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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酒糟环保处理装置，属于环保酿酒设备

领域，所述压缩装置与传送装置相连接，所述传

送装置与水箱相连接，所述出水口与水箱相连

接，所述第一滚轮与第三电动机基座相连接，所

述防漏挡板与传送装置固定连接，所述过滤板与

防漏挡板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的下

方。该发明中通过压缩装置中的第一电动机、第

二电动机的转动，带动第一压缩轮和第二压缩轮

转动，从而将含有大量水分的酒糟压缩成块，同

时在压缩过程中产生的污水通过沉淀排水口排

入到水箱内，通过第三电动机的转动带动第一滚

轮的转动，从而带动传送带的移动，将酒糟传送

到压缩装置进行压缩去水，便于酒糟的环保储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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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酒糟环保处理装置，包括压缩装置、传送装置、水箱、出水口、第一滚轮、防漏挡

板、过滤板、第二滚轮、进料口、沉淀排水口、传送带、第三电动机和第三电动机基座，其特征

在于：所述压缩装置与传送装置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所述传送装置与水箱相连

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所述出水口与水箱相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装置的下方，所述

第一滚轮与第三电动机基座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所述防漏挡板与传送装置固

定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的下方，所述过滤板与防漏挡板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

轮的下方，所述第二滚轮与水箱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的下方，所述进料口与水箱相

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所述沉淀排水口与水箱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的下

方，所述传送带与第一滚轮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所述第三电动机与第三电动机

基座相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装置的上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糟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装置包括导向槽、第

三滚轮、传送滑板、第四滚轮、出料滑板、第五支架和第六支架，所述导向槽与第五支架固定

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五支架的上方，所述第三滚轮与第五支架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五支架

的上方，所述传送滑板与第五支架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五支架的上方，所述第四滚轮与第

五支架相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滑块的下方，所述出料滑板与第五支架固定连接，其位置位

于传送滑板的下方，所述第六支架与第五支架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滑块的下方。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糟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口为漏斗结构，其上

端开口为长为40厘米，宽为30厘米的矩形，下端开口为长为20厘米，宽为10厘米的矩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糟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的长为160厘米，宽为

8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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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酒糟环保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酒糟环保处理装置，具体地说是通过压缩装置将酿酒产生的酒糟

压缩成块，并通过传送装置实现了对酒糟进行干湿分离分离的装置，属于环保酿酒设备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酒类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从而酒类的

消费量也是越来越高，然而酒厂酿造白酒的的过程中会产生相当多的酒糟，酒糟一般被运

往养殖场作为饲料，而酒糟存放的过程中由于水分过多，从而大量的液体会流出，散发出刺

鼻的气味，这与环保发展的理念不符。

[0003] 目前大部分的酒糟就是露天保存，临近酒糟的时候，就会闻到很大的刺鼻气味，这

是由于酒糟中水分过多的原因，若果能去除酒糟中的大部分水分，那酒糟的存放会更环保。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酒糟环保处理装置。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酒糟环保处理装置，包括压缩装置、传送

装置、水箱、出水口、第一滚轮、防漏挡板、过滤板、第二滚轮、进料口、沉淀排水口、传送带、

第三电动机和第三电动机基座，所述压缩装置与传送装置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

所述传送装置与水箱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所述出水口与水箱相连接，其位置位

于传送装置的下方，所述第一滚轮与第三电动机基座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所述

防漏挡板与传送装置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的下方，所述过滤板与防漏挡板固定

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的下方，所述第二滚轮与水箱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的下

方，所述进料口与水箱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所述沉淀排水口与水箱相连接，其

位置位于第一滚轮的下方，所述传送带与第一滚轮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的上方，所述第

三电动机与第三电动机基座相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装置的上方。

[0006] 所述压缩装置包括第一滑块、第一支架、滑槽、第二滑块、第二支架、第一压缩轮、

第一电动机、第三支架、第二电动机、第二压缩轮和第四支架，所述第一滑块与滑槽相连接，

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的上方，所述滑槽与第一支架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的上方，所

述第二滑块与滑槽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的上方，所述第二支架与第二电动机相连

接，位置位于滑槽的下方，所述第一压缩轮与第二电动机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滑槽的下方，

所述第三支架与第四支架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的下方，所述第二电动机与第一支

架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的下方，所述第二压缩轮与第二电动机相连接，其位置位于

第一支架的下方，所述第四支架与滑槽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的上方。

[0007] 所述传送装置包括导向槽、第三滚轮、传送滑板、第四滚轮、出料滑板、第五支架和

第六支架，所述导向槽与第五支架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五支架的上方，所述第三滚轮与

第五支架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五支架的上方，所述传送滑板与第五支架相连接，其位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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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五支架的上方，所述第四滚轮与第五支架相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滑块的下方，所述出

料滑板与第五支架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滑板的下方，所述第六支架与第五支架固定

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滑块的下方。

[0008] 所述进料口的材质为耐蚀钢，其为漏斗结构，其上端开口为长为40厘米，宽为30厘

米的矩形，下端开口为长为20厘米，宽为10厘米的矩形。

[0009] 所述水箱的材质为耐蚀钢，其长为160厘米，宽为80厘米。

[0010]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该发明通过压缩装置中的第一电动机、第二电动机的转动，

带动第一压缩轮和第二压缩轮转动，从而将酒糟压缩成块，同时在压缩过程中产生的污水

通过沉淀排水口排入到水箱内；通过防漏挡板可以防止装置在工作工程中的污水漏出，便

于清理；通过过滤板对水分过多的酒糟进行过滤，过滤之后的污水会流入水箱，提高了工作

的效率；通过传送装置中的第三滚轮和第四滚轮的转动，可以实现对酒糟块状物的传送，同

时通过出料滑板将块状物排出，便于人工搬运，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第三电动机的转动带

动第一滚轮的转动，从而带动传送带的移动，将酒糟传送到压缩装置进行压缩，节省了大量

的劳动力。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图1的斜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图1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图1的压缩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发明图1的传送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发明图1中传送装置仰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为本发明图1的正侧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为本发明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压缩装置，101、第一滑块，102、第一支架，103、滑槽，104、第二滑块，105、

第二支架，106、第一压缩轮，107、第一电动机，108、第三支架，109、第二电动机，110、第二压

缩轮，2、传送装置，201、导向槽，202、第三滚轮，203、传送滑板，204、第四滚轮，205、出料滑

板，206、第五支架，207、第六支架，3、水箱，4、出水口，5、第一滚轮，6、防漏挡板，7、过滤板，

8、第二滚轮，9、进料口，10、沉淀排水口，11、传送带，12、第三电动机，13、第三电动机基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21] 一种酒糟环保处理装置，包括压缩装置1、传送装置2、水箱3、出水口4、第一滚轮5、

防漏挡板6、过滤板7、第二滚轮8、进料口9、沉淀排水口10、传送带11、第三电动机12和第三

电动机基座13，所述压缩装置1与传送装置2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3的上方，通过压缩装

置1将酒糟压缩成块，所述传送装置2与水箱3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3的上方，通过传送装

置2将酒糟传送到压缩装置1进行压缩，压缩成块的块状物通过传送装置2运输出来，便于收

集，所述出水口4与水箱3相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装置2的下方，通过出水口4将水箱3内的

积水排出，所述第一滚轮5与第三电动机基座13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3的上方，通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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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轮5带动传送带11的运转，所述防漏挡板6与传送装置2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5

的下方，通过防漏挡板6防止传送过程中的酒糟漏出，所述过滤板7与防漏挡板6固定连接，

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5的下方，通过过滤板7对酒糟进行过滤，所述第二滚轮8与水箱3相连

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5的下方，通过第二滚轮8的滚动带动传送带的转动，所述进料口9

与水箱3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3的上方，通过进料口9将酒糟倒入装置内，所述沉淀排水

口10与水箱3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滚轮5的下方，通过沉淀排水口10对酒糟进行沉淀，并

将沉淀产生的水排到水箱3内，所述传送带11与第一滚轮5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水箱3的上

方，通过传送带11将酒糟传送到压缩装置1，所述第三电动机12与第三电动机基座13相连

接，其位置位于传送装置2的上方，通过第三电动机的转动带动第一滚乱的转动。

[0022] 所述压缩装置1包括第一滑块101、第一支架102、滑槽103、第二滑块104、第二支架

105、第一压缩轮106、第一电动机107、第三支架108、第二电动机109、第二压缩轮110和第四

支架111，所述第一滑块101与滑槽103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102的上方，通过第一滑

块带动第一压缩轮106的上下移动，所述滑槽103与第一支架102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

架102的上方，所述第二滑块104与滑槽103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102的上方，通过第

二滑块104带动第二压缩轮110的上下移动，所述第二支架105与第二电动机109相连接，位

置位于滑槽103的下方，所述第一压缩轮106与第二电动机109相连接，其位置位于滑槽103

的下方，通过第一压缩轮106对酒糟进行压缩，所述第三支架108与第四支架111相连接，其

位置位于第一支架102的下方，所述第二电动机109与第一支架102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

支架102的下方，通过第二电动机109的转动带动第二压缩轮的转动，所述第二压缩轮110与

第二电动机109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102的下方，通过第二压缩轮110实现对酒糟的

进一步压缩，所述第四支架111与滑槽103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一支架102的上方。

[0023] 所述传送装置2包括导向槽201、第三滚轮202、传送滑板203、第四滚轮204、出料滑

板205、第五支架206和第六支架207，所述导向槽201与第五支架206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

第五支架206的上方，所述第三滚轮202与第五支架206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五支架206的

上方，通过第三滚轮202的转动实现了对来自导向槽201的酒糟块状物的传送，所述传送滑

板203与第五支架206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五支架206的上方，所述第四滚轮204与第五支

架206相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滑块203的下方，通过第四滚轮204实现了对酒糟块状物的传

送，所述出料滑板205与第五支架206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滑板203的下方，通过出料

滑板将酒糟块状物排出，所述第六支架207与第五支架206固定连接，其位置位于传送滑块

203的下方。

[0024] 所述进料口9的材质为耐蚀钢，其为漏斗结构，其上端开口为长为20厘米，宽为15

厘米的矩形，下端开口为长为10厘米，宽为5厘米的矩形。

[0025] 所述水箱3的材质为耐蚀钢，其长为80厘米，宽为40厘米。

[0026] 工作原理：本装置的初始状态为压缩装置1和传送装置2停止运转，使用本装置时，

首先工人将带有大量水分的酒糟放入到进料口9中，通过进料口9将酒糟传送到传送9带上，

第三电动机12开始转动，通过第三电动机12的转动带动第一滚轮5的转动，通过第一滚轮5

的转动带动传送带9动的转动，传送带9将酒糟传送到压缩装置1处，同时在传送过程中漏出

来的酒糟将被防漏挡板6挡住，通过通过过滤板7将污水排在水箱3内，通过沉淀排水口10对

剩下的酒糟进行沉淀，沉淀之后产生的污水排在水箱3内，通过传送装置2的导向槽201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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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导入到压缩装置1，通过第一滑块101和第二滑块104的滑动，带动了第一滚轮5和第二滚

轮8的上下移动，通过第一电动机107的转动带动了第一滚轮5的转动，实现了对酒糟的压

缩，从而完成水分的排出，通过第二电动机109的转动，实现了第二滚轮8的转动，实现了对

酒糟的进一步压缩，通过第三滚轮和第四滚轮的转动，带动了块状物的运输，通过出料滑板

将块状物排出，如此往复，完成了对酒糟的干湿分离工作。

[0027]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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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09367116 A

8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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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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