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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操作简易的洗菜盆，包括

支架、设于支架上的盆体、排水装置、垃圾脱水装

置及垃圾收集装置，所述排水装置包括设于所述

盆体底部的排水口、进水管、设于所述盆体底部

的第一管体、设于所述第一管体底部的第二管

体、设于第二管体底部的第三管体、设于所述第

三管体内的过滤板及设于所述第三管体底部的

排水管,本发明通过排水口可以直接将污水排放

到第一管体、第二管体及第三管体形成的筒体

内，污水经过过滤板后，水流将会通过排水管排

出，而垃圾将会被隔离在过滤板上，当垃圾积存

到一定量时，通过垃圾脱水装置对垃圾进行脱

水，将垃圾内的污水去除，以免垃圾携带的污水

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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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操作简易的洗菜盆，包括支架（1）、设于支架（1）上的盆体（11）、排水装置、垃圾

脱水装置及垃圾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装置包括设于所述盆体（11）底部的排水

口（2）、进水管（21）、设于所述盆体（11）底部的第一管体（22）、设于所述第一管体底部的第

二管体（23）、设于第二管体底部的第三管体（24）、设于所述第三管体（23）内的过滤板（25）

及设于所述第三管体底部的排水管（26）；

所述垃圾脱水装置包括驱动所述过滤板上下移动的驱动机构、过滤板清理机构及用于

密封进水管的密封机构，所述第一管体（22）、第二管体（23）及第三管体（24）的内径相同；

所述驱动机构包括设于所述过滤板（25）底部的第一驱动杆（4）、设于所述第一驱动杆

（4）上的限位杆（41）、设于所述限位杆（41）上的驱动齿条（42）、与所述驱动齿条（42）相啮合

的驱动齿轮（43）、驱动所述驱动齿轮转动的第一驱动件（44）、过滤板复位组件及驱动齿条

连接组件，所述驱动齿轮（43）一半有齿，一半无齿；

所述密封机构包括第一驱动板（3）、对称设于所述第一驱动板（3）两侧的第一导向杆

（31）、设于所述第一驱动板（3）上的插板（32）、设于所述第一管体（22）底部的插接槽（33）及

驱动所述第一驱动板前后移动的驱动组件，所述插接槽（33）可供插板（32）密封插入；所述

驱动齿条连接组件包括设于所述限位杆（41）上的滑槽（45）、对称设于所述滑槽（45）两侧的

卡槽（46）、对称设于所述驱动齿条（42）两侧的卡板（47）及第一弹性件（48），所述第一弹性

件（48）一端固连于所述驱动齿条（42）上，另一端固连于滑槽（45）端部，所述驱动齿条（42）

可相对滑槽（45）滑动，所述卡板（47）可相对卡槽（46）滑动；所述过滤板复位组件包括设于

所述第一驱动杆（4）底端的配重块（49）、固定板（491）及第二弹性件（492），所述第二弹性件

（492）一端固连于所述配重块（49）底部上，另一端固连于固定板（491）上；所述过滤板清理

机构包括均匀设于所述过滤板（25）上的过滤孔（251）、设于所述第三管体（24）底部的清理

棒（5）及设于所述清理棒（5）上端的尖端（51），所述清理棒（5）与过滤孔（251）对应设置；所

述垃圾收集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支架（1）上的支撑板（27）、设于所述支撑板（27）上的排料口

（6）、设于所述排料口（6）正下方的收集箱（61）及驱动第二管体移动的第二管体驱动组件，

所述支撑板（27）设有供第二管体滑动的移动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操作简易的洗菜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管体驱动组件

包括设于所述第二管体（22）上的第二驱动杆（62）、设于所述第二驱动杆（62）端部第二驱动

板（63）、驱动轴（64）、设于所述驱动轴端部的连接板（65）及驱动所述连接板转动的连接板

驱动件（66），所述第二驱动板（63）设有与驱动轴相配合的通槽（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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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操作简易的洗菜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厨房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操作简易的洗菜盆。

背景技术

[0002] 不锈钢洗菜盆是人们生活中在厨房的必备用品，现有的洗菜盆都是在底部设置一

个排水口，在排水口下方设置一个垃圾篮，在垃圾篮的上方设置一个排水封闭装置。此种洗

菜盆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0003] 一是影响排水速度，洗菜盆的排水口在排水时，固体垃圾会在垃圾篮中积聚，积聚

到一定程度后会影响污水的排放速度，甚至阻塞污水排放；

[0004] 二是操作麻烦，固体垃圾在垃圾篮中积聚后，人们清理比较麻烦，需要手工提出垃

圾篮，将垃圾篮提到垃圾桶处，再将篮中的垃圾倒入垃圾桶，然后将垃圾篮放回排水口，在

此过程中容易将垃圾携带的污水滴在橱柜或地面上，造成二次污染，增加人们的劳动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操作简易的洗菜盆。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操作简易的洗菜盆，包括支

架、设于支架上的盆体、排水装置、垃圾脱水装置及垃圾收集装置，所述排水装置包括设于

所述盆体底部的排水口、进水管、设于所述盆体底部的第一管体、设于所述第一管体底部的

第二管体、设于第二管体底部的第三管体、设于所述第三管体内的过滤板及设于所述第三

管体底部的排水管；通过排水口可以直接将污水排放到第一管体、第二管体及第三管体形

成的筒体内，污水经过过滤板后，水流将会通过排水管排出，而垃圾将会被隔离在过滤板

上，当垃圾积存到一定量时，通过垃圾脱水装置对垃圾进行脱水，将垃圾内的污水去除，以

免垃圾携带的污水造成二次污染。

[0007] 所述垃圾脱水装置包括驱动所述过滤板上下移动的驱动机构、过滤板清理机构及

用于密封进水管的密封机构，所述第一管体、第二管体及第三管体的内径相同；第一管体、

第二管体及第三管体的内径相同使得过滤板可在管体顺利滑动，以免过滤板在滑动过程中

垃圾泄露。

[0008] 所述密封机构包括第一驱动板、对称设于所述第一驱动板两侧的第一导向杆、设

于所述第一驱动杆上的插板、设于所述第一管体底部的插接槽及驱动所述第一驱动板前后

移动的驱动组件，所述插接槽可供插板密封插入；通过第一驱动板可驱动插板插入到插接

槽内，使得第一管体与第二管体隔绝，既可防止垃圾臭味从排水口飘出，还可以在过滤板上

移挤压脱水时起到阻挡垃圾的作用，使得脱水效果更好。

[0009] 所述驱动机构包括设于所述过滤板底部的第一驱动杆、设于所述第一驱动杆上的

限位杆、设于所述限位杆上的驱动齿条、与所述驱动齿条相啮合的驱动齿轮、驱动所述驱动

齿轮转动的第一驱动件、过滤板复位组件及驱动齿条连接组件，所述驱动齿轮一半有齿，一

半无齿；通过第一驱动件驱动所述驱动齿轮转动，当驱动齿轮有齿部分与驱动齿条啮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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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齿轮将带动驱动齿条上移，从而驱动过滤板上移，使得垃圾在过滤板与插板件挤压，进

而将垃圾中的水挤出，当驱动齿轮有齿部分与驱动齿条啮合结束时，过滤板将在自身重力

与垃圾重力的作用下下降，使得过滤板上的垃圾发生晃动，使得污水可更好的从垃圾脱离。

[0010] 所述驱动齿条连接组件包括设于所述限位杆上的滑槽、对称设于所述滑槽两侧的

卡槽、对称设于所述驱动齿条两侧的卡板及第一弹性件，所述第一弹性件一端固连于所述

驱动齿条上，另一端固连于滑槽端部，所述驱动齿条可相对滑槽滑动，所述卡板可相对卡槽

滑动；当管体内的垃圾过多时，过滤板上升的一定位置时，将不再继续上移，驱动齿条将相

对滑槽上移，既保证了挤压脱水的效果，还可避免驱动机构损坏。

[0011] 所述过滤板复位组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一驱动杆底端的配重块、固定板及第二弹性

件，所述第二弹性件一端固连于所述配重块底部上，另一端固连于固定板上；通过设置配重

块和第二弹性件可加速过滤板下落，则垃圾在下落的速度更快，晃动幅度更大，使得污水可

以更好从垃圾内脱离。

[0012] 所述过滤板清理机构包括均匀设于所述过滤板上的过滤孔、设于所述第三管体底

部的清理板棒及设于所述清理棒上端的尖端，所述清理棒与过滤孔对应设置；当过滤板下

移时，清理棒将插入到过滤孔内，使得过滤孔内的垃圾被顶出，以免过滤孔堵塞，影响脱水

效率和排水效率。且清理板可插入到垃圾内，使得垃圾更好的翻动，在垃圾内开设多个临时

流水通道，使得污水可以更好从垃圾内流出。

[0013] 所述垃圾收集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支架上的支撑板、设于所述支撑板上的排料口、

设于所述排料口正下方的收集箱及驱动第二管体移动的第二管体驱动组件，所述支撑板设

有供第二管体滑动的移动槽；通过驱动第二管体移动到排料口可以使脱水完成的垃圾掉落

到收集箱，进而完成收集，便于后续处理。

[0014] 所述第二管体驱动组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二管体上的第二驱动杆、设于所述第二驱

动杆端部第二驱动板、驱动轴、设于所述驱动轴端部的连接板及驱动所述连接板转动的连

接板驱动件，所述第二驱动板设有与驱动轴相配合的通槽。

[0015] 综上所述，通过排水口可以直接将污水排放到第一管体、第二管体及第三管体形

成的筒体内，污水经过过滤板后，水流将会通过排水管排出，而垃圾将会被隔离在过滤板

上，当垃圾积存到一定量时，通过垃圾脱水装置对垃圾进行脱水，将垃圾内的污水去除，以

免垃圾携带的污水造成二次污染。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横截面的剖视图。

[0018] 图3为图2的A处的放大图。

[0019] 图4为图2的B处的放大图。

[0020] 图5为图2的C处的放大图。

[0021] 图6为图2的D处的放大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图7的A处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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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8所示，一种操作简易的洗菜盆，包括支架1、盆体11、排水装置、垃圾脱水装

置及垃圾收集装置，所述支架1固定在地面上，且设有一个可开关的门12，所述盆体11选用

常规的洗菜盆，固定在支架1顶部上，所述排水装置包括排水口2、进水管21、第一管体22、第

二管体23、第三管体24、过滤板25及排水管26，所述排水口2开设在盆体11的底部，所述进水

管21上端连接在排水口2上，且固定在盆体11底部，所述第一管体22上端固定在盆体11的底

部，且将进水管罩设在管内，所述第二管体23与第一管体相同，设于第一管体22下方，可与

第一管体相连通，所述第三管体24内径与第二管体内径相同，通过一固定在支架1上的支撑

板27固定，当第二管体管壁与第一管体管壁重合时，第一管体、第二管体与第三管体将相一

个完整的管体，所述过滤板25设于第三管体内，可相对第三管体内壁上下滑动，过滤板25表

面均匀开设有多个过滤孔251，所述排水管26，一端连通第三管体24底部，另一端与下水道

连通，则通过排水口可以直接将污水排放到第一管体、第二管体及第三管体形成的管体内，

污水经过过滤板后，水流将会通过排水管拍向下水道，而垃圾将会被隔离在过滤板上。

[0025] 所述垃圾脱水装置包括密封机构、驱动机构及过滤板清理机构，具体的，密封机构

包括第一驱动板3、第一导向杆31、插板32、插接槽33、环形挡板35及插板驱动件34，所述插

板驱动件34选用常规的气缸，固定在支架1上，所述第一驱动板3固定在插板驱动件34的输

出端，所述插板32固定在第一驱动板3的上端，所述插接槽33开设在第一管体的管壁上，可

供插板32插入，所述环形挡板35固定在第一管体内壁，且位于插接槽上方，防止水从插接槽

流出，所述第一导向杆31一端固定在第一管体的外壁上，另一端穿设在第一驱动板上，可相

对第一驱动板滑动，对插板移动起到导向作用，使得插板可准确的插入到插接槽内，则通过

第一驱动板可驱动插板插入到插接槽内，使得第一管体与第二管体隔绝，既可防止垃圾臭

味从排水口飘出，还可以在过滤板上移挤压脱水时起到阻挡垃圾的作用，使得脱水效果更

好。

[0026] 所述驱动机构包括第一驱动杆4、限位杆41、驱动齿条42、驱动齿轮43、第一驱动件

44、滑槽45、卡槽46、卡板47、第一弹性件48及过滤板复位组件，所述第一驱动杆4上端固定

在过滤板25下表面，下端伸出第三管体底部，所述限位杆41固定在第一驱动杆上，且第三管

体底部开设有供限位杆通过的卡口，设置限位杆可以使第一驱动杆保持竖直运动，以免在

移动的过程中发生转动；所述滑槽45开设在限位杆41上，所述卡槽46对称开设在滑槽45两

侧壁上，所述驱动齿条42选用常规的金属齿条，设于所述滑槽45内，可相对滑槽45上下滑

动，所述卡板47对称固定在驱动齿条42两侧，正好可卡入到卡槽46内，以免驱动齿条在上下

移动的过程中从滑槽内脱落，所述第一弹性件48选用常规的弹簧，上端固定在滑槽顶部，下

端固定在驱动齿条42上，则当管体内的垃圾过多时，过滤板上升的一定位置时，将不再继续

上移，驱动齿条将相对滑槽上移，既保证了挤压脱水的效果，还可避免驱动机构损坏；所述

第一驱动件44选用常规的电机，所述驱动齿轮43选用常规的金属齿轮，固定在第一驱动件

的输出轴上，且与驱动齿条相啮合，则通过第一驱动件驱动所述驱动齿轮转动，当驱动齿轮

有齿部分与驱动齿条啮合时，驱动齿轮将带动驱动齿条上移，从而驱动过滤板上移，使得垃

圾在过滤板与插板件挤压，进而将垃圾中的水挤出，当驱动齿轮有齿部分与驱动齿条啮合

结束时，过滤板将在自身重力与垃圾重力的作用下下降，使得过滤板上的垃圾发生晃动，使

得污水可更好的从垃圾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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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所述过滤板复位组件包括配重块49、固定板491及第二弹性件492，所述配重块49

选用常规的金属配重块，固定在第一驱动杆底端，所述固定板491位于配重块正下方，固定

在支架上，以防第一驱动杆下落距离过大，使得驱动齿轮无法与驱动齿条相啮合；所述第二

弹性件492选用常规的金属弹簧，一端固定在配重块49底部，另一端固定在固定板491的上

表面，则通过设置配重块和第二弹性件可加速过滤板下落，则垃圾在下落的速度更快，晃动

幅度更大，使得污水可以更好从垃圾内脱离。

[0028] 所述过滤板清理机构包括清理棒5和尖端51，所述清理棒5固定在第三管体的底

部，与过滤孔对应设置，所述尖端51固定在清理棒5的顶部，则当过滤板下移时，清理棒将插

入到过滤孔内，使得过滤孔内的垃圾被顶出，以免过滤孔堵塞，影响脱水效率和排水效率。

且清理板可插入到垃圾内，使得垃圾更好的翻动，在垃圾内开设多个临时流水通道，使得污

水可以更好从垃圾内流出。

[0029] 所述垃圾收集装置包括支撑板27、排料口6、收集箱61、第二驱动杆62、第二驱动板

63、驱动轴64、连接板65及连接板驱动件66，所述支撑板27固定在支架上，且设有移动槽，所

述排料口6开设在支撑板27上，所述收集箱61设于排料口6正下方，所述第二驱动杆62端部

固定在第二管体的外壁上，所述第二驱动板63固定在第二驱动杆的端部，且开设有通槽

631，所述连接板驱动件66选用常规的电机，所述连接板65固定在连接板驱动件的输出端

上，所述驱动轴64转动连接在连接板65的端部，且穿设在通槽631中，则通过连接板驱动件

带动第二驱动板转动，从而带动驱动轴转动，推动第二驱动杆移动，进而将第二管体推动到

排料口，使脱水完成的垃圾掉落到收集箱，便于后续处理。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772509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7

CN 111772509 B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7 页

8

CN 111772509 B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9

CN 111772509 B

9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7 页

10

CN 111772509 B

10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1

CN 111772509 B

11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2

CN 111772509 B

12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3

CN 111772509 B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