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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垃圾粉碎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粉碎装置，其包括箱

体，箱体上固定设置有进料斗，该垃圾粉碎装置

还包括：滤水组件，设置于箱体内靠近进料斗所

在的一端，滤水组件包括滤水板和第一集水盒，

滤水板与箱体固定连接，第一集水盒位于滤水板

的下方，滤水板上开设有若干第一过水通孔，滤

水板上设置有用于运输垃圾的第一输送部；粉碎

组件，设置于箱体内远离进料斗所在的一端，粉

碎组件包括固定设置于箱体内的粉碎室、转动设

置于粉碎室的粉碎刀以及驱使粉碎刀转动的粉

碎电机，粉碎电机与粉碎室固定连接，粉碎室的

进料口位于滤水板的端部下方，粉碎室的出料口

下方设置有置渣板，置渣板与箱体固定连接。本

实用新型具有滤水干燥垃圾、便于排污清洁的优

点。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211099419 U

2020.07.28

CN
 2
11
09
94
19
 U



1.垃圾粉碎装置，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1)上固定设置有进料斗(11)，其特征在于，

该垃圾粉碎装置还包括：

滤水组件(2)，设置于所述箱体(1)内靠近所述进料斗(11)所在的一端，所述滤水组件

(2)包括滤水板(21)和第一集水盒(22)，所述滤水板(21)与所述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集水盒(22)位于所述滤水板(21)的下方，所述滤水板(21)上开设有若干第一过水通孔，

所述滤水板(21)上设置有用于运输垃圾的第一输送部(23)；

粉碎组件(3)，设置于所述箱体(1)内远离所述进料斗(11)所在的一端，所述粉碎组件

(3)包括固定设置于所述箱体(1)内的粉碎室(31)、转动设置于所述粉碎室(31)的粉碎刀

(32)以及驱使所述粉碎刀(32)转动的粉碎电机(33)，所述粉碎电机(33)与所述粉碎室(31)

固定连接，所述粉碎室(31)的进料口位于所述滤水板(21)的端部下方，所述粉碎室(31)的

出料口下方设置有置渣板(34)，所述置渣板(34)与所述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置渣板(34)

的下方设置有第二集水盒(3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输送部(23)包括至少两

个转动设置于所述滤水板(21)的第一转辊(231)、包覆设置于所述第一转辊(231)的第一传

送带(232)和驱使所述第一转辊(231)转动的第一驱动电机(233)，所述第一传送带(232)沿

着远离所述进料斗(11)的方向输送垃圾，所述第一驱动电机(233)与所述滤水板(21)固定

连接，所述第一传送带(232)上开设有若干第三过水通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组件(2)还包括转动设

置于所述箱体(1)内的压料转辊(24)，所述压料转辊(24)位于所述滤水板(21)远离所述进

料斗(11)的一端且位于所述第一转辊(231)上方，所述压料转辊(24)的轴线方向与所述第

一转辊(231)的轴线方向相同，所述压料转辊(24)与所述第一传送带(232)之间形成有用于

挤压垃圾水分的挤压空间，所述第一转辊(231)上设置有驱使所述压料转辊(24)转动的第

一联动部(2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联动部(25)包括同轴固

定设置于所述第一转辊(231)的第一齿轮(251)和同轴固定设置于所述压料转辊(24)的第

二齿轮(252)，所述第一齿轮(251)和所述第二齿轮(252)啮合传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组件(2)还包括刮料转

辊(26)，所述刮料转辊(26)位于所述滤水板(21)远离所述进料斗(11)的一端且位于所述第

一转辊(231)的下方，所述刮料转辊(26)的轴线方向与所述第一转辊(231)的轴线方向相

同，所述刮料转辊(26)的外圆面上固定设置有螺旋刮板(261)，所述螺旋刮板(261)与所述

第一传送带(232)抵触，第一转辊(231)上设置有驱使所刮料转辊(26)转动的第二联动部

(2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联动部(27)包括同轴固

定设置于所述第一转辊(231)的第一同步轮(271)、同轴固定设置于所述刮料转辊(26)的第

二同步轮(272)以及包覆设置于所述第一同步轮(271)和所述第二同步轮(272)之间的同步

带(273)。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意一项所述的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板(21)沿

着远离所述进料斗(11)的方向向上倾斜。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置渣板(34)上设置有用于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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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粉碎后垃圾的第二输送部(36)，所述第二输送部(36)包括至少两个转动设置于所述置渣

板(34)的第二转辊(361)、包覆设置于所述第二转辊(361)的第二传送带(362)和驱使所述

第二转辊(361)转动的第二驱动电机(363)，所述第二驱动电机(363)与所述置渣板(34)固

定连接，所述第二传送带(362)上开设有若干第四过水通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上开设有供所述第

一集水盒(22)滑动脱离所述箱体(1)的第一开口(12)和供所述第二集水盒(35)滑动脱离所

述箱体(1)的第二开口(13)。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上开设有供所述置

渣板(34)穿出的排渣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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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处理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垃圾粉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正从国家层面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以上海为例，就对生活垃圾进

行了细致的分类，其主要将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标准分类。而

成都等地则将生活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其他垃圾。

[0003] 其中，湿垃圾和厨余垃圾都主要是指指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

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这类垃圾主要采用生化处理、脱水焚烧等

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0004] 但现有的适用于家庭、小区和学校等场所需要的小型垃圾粉碎器，大多不具备滤

水干燥的功能，而厨余垃圾和湿垃圾等大多含有大量的水分，使得垃圾在粉碎过程中污水

飞溅，且大量的水分容易造成器械设备的腐蚀损坏，影响器械设备的使用寿命。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垃圾粉碎装置，具有滤水干燥垃圾的优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垃圾粉碎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上固定设置有进料斗，该垃圾粉碎装置还包

括：

[0008] 滤水组件，设置于所述箱体内靠近所述进料斗所在的一端，所述滤水组件包括滤

水板和第一集水盒，所述滤水板与所述箱体固定连接，所述第一集水盒位于所述滤水板的

下方，所述滤水板上开设有若干第一过水通孔，所述滤水板上设置有用于运输垃圾的第一

输送部；

[0009] 粉碎组件，设置于所述箱体内远离所述进料斗所在的一端，所述粉碎组件包括固

定设置于所述箱体内的粉碎室、转动设置于所述粉碎室的粉碎刀以及驱使所述粉碎刀转动

的粉碎电机，所述粉碎电机与所述粉碎室固定连接，所述粉碎室的进料口位于所述滤水板

的端部下方，所述粉碎室的出料口下方设置有置渣板，所述置渣板与所述箱体固定连接，所

述置渣板的下方设置有第二集水盒。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厨余垃圾或湿垃圾通过进料斗倾倒进入箱体内部，垃

圾落在滤水板上后，垃圾中的水分经由第一过水通孔流入第一集水盒中，第一输送部将垃

圾运输至粉碎室，粉碎电机驱使粉碎刀转动以将落入粉碎室的垃圾粉碎，而垃圾碎渣落入

置渣板上，以便后续清理；

[0011] 由此，垃圾在滤水组件处滤水后再行进入粉碎组件，以使该垃圾粉碎装置具有滤

水干燥垃圾的优点，从而减少垃圾进入该垃圾粉碎装置时的含水量。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输送部包括至少两个转动设置于所述滤水板

的所述第一转辊、包覆设置于所述第一转辊的第一传送带和驱使所述第一转辊转动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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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所述第一传送带沿着远离所述进料斗的方向输送垃圾，所述第一驱动电机与所

述滤水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传送带上开设有若干第三过水通孔。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驱动电机驱使第一转辊转动以带动第一传送带移

动，垃圾在第一传送带的作用下向着粉碎组件移动。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滤水组件还包括转动设置于所述箱体内的压料转

辊，所述压料转辊位于所述滤水板远离所述进料斗的一端且位于所述第一转辊上方，所述

压料转辊的轴线方向与所述第一转辊的轴线方向相同，所述压料转辊与所述第一传送带之

间形成有用于挤压垃圾水分的挤压空间，所述第一转辊上设置有驱使所述压料转辊转动的

第一联动部。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压料转辊的设置，使得垃圾经过挤压空间时，能够在压料

转辊的作用下挤压水分，从而减少垃圾进入粉碎组件时的含水量，从而起到滤水干燥的作

用。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联动部包括同轴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一转辊的

第一齿轮和同轴固定设置于所述压料转辊的第二齿轮，所述第一齿轮和所述第二齿轮啮合

传动。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转辊转动以带动第一齿轮转动，第二齿轮与第一齿

轮啮合以跟随第一齿轮转动，从而实现第一转辊与压料转辊之间的联动，且第一转辊的转

动方向与压料转辊的转动方向相反。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滤水组件还包括刮料转辊，所述刮料转辊位于所

述滤水板远离所述进料斗的一端且位于所述第一转辊的下方，所述刮料转辊的的轴线方向

与所述第一转辊的轴线方向相同，所述刮料转辊的外圆面上固定设置有螺旋刮板，所述螺

旋刮板与所述第一传送带抵触，第一转辊上设置有驱使所刮料转辊转动的第二联动部。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刮料转辊的设置，使得粘附在第一传送带上的垃圾能够

在螺旋刮板的作用下刮落进入粉碎组件中。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二联动部包括同轴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一转辊的

第一同步轮、同轴固定设置于所述刮料转辊的第二同步轮以及包覆设置于所述第一同步轮

和所述第二同步轮之间的同步带。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转辊转动以带动第一同步轮转动，同步带带动第二

同步轮跟随第一同步轮转动，从而带动刮料转辊转动以使螺旋刮板转动刮除第一传送带上

的垃圾，且第一转辊的转动方向与刮料转辊的转动方向相同。

[002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滤水板沿着远离所述进料斗的方向向上倾斜。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滤水板沿着远离进料斗的方向向上倾斜以使垃圾中的水

分能够沿着滤水板滑落，从而减少进入垃圾粉碎装置的水分。

[002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置渣板上设置有用于输送粉碎后垃圾的第二输送

部，所述第二输送部包括至少两个转动设置于所述置渣板的第二转辊、包覆设置于所述第

二转辊的第二传送带和驱使所述第二转辊转动的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与所述

置渣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传送带上开设有若干第四过水通孔。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二驱动电机驱使第二转辊转动以带动第二传送带移

动，以便运送粉碎完的垃圾离开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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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箱体上开设有供所述第一集水盒滑动脱离所述箱

体的第一开口和供所述第二集水盒滑动脱离所述箱体的第二开口。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开口的设置便于第一集水盒的取出和清理，第二开

口的设置便于第二集水盒的取出和清理。

[002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箱体上开设有供所述置渣板穿出的排渣口。

[002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渣口的设置便于粉碎干燥后的垃圾的清理。

[003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31] 1.垃圾在滤水组件处滤水后再行进入粉碎组件，以使该垃圾粉碎装置具有滤水干

燥垃圾的优点，从而减少垃圾进入垃圾粉碎装置时的含水量；

[0032] 2.压料转辊的设置，使得垃圾经过挤压空间时，能够在压料转辊的作用下挤压水

分，从而减少垃圾进入粉碎组件时的含水量，从而起到滤水干燥的作用；

[0033] 3.刮料转辊的设置，使得粘附在第一传送带上的垃圾能够在螺旋刮板的作用下刮

落进入粉碎组件中；

[0034] 4.滤水板沿着远离进料斗的方向向上倾斜以使垃圾中的水分能够沿着滤水板滑

落，从而减少进入垃圾粉碎装置的水分。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是图1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8] 图4是图3中B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9] 图中，1、箱体；11、进料斗；12、第一开口；13、第二开口；14、排渣口；2、滤水组件；

21、滤水板；22、第一集水盒；23、第一输送部；231、第一转辊；232、第一传送带；233、第一驱

动电机；24、压料转辊；25、第一联动部；251、第一齿轮；252、第二齿轮；26、刮料转辊；261、螺

旋刮板；27、第二联动部；271、第一同步轮；272、第二同步轮；273、同步带；3、粉碎组件；31、

粉碎室；32、粉碎刀；33、粉碎电机；34、置渣板；35、第二集水盒；36、第二输送部；361、第二转

辊；362、第二传送带；363、第二驱动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其中相同的零部

件用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

“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

心的方向。

[0041] 参照图1和图3，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垃圾粉碎装置，包括箱体1、滤水组件2和粉碎

组件3。箱体1呈长方形体设置。箱体1上固定设置有进料斗11，进料斗11位于箱体1短边所在

的一侧。

[0042] 参考图3和图4，滤水组件2设置于箱体1内靠近进料斗11所在的一端。

[0043] 滤水组件2包括滤水板21和第一集水盒22。滤水板21呈矩形设置，滤水板21的长边

延伸方向与箱体1的长边延伸方向相同。滤水板21的长边与箱体1固定连接。第一集水盒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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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滤水板21的下方。滤水板21沿着远离进料斗11的方向向上倾斜以使垃圾中的水分能够

沿着滤水板21滑落。滤水板21上开设有若干第一过水通孔。

[0044] 滤水板21上设置有用于运输垃圾的第一输送部23。具体地，第一输送部23包括至

少两个转动设置于滤水板21的第一转辊231、包覆设置于第一转辊231的第一传送带232和

驱使第一转辊231转动的第一驱动电机233。第一传送带232上开设有若干第三过水通孔。

[0045] 第一转辊231的轴线方向与箱体1的短边延伸方向相同。所有第一转辊231沿箱体1

的长度方向间隔分布。第一传送带232沿着远离进料斗11的方向输送垃圾，即第一传送带

232的移动方向与箱体1的长边延伸方向相同。如图1所示，第一驱动电机233与滤水板21固

定连接，第一驱动电机233的输出轴与第一转辊231同轴固定连接。第一驱动电机233驱使第

一转辊231转动以带动第一传送带232移动，垃圾在第一传送带232的作用下向着粉碎组件3

移动。

[0046] 进一步地，滤水组件2还包括转动设置于箱体1内的压料转辊24。压料转辊24位于

滤水板21远离进料斗11的一端且位于第一转辊231上方。压料转辊24的轴线方向与第一转

辊231的轴线方向相同。压料转辊24与第一传送带232之间形成有用于挤压垃圾水分的挤压

空间。垃圾经过挤压空间时，能够在压料转辊24的作用下挤压水分，从而减少垃圾进入粉碎

组件3时的含水量，从而起到滤水干燥的作用。

[0047] 第一转辊231上设置有驱使压料转辊24转动的第一联动部25。具体地，第一联动部

25包括同轴固定设置于第一转辊231的第一齿轮251和同轴固定设置于压料转辊24的第二

齿轮252，第一齿轮251和第二齿轮252啮合传动。第一转辊231转动以带动第一齿轮251转

动，第二齿轮252与第一齿轮251啮合以跟随第一齿轮251转动，从而实现第一转辊231与压

料转辊24之间的联动，且第一转辊231的转动方向与压料转辊24的转动方向相反。

[0048] 进一步地，滤水组件2还包括刮料转辊26。刮料转辊26位于滤水板21远离进料斗11

的一端且位于第一转辊231的下方。刮料转辊26的的轴线方向与第一转辊231的轴线方向相

同。刮料转辊26的外圆面上固定设置有螺旋刮板261。螺旋刮板261与第一传送带232远离进

料斗11的端面抵触。刮料转辊26转动以使得粘附在第一传送带232上的垃圾能够在螺旋刮

板261的作用下刮落进入粉碎组件3中。

[0049] 第一转辊231上设置有驱使所刮料转辊26转动的第二联动部27。具体地，第二联动

部27包括同轴固定设置于第一转辊231的第一同步轮271、同轴固定设置于刮料转辊26的第

二同步轮272以及包覆设置于第一同步轮271和第二同步轮272之间的同步带273。第一转辊

231转动以带动第一同步轮271转动，同步带273带动第二同步轮272跟随第一同步轮271转

动，从而带动刮料转辊26转动以使螺旋刮板261转动刮除第一传送带232上的垃圾，且第一

转辊231的转动方向与刮料转辊26的转动方向相同。

[0050] 参考图2和图3，粉碎组件3设置于箱体1内远离进料斗11所在的一端。具体地，粉碎

组件3包括固定设置于箱体1内的粉碎室31、转动设置于粉碎室31的粉碎刀32以及驱使粉碎

刀32转动的粉碎电机33。

[0051] 粉碎室31呈直径逐渐缩小的圆筒状设置。粉碎室31具有进料口和出料口，粉碎室

31的进料口位于粉碎室31的出料口上方，粉碎室31的进料口直径大于粉碎室31出料口的直

径。粉碎室31的进料口位于滤水板21的端部下方。

[0052] 粉碎刀32由两个转动方向相反的滚刀交错形成。两个滚刀的轴线方向相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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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滚刀上同轴固定设置有第三齿轮，另一个滚刀上同轴固定设置有第四齿轮，第三齿轮

和第四齿轮啮合。

[0053] 粉碎电机33与粉碎室31固定连接且位于粉碎室31外侧。优选地，如图1所示，粉碎

电机33位于箱体1外侧。粉碎电机33的输出轴与第三齿轮或第四齿轮同轴固定连接。

[0054] 进一步地，粉碎室31的出料口下方设置有置渣板34。置渣板34呈矩形设置。置渣板

34的长边延伸方向与箱体1的短边延伸方向相同。置渣板34上开设有若干第二过水通孔。置

渣板34的短边与箱体1固定连接，置渣板34的下方设置有第二集水盒35。

[0055] 置渣板34上设置有用于输送粉碎后垃圾的第二输送部36。具体地，第二输送部36

包括至少两个转动设置于置渣板34的第二转辊361、包覆设置于第二转辊361的第二传送带

362和驱使第二转辊361转动的第二驱动电机363。第二传送带362上开设有若干第四过水通

孔。

[0056] 第二转辊361的轴线方向与箱体1的长边延伸方向相同，所有第二转辊361沿置渣

板34的短边延伸方向间隔分布，第二传送带362沿着箱体1的短边延伸方向移动。

[0057] 第二驱动电机363与置渣板34固定连接，第二驱动电机363的输出轴与第二转辊

361同轴固定连接。第二驱动电机363驱使第二转辊361转动以带动第二传送带362移动，以

便运送粉碎完的垃圾离开箱体1。

[0058] 值得一提的是，箱体1上开设有供第一集水盒22滑动脱离箱体1的第一开口12、供

第二集水盒35滑动脱离箱体1的第二开口13和供置渣板34穿出的排渣口14。第一开口12、第

二开口13和排渣口14位于箱体1的同一侧。第一开口12的设置便于的取出和清理。第二开口

13的设置便于第二集水盒35的取出和清理。排渣口14的设置便于粉碎干燥后的垃圾的清

理。

[0059]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

[0060] 将厨余垃圾或湿垃圾通过进料斗11倾倒进入箱体1内部，垃圾落在滤水板21上后，

垃圾中的水分经由第一过水通孔流入第一集水盒22中；

[0061] 第一驱动电机233驱使第一转辊231转动以带动第一传送带232移动，垃圾在第一

传送带232的作用下向着粉碎组件3移动；

[0062] 垃圾经过挤压空间时，第二齿轮252与第一齿轮251啮合以使压料转辊24转动，压

料转辊24挤压垃圾以压出水分，而后落入粉碎室31中；粉碎电机33驱使粉碎刀32转动以将

落入粉碎室31的垃圾粉碎，而垃圾碎渣落入置渣板34上；

[0063] 第二驱动电机363驱使第二转辊361转动以带动第二传送带362移动，以使第二传

送带362运送粉碎完的垃圾离开箱体1。

[006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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