塞住，使用时将其嵌入大垃圾桶底部，餐厨垃圾倒入垃圾

桶后，其中油脂和盐分随水分通过滤料的过滤进入底部沥水器，倾倒垃圾桶时水分不随垃

圾一起倒出，实现餐厨垃圾滤液的分离。由于餐厨垃圾自流沥水，同样会存在着筛网易被物

料堵塞现象，造成沥水效果不好，而移动的沥水前后的沥水器或垃圾桶还会造成二次污染

等问题，由于只是针对垃圾桶设计，不适用餐厨垃圾规模化处理。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能减少沥水网孔堵塞，并快速将餐厨垃

圾中的游离水分离出来的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

[0006] 本实用新型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其特征

在于：包括用于盛装餐厨垃圾的箱体，位于箱体底部用于收集液体的集液箱，用于挤压餐厨

垃圾的推板以及带动推板移动的驱动机构；

[0007] 所述箱体在前侧具有下开的前挡板、后侧固定有后挡板，箱体在底板上设有沥水

网孔并与下部的集液箱相通，集液箱底部在排液口设有排液管，箱体在两侧板的顶部设有

支承座，支承座上具有对推板进行导向的导轨，所述的推板竖置在箱体内，且推板上部两端

的移动座设置在导轨上并能移动，且推板底部具有用于清理沥水网孔的柔性刮板；

[0008] 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两个马达和对应将旋转运动转为直线运动的传动组件，两马

达分别安装在推板的移动座上，所述的传动组件包括主动轮及安装在支承座上与主动轮啮

合的被动件，主动轮安装在马达的输出侧，两马达同时驱动传动组件带动推板直线移动。

[0009] 本实用新型的快速沥水装置采用了在箱体内能移动的推板，且推板竖置在箱体

内，通过设置在箱体和推板上的驱动机构带动推板对箱体内的餐厨垃圾沿前后往复自动挤

压，能快速将餐厨垃圾中的游离水分离出来，加之推板底部的柔性刮板不断对底板上的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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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网孔进行清理，有效保持沥水网孔的畅通，餐厨垃圾不会沉积，彻底解决了底板沥水网孔

被堵塞的问题，使分离出的游离水及时落入集液箱，提高分离效率。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

能大幅度减少餐厨垃圾中的游离水，能很好的解决现有垃圾料斗存储效率低的问题，也能

减轻后续处理系统的整体压力。本实用新型的箱体采用下开结构前挡板，因此无法搬动箱

体，通过推板将操作中不会产生二次污染，适用于餐厨垃圾规模化处理。

附图说明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图1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是图2的B-B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图4的I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是本实用新型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其中：1—马达，2—主动轮，3—支承座，3-1—齿条，3-2—导轨，3-3—通道，4—伸

缩件，5—箱体，5-1—铰接座，5-2—前挡板，5-3—连接杆,5-4—侧板，5-5—底板，5-6—后

挡板，6—侧集液箱，7—侧集液管，8—集液箱，9—排液管，10—软挡条，11—推板，11-1—移

动座，11-2—耙杆，11-3—柔性刮板，11-4—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见图1～6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餐厨垃圾快速沥水装置,包括用于盛装餐厨垃圾

的箱体5，位于箱体5底部用于收集液体的集液箱8，用于挤压餐厨垃圾的推板11以及带动推

板11移动的驱动机构。

[0019] 见图1～4、6所示，本实用新型箱体5在前侧具有能下开的前挡板5-2、后侧固定有

后挡板5-6，箱体5上部敞口或安装有箱盖，可通过箱架将后挡板5-6、底板5-5以及两板板固

定在箱架上，以形成盛装餐厨垃圾的箱体5，在沥水时关闭前挡板5-2，沥水完毕后，打开前

挡板5-2，并用推板11将餐厨垃圾推出。见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箱体5在底板5-5上设有

沥水网孔并与下部的集液箱8相通，底板5-5为均匀布设网孔的不锈钢板材，将挤出餐厨垃

圾内的游离水通过沥水网孔落至集液箱8内，本实用新型集液箱8底部的排液口设有排液管

9，收集的沥水通过排液管9排至沥水池进行后序处理。

[0020] 见图1～3、6所示，本实用新型前挡板5-2的上部具有至少两个铰接座5-1，铰接座

5-1安装在箱体5前上部的销轴上并能转动，前挡板5-2上设有连接杆5-3，两伸缩件4的一端

分别铰接在连接杆5-3的两端，两伸缩件4的另一端铰接在对应的支承座3上，两伸缩件4同

时带动前挡板5-2打开或关闭，使前挡板5-2呈下开向外打式结构，该伸缩件4将可采用液压

油缸或气缸或其它机械结构，方便沥水后的餐厨垃圾推出箱体5。

[0021] 见图1～6所示，本实用新型箱体5在两侧板5-4的顶部设有支承座3，支承座3上具

有对推板11进行导向的导轨3-2，推板11竖置在箱体5内，且推板11上部两侧具有外伸的移

动座11-1，推板11上的移动座11-1设置在导轨3-2上并能移动，推板11沿两支承座3作往复

直线移动，而挤压箱体5内的餐厨垃圾，快速将餐厨垃圾内的游离水挤出，减少餐厨垃圾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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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时间。见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推板11底部具有用于清理沥水网孔的柔性刮板11-3，柔性

刮板11-3可通过压条及紧固件可拆安装在推板11底部的两侧，方便更换柔性刮板11-3，本

实用新型的柔性刮板可采用耐腐蚀pvc软板或四氟乙烯软板，在推板11移动过程中，不断对

底板上的沥水网孔进行清理，有效保持底板上的沥水网孔的畅通。

[0022] 见图1～6所示，本实用新型驱动机构包括两个马达1和对应将旋转运动转为直线

运动的传动组件，两马达1分别安装在推板11的移动座11-1上，传动组件包括主动轮2及安

装在支承座3上与主动轮2啮合的被动件，主动轮2安装在马达1的输出侧，两马达1同时驱动

传动组件带动推板11作直线往复移动。本实用新型的马达1为液压马达或电机，液压马达的

输出侧或电机的输出侧连接有主动轮2。本实用新型的主动轮2可为齿轮，被动件为安装在

支承座3上的齿条3-1，齿轮与齿条3-1啮合，两马达1同时驱动齿轮转动并齿条3-1啮合，带

动推板11作直线往复移动。本实用新型的主动轮2还可为涡轮，被动件为安装在支承座3上

的涡杆，可将涡杆两端安装在支承座3的前后侧的轴承座上，涡轮与涡杆啮合，两马达1同时

驱动涡轮转动并与涡杆啮合，带动推板11作直线往复移动。

[0023] 见图1～6所示，本实用新型推板11的底部前侧或/和后侧间隔设有多个带弯头的

耙杆11-2，在驱动机构带动推板11作往复移动时，通过耙杆11-2能对餐厨垃圾进行搅动，既

能防止餐厨垃圾的堆积，有利于餐厨垃圾挤压沥水效果，见图3、4所示，该推板11底部朝向

前挡板5-2一侧间隔设有多个耙杆11-2，两两耙杆11-2底部具有连接杆，耙杆11-2的长度为

10-80cm之间，可根据箱体5的大小，对耙杆11-2的长度进行调整。

[0024] 见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箱体5的两侧板5-4上均设有沥水网孔，侧板5-4为均布

有网的不锈钢板材，箱体5外侧还具有罩在侧板5-4上的侧集液箱6，在对餐厨垃圾进行挤压

过程中，使接近两侧板5-4的游离水能从侧板5-4上的沥水网孔排至侧集液箱6，而提高沥水

效果，侧集液箱6底部的出液口设有侧集液管7，侧集液管7与排液管9连接相通，将沥水排至

沥水池内。

[0025] 见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支承座3上设有移动座11-1穿过的通道3-3，马达1安装

在位于支承座3外侧的移动座11-1上，移动座11-1上设有与导轨3-2相配的滑块11-4，使滑

块11-4沿导轨3-2移动，而支承座3内外侧的上部安装在多个用于遮挡通道3-3内外侧且不

影响推板11移动的软挡条10，能对驱动机构和导向机构进行保护。

[0026] 见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工作时，前挡板5-2呈关闭状态，将餐厨垃圾倒入箱体5

内，马达1启动并驱动传动组件带动推板11沿支承座3的滑轨往复移动，使推板11对餐厨垃

圾进行挤压，而推板11底部的耙杆11-2对餐厨垃圾不断进行搅动，将餐厨垃圾游离水通过

底板5-5落入集液箱8内，部分通过两侧板5-4至侧箱液箱6内而达到沥水目的，集液箱8内的

沥水通过排液管9排至沥水池。沥水完成后，前挡板5-2在伸缩件4驱动下从底部外翻打开，

推板11将沥水后餐厨垃圾推出箱体5，伸缩件4还动前挡板5-2复位后，进入下次沥水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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