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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垃圾随时处理

认识下这个厨房“小怪物”
□记者 楚天舒 文图

核心提示 | 每天择菜理菜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垃圾，还有吃剩的残
汤剩饭的清理，收拾处理厨房垃圾是主妇们最辛苦的事。倒进马桶
下水道怕被堵塞，倒进垃圾桶异味难闻不说，不小心撑破了垃圾袋
还会弄得满地狼藉；鱼肉乳制品在厨房温暖环境下会很快变质腐
烂，产生大量的细菌和蚊虫。

再美好的生活小区，也总有那么些垃圾中转站人见人嫌。但
是，欧美家庭必备的垃圾处理神器，却一直关注者少。

厨房垃圾随时处理，这个神器已存在多年

垃圾处理器让你不仅远离厨
余垃圾，还能让你每天的生活垃圾
减少70%。但是你知道吗？这玩
意儿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家
用食物垃圾处理器1927年诞生于
美国，上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立
法强制推行。如今，新建住宅应用
高达96％以上。欧盟于2003年要
求成员国根据污水处理厂普及情

况推广食物垃圾处理器，日韩等国
通过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来迫使
居民自觉使用食物垃圾处理器，欧
美日韩的使用普及率也已高达
70%以上。目前，全球已有80多个
国家使用垃圾处理器，而它进入中
国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十几年前，
垃圾处理器就随着整体橱柜的引
进被带到了中国市场。

厨房垃圾处理器原理就是高速粉碎机

厨房在生产美食的同时，也在
制造着垃圾，而厨房垃圾处理器就
像是一个高速运转的“粉碎机”，在
生产美食的同时粉碎并通过厨房
水槽冲走垃圾，并且尽量保持厨房
清洁顺畅，减少厨房垃圾。

其工作原理很简单：它安装于

厨房水槽的下水管口，通过高速运
转的马达带动容量腔运转，将扔进
其中的废弃食物垃圾进行研磨，生
产厂商的宣传中称大到煮熟的猪
肋骨、鸡骨鱼骨，小到瓜果核皮，茶
叶剩饭汤菜等，当研磨至足够小
后，再通过下水道排入污水处理

厂，污水处理厂通过厌氧提取沼气
用于发电等能源转换。剩余的食
物残渣可用于农作物堆肥。对于
家庭来说，有了它基本解决了所有
厨房垃圾的储存和转运，日常生活
垃圾也减少了70％，更不会有污水
横流的事情发生在厨房了。

卖了十来年，却少有人问津

欧派橱柜营销副总井硕告诉
记者，店面一直都有垃圾处理器销
售，但却鲜有人问津。刚刚引入垃
圾处理器时，因为在市场上还算新
鲜事物，所以品牌特别少，价格也
高，装一台垃圾处理器要3000～
5000元，当时这样的价钱都可以在

市场上买一整套不错的橱柜了。
除价格因素，另外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售后的问题：食物垃圾处理机
技术的关键是粉碎腔，西方国家的
食物结构是以净菜为主，所以大多
品牌采用的是刀片，在食物垃圾处
理中不会损伤刀片；而我国的食物

结构不同，食物中带有少量蛋壳骨
头等高密度物质，易损伤刀片，加
之重油的烹饪方式，磨损、易堵、噪
声大都是中国家庭使用最早进口
那一批垃圾处理器易遇到的问题，
加之销量等问题，售后服务也不稳
定。

厨房升级，垃圾处理器迎来春天

在某小区年初发起的团购活动
中，倍世净水的老板杨超英尝试着
把垃圾处理器带到现场，没想到，在
部分时尚业主的带动下，其劳伦斯
垃圾处理器最终的销量几乎和净水
设备持平。负责团购活动的业主岳
姐说，现在高端小区很多开发商开
始标配新风系统和净水系统，未来，
垃圾处理系统应该也会成为标配。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过去被商
家弃之角落的垃圾处理器，已开始
被作为厨房电器的必备组件进行推
广。刚刚过去的五一活动中，欧派
橱柜就把洗碗机和垃圾处理器绑
定，进行特价促销。除了橱柜店面，
主营厨电、净水器等的店面，也将垃
圾处理器作为一个重要的品类进行
展示。井硕说，现在不管是进口还

是国产的垃圾处理器，技术都相当
成熟，欧派的新款垃圾处理器，石头
都能打碎，不必担心堵塞排水管道
问题。他建议，现在装橱柜还是可
以考虑提前预留好垃圾处理器的位
置，如果有好的产品出现，才能有安
装的机会。

厨房垃圾处理器小问答

1.用它处理厨余垃圾后会造成
下水管道堵塞吗？

不会。处理过的食物垃圾直径
极小(大部分小于1毫米)，很容易被
水流冲走，也很容易被细菌分解掉。

2.安装方便吗？
方便。一般的水电工就会安

装。如果不包括电路，它本身的安
装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体积不
大，不受厨房装修限制，不影响美观

3.耗电吗？
每次处理厨余垃圾的时间才几

分钟，耗电很少，每月就两三度电。
4.使用方便吗？
只需打开水龙头和电源，然后

倒入厨余垃圾即可。
5.维护麻烦吗？
它本来就设计成免维护的。除

了偶尔的清洗，几乎不用维护。
6.能处理所有厨余垃圾吗？

厨房垃圾处理器能处理大部分
的厨余垃圾。但体积过大的骨头、
生肉等纤维过粗、过软的垃圾可能
处理不了，生肉建议先煮熟后再处
理，体积过大的骨头剁小块后再处
理，纤维过粗的剪短后再处理。

7.装修好的房子还能安装吗？
能。厨房垃圾处理器的安装非

常简单，只要水槽出水口内径是90
毫米的就可以安装。

相关规定：

2012年1月9日，《上海市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导则
（试行）》规定：新建的全装修住宅
内，应配置厨房果皮（湿垃圾）粉碎
机；2013年 8月 1日，国务院下发
《关于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通
知》提到要大力推广“家庭厨房垃圾

处理器”；2014年1月20日，厦门市
政府公布《厦门市绿色建筑行动实
施方案》，要求从2014年1月1日
起厦门市所有新建住宅厨房都要配
备“家庭厨房垃圾处理器”；2014年
12月4日，深圳市公布《深圳市新
建住宅建筑推广使用家庭厨房垃圾

处理技术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要求新建及尚未交房的新建住
宅必须全部安装家庭厨房垃圾处理
器；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广厨
房垃圾家庭粉碎处理”。

龙记万家装饰入驻郑州

河南龙记万家装饰拥
有8000平米的材料展厅，
致力于给客户提供一站式
拎包入住的整体家居解决
方案。公司作为整体家居
产业运营商，致力于打造
成为中原家装市场上的龙
头企业，对材料质量、施工
工艺要求特别高，一直坚
持执行更严格的施工标
准，坚持使用更环保的装
饰材料，坚持做更用心的
家装企业。

公司在郑州市采用全
新V6整装计费模式，有
22900 元 、33900 元 、
44900 元、55900 元等多
款家装套餐可供客户选
择，超支现象完全可控。

客户确定龙记万家为
装修候选对象后，进店会
由设计部经理接待，面谈
后安排一名设计师与客户
详细沟通。当客户确定龙
记万家为其装修后，则可
以约定设计师量房。根据
量房结果，客户可与设计
师对设计方案进行讨论，

直至客户满意为止。
公司始终以“全力打

造行业著名品牌，实现全
国连锁，整体家装集成商”
为愿景，以“帮助工薪阶层
完成家的梦想，为构建和
谐社会努力奋斗”为使命，
以“以人为本，服务客户，
追求卓越”为宗旨。自
2014年以来，龙记万家秉
承对客户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凭借先进的管理
模式、杰出的设计团队、严
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为千
万客户完成打造幸福之家
的梦想。

如今，龙记万家强势
入驻郑州，旗舰店位于中
原区98号桐柏路帝湖百
货3楼，现面向全城零利
润征集30套欧标样板间，
到龙记万家就可免费获得
面粉食用油等到店礼，现
场签单再享价值五万多元
的签单礼，直省52888元，
还有全屋主要大家电等你
来拿！

欧凯龙五一大牌家居FUN肆购
完美收官

5月1日19:00，伴随
着夜场豪华大奖的抽取，
欧 凯 龙 五 一 大 牌 家 居

“FUN 肆购”完美收官。
五一小长假，欧凯龙各大
连锁商场实现了客流量和
销售额的又一次集中爆
发，再次成为行业瞩目的
焦点。

4月29日，商场还未
开门就有众多消费者在欧
凯龙商场外排队等候，9
点30分商场正式营业，人
群如泄洪般涌入，很多排
在前面的顾客直奔补贴款
商品，安静的商场一下变

得火热起来。当天下午，
“香港第一反派”李子雄空
降欧凯龙东区旗舰店，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欧凯龙一直秉承“引
领品位生活，提高中原城
市居家品质”为己任的行
业理念。“ 30日内无理由
退换货”“比价 10 倍退
差”“先行赔付”等服务理
念获得消费者一致认可。
此次五一大促，欧凯龙各
商场还准备了多种诱人的
豪华冷餐，为消费者打造
贴心的服务。

新乡平原示范区
石墨烯产业园项目签约

5月5日，新乡平原示
范区石墨烯产业园项目签
约仪式在新乡市政府举
行。新乡市市长王登喜、
平原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路
文忠、河南省委台办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段毅、市
政府秘书长吴岳善等领导
与新乡市多部门负责人，
和项目方高管及平原示范
区相关人员出席签约仪
式。

该项目总投资约 50
亿元人民币，总规划面积

约1000亩，拟引进石墨烯
产业链项目30个，拟建设
五大功能区：工业生产远
程控制中心、科技研发中
心、产业孵化中心、商贸物
流中心、生态居住中心。
产业园以“石墨烯+各种
民用产业规模化应用”为
特色，通过石墨烯产业上
下游应用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产品的示范推广，构筑
以民用企业为主体的石墨
烯产业链中央控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