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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厨房垃圾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顶壁

上焊接有倒圆台状的第一粉碎箱，所述第一粉碎

箱远离箱体内顶壁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圆筒

状的第二粉碎箱，所述第二粉碎箱远离第一粉碎

箱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倒圆台状的导料管。本

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厨房垃圾处理的方法。本发明

通过将厨房垃圾进行粉碎，并让粉碎后的厨房垃

圾顺着下水道排放，该装置对居民、对环卫部门

和物业管理、对市政和交管部门、对环境和资源

回收来说都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好处，并且该装置

通过设置管道除油污机构，能够定期的对厨房垃

圾处理装置进行维护，保证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

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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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内顶壁上焊接有倒

圆台状的第一粉碎箱(2)，所述第一粉碎箱(2)远离箱体(1)内顶壁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

圆筒状的第二粉碎箱(3)，所述第二粉碎箱(3)远离第一粉碎箱(2)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

倒圆台状的导料管(5)，所述导料管(5)远离第二粉碎箱(3)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下水管

(11)，所述下水管(11)远离导料管(5)的一端贯穿箱体(1)底壁并延伸至箱体(1)外部，所述

第二粉碎箱(3)和第一粉碎箱(2)的轴心处共同竖直设有转动杆(8)，所述转动杆(8)顶端贯

穿箱体(1)顶壁并延伸至箱体(1)外部固定连接有电机(7)，所述电机(7)固定在箱体(1)外

顶壁，所述第一粉碎箱(2)内的转动杆(8)两侧上均水平焊接有一组第一粉碎刀具(9)，一组

所述第一粉碎刀具(9)远离转动杆(8)的一端呈梯形排列，所述第二粉碎箱(3)内的转动杆

(8)两侧上均等距且水平焊接有第二粉碎刀具(10)，所述电机(7)两侧的箱体(1)顶壁上分

别竖直且连通固定有下水管(11)和厨房垃圾投放口(12)，所述箱体(1)内部固定设有管道

除油污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粉碎箱(3)远

离第一粉碎箱(2)的底端内部水平焊接有过滤网(4)，且转动杆(8)远离电机(7)的一端靠近

过滤网(4)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厨房垃圾投放口

(12)远离箱体(1)的一端上卡合安装有遮挡盖(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一侧壁上

镶嵌固定设有观察窗(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除油污机构包

括水泵(17)，所述水泵(17)固定在排料管(6)一侧的箱体(1)内底壁上，所述水泵(17)的出

水口上连通固定设有导液管(16)，所述导液管(16)远离水泵(17)的一端贯穿第一粉碎箱

(2)侧壁上端并延伸至第一粉碎箱(2)内部，所述第一粉碎箱(2)内部的导液管(16)顶端上

连通固定设有圆形的分流管(14)，所述分流管(14)固定在箱体(1)内底壁上，所述分流管

(14)远离箱体(1)内底壁的侧面上等距且连通固定设有排放端口(15)，且转动杆(8)穿过分

流管(14)设置，所述箱体(1)一侧壁上端上连通固定设有液体加料口(18)，所述箱体(1)外

部的液体加料口(18)顶端上插装有密封塞(19)。

6.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厨房垃圾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安装：将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安装在灶台上的洗菜池下方，洗菜

池上的排水管与下水管(11)相连通，厨房垃圾投放口(12)顶端贯穿灶台面设置，排料管(6)

与下水道相连通，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安装好以后，将电机(7)和水泵(17)通过导线共同安装

在一个控制双开关上，并且将控制双开关安装在灶台上方的墙面上，然后通过液体加料口

(18)向箱体(1)中添加管道疏通剂；

S2、厨房垃圾的投放：在饭前，人们将洗菜池清洗时产生的厨房垃圾通过厨房垃圾投放

口(12)投到第一粉碎箱(2)和第二粉碎箱(3)中，在饭后，将剩菜和剩饭通过厨房垃圾投放

口(12)投到第一粉碎箱(2)和第二粉碎箱(3)中，人们在洗菜池刷碗时，启动电机(7)的开

关，让电机(7)开始工作，在电机(7)的作用下，第一粉碎刀具(9)和第二粉碎刀具(10)能够

分别对第一粉碎箱(2)和第二粉碎箱(3)中的厨房垃圾进行粉碎操作，再在刷碗水的作用

下，粉碎后的厨房垃圾能够顺着水流排向排水管，刷碗结束后，关闭电机(7)，在厨房垃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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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口(12)上盖上遮挡盖(13)；

S3、定期维护：人们在使用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时候，定期的开启水泵(17)，让箱体(1)

中的管道疏通剂对第一粉碎箱(2)、第二粉碎箱(3)、导料管(5)、排料管(6)和下水道做除油

污操作，防止油污出现叠加堆积的情况，保证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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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厨房垃圾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家庭中的厨房垃圾如剩菜剩饭，择菜的菜叶、菜根，鱼、肉、蛋类等清洗掉的

表皮或者内脏等，一般直接丢到垃圾袋中，然后统一由小区清洁人员处理，这种传统的处理

方式，一来，要经常倾倒垃圾，比较繁琐；二来，如果清理不及时垃圾会发生腐败、变质等，会

产生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从而污染厨房环境和卫生；而且，也给清洁人员带来极大的不方

便；另外，这种方式垃圾处理的周期长，和其他生活垃圾混合就采用直接焚烧的方式处理，

污染大气环境，垃圾中的有机成分得不到有效利用，直接丢弃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因此需要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及方法来满足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

置及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设计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顶壁上焊接有倒圆台状的第

一粉碎箱，所述第一粉碎箱远离箱体内顶壁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圆筒状的第二粉碎箱，

所述第二粉碎箱远离第一粉碎箱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倒圆台状的导料管，所述导料管远

离第二粉碎箱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下水管，所述下水管远离导料管的一端贯穿箱体底壁

并延伸至箱体外部，所述第二粉碎箱和第一粉碎箱的轴心处共同竖直设有转动杆，所述转

动杆顶端贯穿箱体顶壁并延伸至箱体外部固定连接有电机，所述电机固定在箱体外顶壁，

所述第一粉碎箱内的转动杆两侧上均水平焊接有一组第一粉碎刀具，一组所述第一粉碎刀

具远离转动杆的一端呈梯形排列，所述第二粉碎箱内的转动杆两侧上均等距且水平焊接有

第二粉碎刀具，所述电机两侧的箱体顶壁上分别竖直且连通固定有下水管和厨房垃圾投放

口，所述箱体内部固定设有管道除油污机构。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二粉碎箱远离第一粉碎箱的底端内部水平焊接有过滤网，且转动

杆远离电机的一端靠近过滤网设置。

[0007] 优选的，所述厨房垃圾投放口远离箱体的一端上卡合安装有遮挡盖。

[0008] 优选的，所述箱体一侧壁上镶嵌固定设有观察窗。

[0009] 优选的，所述管道除油污机构包括水泵，所述水泵固定在排料管一侧的箱体内底

壁上，所述水泵的出水口上连通固定设有导液管，所述导液管远离水泵的一端贯穿第一粉

碎箱侧壁上端并延伸至第一粉碎箱内部，所述第一粉碎箱内部的导液管顶端上连通固定设

有圆形的分流管，所述分流管固定在箱体内底壁上，所述分流管远离箱体内底壁的侧面上

等距且连通固定设有排放端口，且转动杆穿过分流管设置，所述箱体一侧壁上端上连通固

定设有液体加料口，所述箱体外部的液体加料口顶端上插装有密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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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厨房垃圾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S1、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安装：将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安装在灶台上的洗菜池下方，

洗菜池上的排水管与下水管相连通，厨房垃圾投放口顶端贯穿灶台面设置，排料管与下水

道相连通，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安装好以后，将电机和水泵通过导线共同安装在一个控制双

开关上，并且将控制双开关安装在灶台上方的墙面上，然后通过液体加料口向箱体中添加

管道疏通剂；

[0012] S2、厨房垃圾的投放：在饭前，人们将洗菜池清洗时产生的厨房垃圾通过厨房垃圾

投放口投到第一粉碎箱和第二粉碎箱中，在饭后，将剩菜和剩饭通过厨房垃圾投放口投到

第一粉碎箱和第二粉碎箱中，人们在洗菜池刷碗时，启动电机的开关，让电机开始工作，在

电机的作用下，第一粉碎刀具和第二粉碎刀具能够分别对第一粉碎箱和第二粉碎箱中的厨

房垃圾进行粉碎操作，再在刷碗水的作用下，粉碎后的厨房垃圾能够顺着水流排向排水管，

刷碗结束后，关闭电机，在厨房垃圾投放口上盖上遮挡盖；

[0013] S3、定期维护：人们在使用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时候，定期的开启水泵，让箱体中

的管道疏通剂对第一粉碎箱、第二粉碎箱、导料管、排料管和下水道做除油污操作，防止油

污出现叠加堆积的情况，保证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正常使用。

[001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及方法，有益效果在于：

[0015] 1、本发明通过将厨房垃圾进行粉碎，并让粉碎后的厨房垃圾顺着下水道排放，对

居民来说，第一能够减少厨房尤其是存放垃圾桶的臭味；第二能够降低孳生蟑螂、细菌的可

能；第三使清理排放厨房垃圾成为一项轻松干净的工作；第四有利于保持楼梯间和居住小

区的卫生环境；对环卫部门和物业管理来说：第一能够改善环卫作业环境；第二能够有效减

少垃圾产量；第三能够减少垃圾收运过程的二次污染；第四能够减少垃圾收运处理的难度

和成本；对市政和交管部门来说：第一能够增加污水中易腐性有机物的含量，有利于污水处

理厂的生化工艺；第二能够减少垃圾车的数量和垃圾污水滴漏对路面的污染；对环境和资

源回收来说：第一能够减少厨余垃圾对可回收物的污染，提高资源回收率；第二能够改善填

埋场和焚烧厂的处理工况，减少渗滤液、沼气、烟气等污染物的排放。

[0016] 2、本发明通过设置管道除油污机构，能够定期的对厨房垃圾处理装置进行维护，

保证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正常使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正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0] 图中：箱体1、第一粉碎箱2、第二粉碎箱3、过滤网4、导料管5、排料管6、电机7、转动

杆8、第一粉碎刀具9、第二粉碎刀具10、下水管11、厨房垃圾投放口12、遮挡盖13、分流管14、

排放端口15、导液管16、水泵17、液体加料口18、密封塞19、观察窗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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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参照图1-3，一种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包括箱体1，箱体1内顶壁上焊接有倒圆台状

的第一粉碎箱2，第一粉碎箱2远离箱体1内顶壁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圆筒状的第二粉碎

箱3，第二粉碎箱3远离第一粉碎箱2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倒圆台状的导料管5，导料管5远

离第二粉碎箱3的一端上同轴心焊接有下水管11，下水管11远离导料管5的一端贯穿箱体1

底壁并延伸至箱体1外部，第二粉碎箱3和第一粉碎箱2的轴心处共同竖直设有转动杆8，转

动杆8顶端贯穿箱体1顶壁并延伸至箱体1外部固定连接有电机7，电机7固定在箱体1外顶

壁，第一粉碎箱2内的转动杆8两侧上均水平焊接有一组第一粉碎刀具9，一组第一粉碎刀具

9远离转动杆8的一端呈梯形排列，第二粉碎箱3内的转动杆8两侧上均等距且水平焊接有第

二粉碎刀具10，第二粉碎箱3远离第一粉碎箱2的底端内部水平焊接有过滤网4，且转动杆8

远离电机7的一端靠近过滤网4设置。粉碎后的厨房垃圾，满足条件的能够通过过滤网4顺着

下水管11排放到排水管中，不满足条件的，将会留在过滤网4上的第二粉碎箱3中继续被粉

碎。

[0023] 电机7两侧的箱体1顶壁上分别竖直且连通固定有下水管11和厨房垃圾投放口12，

厨房垃圾投放口12远离箱体1的一端上卡合安装有遮挡盖13。遮挡盖13一是防止灶台上的

其他物体掉落到厨房垃圾投放口12中，二是防止厨房垃圾投放口12中有异味传出。

[0024] 箱体1内部固定设有管道除油污机构，管道除油污机构包括水泵17，水泵17固定在

排料管6一侧的箱体1内底壁上，水泵17的出水口上连通固定设有导液管16，导液管16远离

水泵17的一端贯穿第一粉碎箱2侧壁上端并延伸至第一粉碎箱2内部，第一粉碎箱2内部的

导液管16顶端上连通固定设有圆形的分流管14，分流管14固定在箱体1内底壁上，分流管14

远离箱体1内底壁的侧面上等距且连通固定设有排放端口15，且转动杆8穿过分流管14设

置，箱体1一侧壁上端上连通固定设有液体加料口18，箱体1外部的液体加料口18顶端上插

装有密封塞19，通过液体加料口18能够向箱体1内添加管道疏通剂，箱体1一侧壁上镶嵌固

定设有观察窗20。观察窗20方便人们观察箱体1内管道疏通剂的量。

[0025]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厨房垃圾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6] S1、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安装：将厨房垃圾处理装置安装在灶台上的洗菜池下方，

洗菜池上的排水管与下水管11相连通，厨房垃圾投放口12顶端贯穿灶台面设置，方便人们

在洗菜时，将菜叶随手丢到厨房垃圾投放口12中，排料管6与下水道相连通，厨房垃圾处理

装置安装好以后，将电机7和水泵17通过导线共同安装在一个控制双开关上，并且将控制双

开关安装在灶台上方的墙面上，然后通过液体加料口18向箱体1中添加管道疏通剂；

[0027] S2、厨房垃圾的投放：在饭前，人们将洗菜池清洗时产生的厨房垃圾通过厨房垃圾

投放口12投到第一粉碎箱2和第二粉碎箱3中，在饭后，将剩菜和剩饭通过厨房垃圾投放口

12投到第一粉碎箱2和第二粉碎箱3中，并且在厨房垃圾投放时需要注意的是，要将厨房垃

圾中的大骨头去除，大骨头不建议投放到厨房垃圾处理装置中，也是为了对第一粉碎刀具9

和第二粉碎刀具10起到保护作用，防止第一粉碎刀具9和第二粉碎刀具10的损坏，人们在洗

菜池刷碗时，启动电机7的开关，让电机7开始工作，在电机7的作用下，第一粉碎刀具9和第

二粉碎刀具10能够分别对第一粉碎箱2和第二粉碎箱3中的厨房垃圾进行粉碎操作，再在刷

碗水的作用下，粉碎后的厨房垃圾能够顺着水流排向排水管，刷碗结束后，关闭电机7，在厨

房垃圾投放口12上盖上遮挡盖13；

[0028] S3、定期维护：人们在使用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时候，定期的开启水泵17，让箱体1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0130448 A

6



中的管道疏通剂对第一粉碎箱2、第二粉碎箱3、导料管5、排料管6和下水道做除油污操作，

防止油污出现叠加堆积的情况，保证厨房垃圾处理装置的正常使用。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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