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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洗碗机的垃圾及油水分离装置

(57)摘要

一种基于洗碗机的垃圾及油水分离装置，属

于洗碗机垃圾处理技术领域。该基于洗碗机的垃

圾及油水分离装置包括上下设置且连通的洗碗

机腔体和分离器；分离器中从上至下依次设有第

一垃圾收集槽、第二垃圾收集槽和油水分离漏

斗，第一垃圾收集槽和第二垃圾收集槽分别设有

筛孔，第一垃圾收集槽用于大体积垃圾的收集，

第二垃圾收集槽用于小体积垃圾的收集；分离器

还设有循环水出水口和排污口；循环水出水口通

过管路连接于供水泵，供水泵上设有供水管路，

用于向洗碗机供水。本实用新型能够收集洗碗机

清洗餐具过程中的垃圾，并对油水进行分离，使

得循环清洗中洗涤水的含油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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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洗碗机的垃圾及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下设置且连通的洗碗

机腔体和分离器；

分离器中从上至下依次设有第一垃圾收集槽、第二垃圾收集槽和油水分离漏斗，第一

垃圾收集槽和第二垃圾收集槽顶部敞开，且分别设有筛孔，第一垃圾收集槽用于大体积垃

圾的收集，第二垃圾收集槽用于小体积垃圾的收集；

分离器还设有循环水出水口和排污口；循环水出水口通过管路连接于供水泵，供水泵

上设有供水管路，用于向洗碗机供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洗碗机的垃圾及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第一垃圾收

集槽和第二垃圾收集槽采用抽屉式抽拉结构，筛孔设置在底面和侧面；第二垃圾收集槽的

收集覆盖区域将第一垃圾收集槽的收集覆盖区域包含在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洗碗机的垃圾及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分离器底部

设有电磁加热器，用于在洗碗机清洗餐具时对洗涤水进行加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洗碗机的垃圾及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供水泵上连

接有清水进水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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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洗碗机的垃圾及油水分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是一种垃圾处理领域的技术，具体是一种基于洗碗机的垃圾及

油水分离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洗碗机在垃圾清理上存在缺陷，主要是过滤垃圾的滤网设置在了洗碗槽底

部，餐具清洗完毕后需要手动收集清理垃圾，十分不便。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由此而来。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洗碗机的垃圾及油水

分离装置，能够收集洗碗机清洗餐具过程中的垃圾，并对油水进行分离，使得洗涤水中的含

油量减少，用于循环清洗。

[0005] 本实用新型包括上下设置且连通的洗碗机腔体和分离器；

[0006] 分离器中从上至下依次设有第一垃圾收集槽、第二垃圾收集槽和油水分离漏斗，

第一垃圾收集槽和第二垃圾收集槽顶部敞开，且分别设有筛孔，第一垃圾收集槽用于较大

体积垃圾的收集，第二垃圾收集槽用于较小体积垃圾的收集；

[0007] 分离器还设有循环水出水口和排污口；循环水出水口通过管路连接于供水泵，供

水泵上设有供水管路，用于向洗碗机供水。

[0008] 优选地，第一垃圾收集槽和第二垃圾收集槽采用抽屉式抽拉结构，筛孔设置在底

面和侧面；第二垃圾收集槽的收集覆盖区域将第一垃圾收集槽的收集覆盖区域包含在内。

[0009] 优选地，分离器底部设有电磁加热器，用于在洗碗机清洗餐具时对洗涤水进行加

热，以便洗涤水能够用于高温循环清洗。

[0010] 技术效果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12] 1)通过设置第一垃圾收集槽和第二垃圾收集槽进行垃圾收集，第一垃圾收集槽和

第二垃圾收集槽采用不同尺寸的筛孔，提高了垃圾收集的能力和效率；

[0013] 2)通过设置油水分离漏斗，在分离器中形成洗涤水流动的缓冲部，使得洗涤水中

水油能够静置分离，水进入供水管路，而漂浮在水上的油不进入供水管路；

[0014] 3)通过增加电磁加热器能够在清洗餐具的过程中对水加热，进行洗涤水的高温循

环清洗。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实施例1中分离器和电磁加热器整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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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4为实施例1中分离器和电磁加热器爆炸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图3俯视图；

[0020] 图6为图5中A-A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实施例2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实施例2中分离器和电磁加热器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

[0024] 洗碗机10、洗碗机腔体11、喷淋装置12；

[0025] 分离器20、第一垃圾收集槽21、第二垃圾收集槽22、油水分离漏斗23、循环水出水

口24、排污口25、进水口26；

[0026] 供水泵30、清水进水管路31、供水管路32；

[0027] 电磁加热器40；

[0028] 排污泵50。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包括洗碗机10，洗碗机10包括洗碗机腔体11，洗碗机腔体底

部连接有分离器20。

[0032] 洗碗机10设有上下两组喷淋装置12对洗碗机腔体中餐具等进行清洗。

[0033] 如图4、图5和图6所示，分离器20中从上至下依次设有第一垃圾收集槽21、第二垃

圾收集槽22和油水分离漏斗23。

[0034] 第一垃圾收集槽21和第二垃圾收集槽22顶部敞开，并分别设有筛孔，第二垃圾收

集槽22的筛孔小于第一垃圾收集槽21的筛孔。第一垃圾收集槽21和第二垃圾收集槽22采用

抽屉式抽拉结构，筛孔设置在底面和侧面；第二垃圾收集槽的收集覆盖区域将第一垃圾收

集槽的收集覆盖区域包含在内，第一垃圾收集槽的收集覆盖区域将分离器与洗碗机腔体连

通区域包含在内，从而通过第一垃圾收集槽收集较大体积垃圾，第二垃圾收集槽收集经第

一垃圾收集槽筛孔渗漏的较小体积垃圾。

[0035] 如图3所示，分离器20还设有循环水出水口24和排污口25，循环水出水口24通过管

路连接于供水泵30，排污口25设有排污泵50；如图1和图2所示，供水泵30设有清水进水管路

31以及两条供水管路32，两条供水管路32与上下两组喷淋装置12一一对应设置，用于向洗

碗机供水。

[0036] 洗涤水中通过第二垃圾收集槽筛孔的杂质可由供水泵匹配的泵用过滤器过滤去

除。

[0037] 油水分离漏斗23与分离器20器壁之间形成洗涤水流动的缓冲区域，洗涤水快速流

入油水分离漏斗23，然后在缓冲区域慢速流动，水位相对缓慢地抬升，油水得以分离，未溶

解的油污浮于表层。经油水分离后的洗涤水通过循环水出水口24进入供水管路32循环洗涤

餐具，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0038] 分离器20底部设有电磁加热器40，用于在洗碗机清洗餐具时对洗涤水进行加热，

能够提高洗涤水循环清洗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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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实施例2

[0040] 如图7和图8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分离器20在上部增设有进水口

26，提高进水效率以及分离器20工作的便利性，例如在洗涤前直接加热洗涤用水。

[0041]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

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

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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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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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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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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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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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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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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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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