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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

备，设置了用于破碎厨余的破碎装置，包括用于

破碎大块骨头的设置有据齿的圆辊和用于进一

步粉碎厨余的刀片式粉碎机构；并设置了用于厨

余发酵为肥料的发酵装置，包括用于发酵的罐

体，还有行走的滚轮，出肥的施肥管，以及扶手和

用于刨开土壤的旋头；在罐体的接收物料处设置

有滤水机构。本方案的有益效果可根据对上述方

案的叙述得知，结构简单，设计合理，有效减缓了

垃圾污染，不但环保，而且有效利用了有机源。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08147845 B

2021.09.17

CN
 1
08
14
78
45
 B



1.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包括破碎装置，所述破碎装置设置于厨房水槽底部

并与所述厨房水槽连通，所述破碎装置包括壳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内腔的上部设置有

靠近右侧设置有圆辊，圆辊的表面设置有锯齿；所述壳体内腔的上部的左侧设置有托板，所

述托板倾斜向下且下部靠近所述圆辊；所述托板的两侧也与所述壳体的前后侧连接，所述

托板的下端与所述壳体的右侧之间有间隙，从而使所述壳体内腔的上部与其余部分仅由所

述间隙连通；所述壳体的内腔的下部设置有刀片式粉碎机构；所述壳体内腔的底部的侧面

设置有螺旋挤压机构，所述螺旋挤压机构连接有发酵装置；所述发酵装置包括罐体；所述罐

体的底部设置滚轮，所述罐体的前侧设置有刨土机构，所述罐体的后侧的底部设置有施肥

管，所述施肥管设置有流量调节机构；所述罐体的后侧还连接有填埋机构；所述罐体的左右

两侧连接有扶手机构；所述罐体接收物料处设置有滤水机构；

所述间隙的宽度大于所述圆辊与所述托板的距离；

所述壳体的上部的横截面为矩形，所述壳体的下部的横截面为圆形，所述壳体的上部

和下部之间平滑过渡；

所述螺旋挤压机构包括水平设置的外壳，所述外壳内部设置有螺旋片，所述外壳的一

端连接所述壳体的底部，所述外壳的另一端设置有与所述罐体连通的连通管，所述螺旋片

的螺距由靠近所述壳体端向靠近所述连通管端逐渐变小；

所述滤水机构包括倾斜设置的有滤空的滤水板，所述滤水板的顶端靠近所述接收物料

的入口；所述滤水板下端连接有接水板，所述接水板倾斜且与所述滤水板倾斜方向相反；所

述接水板上端伸出所述滤水板下端；所述接水板的下端设置有与下水管连接的排水管；

所述刨土机构包括设置在电机，所述电机的下端轴连接有锥形旋头，所述旋头的后方

设置有挡土瓦；所述电机一侧设置有齿条，所述罐体配合设置有齿轮，所述齿轮外侧设置有

挡板；所述电机另一侧设置有滑条，所述罐体配合所述滑条设置有导向挡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扶手机构包

括斜向设置在所述罐体左右两侧的扶手座管，所述扶手座管活动连接有扶手。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埋机

构包括牵引架，所述牵引架为U形，所述牵引架连接有填埋刮板，所述填埋刮板中部弯折且

两端向前分别铰接所述牵引架；所述填埋刮板上端后倾；所述填埋刮板中部上端铰接有稳

定杆；所述罐体设置有配合两个所述牵引架的挂钩；所述罐体上部设置有销座，所述销座与

所述稳定杆由销轴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的

后侧设置有容量观察窗口，所述容量观察窗口设置有刻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流量调

节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施肥管上的锥齿轮机构，所述锥齿轮机构轴连接有线盘，所述线盘

缠绕有拉索，所述拉索连接有棘轮棘齿机构，所述棘轮棘齿机构设置在所述扶手上；所述线

盘与所述锥齿轮机构之间设置有自动关闭所述施肥管的扭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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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家庭、酒楼、食堂、肉菜市场、食品加工企业等产生的生活垃圾（如剩饭、剩菜、骨

头、瓜果皮、果壳、果核、菜叶等）已占到城市固定垃圾相当大的部份，这些生活垃圾不但会

污染环境，而且还会造成大量可再生资源的浪费。目前生活垃圾处理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

种生活垃圾处理机是利用粉碎装置将投入其中的生活垃圾粉碎后再排放至下水道。其粉碎

装置主要由粉碎刀和驱动该粉碎刀旋转的驱动装置组成。该粉碎装置只能将质地较软和体

积较小的垃圾粉碎，而不能将质地较硬和体积较大的垃圾（如大骨头）粉碎，因此，垃圾处理

时需要将质地较硬和体积较大的垃圾分拣出来，使用起来比较麻烦；而且，粉碎后的垃圾直

接排入下水道中，不仅有可能造成下水道堵塞，还会造成可再生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设计合理，不但有

效减缓了垃圾污染，而且有效利用了有机源的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设置了用于破碎厨余的破碎装置，包括用于破碎大块

骨头的设置有据齿的圆辊和用于进一步粉碎厨余的刀片式粉碎机构；并设置了用于厨余发

酵为肥料的发酵装置，包括用于发酵的罐体，还有行走的滚轮，出肥的施肥管，以及扶手和

用于刨开土壤的旋头；在罐体的接收物料处设置有滤水机构。这样，不但有效减缓了垃圾污

染，而且有效利用了有机源。

[0005] 具体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包括破碎装置，所述破碎装

置设置于厨房水槽底部并与所述厨房水槽连通，所述破碎装置包括壳体，其特征在于，所述

壳体内腔的上部设置有靠近右侧设置有圆辊，圆辊的表面设置有锯齿；所述壳体内腔的上

部的左侧设置有托板，所述托板倾斜向下且下部靠近所述圆辊；所述托板的两侧也与所述

壳体的前后侧连接，所述托板的下端与所述壳体的右侧之间有间隙，从而使所述壳体内腔

的上部与其余部分仅由所述间隙连通；所述壳体的内腔的下部设置有刀片式粉碎机构；所

述壳体内腔的底部的侧面设置有螺旋挤压机构，所述螺旋挤压机构连接有发酵装置；所述

发酵装置包括罐体；所述罐体的底部设置滚轮，所述罐体的前侧设置有刨土机构，所述罐体

的后侧的底部设置有施肥管，所述施肥管设置有流量调节机构；所述罐体的后侧还连接有

填埋机构；所述罐体的左右两侧连接有扶手机构；所述罐体接收物料处设置有滤水机构。

[0006] 其中，所述间隙的宽度大于所述圆辊与所述托板的距离。

[0007] 所述壳体的上部的横截面为矩形，所述壳体的下部的横截面为圆形，所述壳体的

上部和下部之间平滑过渡。

[0008] 所述螺旋挤压机构包括水平设置的外壳，所述外壳内部设置有螺旋片，所述外壳

的一端连接所述壳体的底部，所述外壳的另一端设置有与所述罐体连通的连通管，所述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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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片的螺距由靠近所述壳体端向靠近所述连通管端逐渐变小。

[0009] 所述扶手机构包括斜向设置在所述罐体左右两侧的扶手座管，所述扶手座管活动

连接有扶手。

[0010] 所述滤水机构包括倾斜设置的有滤空的滤水板，所述滤水板的顶端靠近所述接收

物料的入口；所述滤水板下端连接有接水板，所述接水板倾斜且与所述滤水板倾斜方向相

反；所述接水板上端伸出所述滤水板下端；所述接水板的下端设置有与下水管连接的排水

管。

[0011] 所述刨土机构包括设置在电机，所述电机的下端轴连接有锥形旋头，所述旋头的

后方设置有挡土瓦；所述电机一侧设置有齿条，所述罐体配合设置有齿轮，所述齿轮外侧设

置有挡板；所述电机另一侧设置有滑条，所述罐体配合所述滑条设置有导向挡槽。

[0012] 所述填埋机构包括牵引架，所述牵引架为U形，所述牵引架连接有填埋刮板，所述

填埋刮板中部弯折且两端向前分别铰接所述牵引架；所述填埋刮板上端后倾；所述填埋刮

板中部上端铰接有稳定杆；所述罐体设置有配合两个所述牵引架的挂钩；所述罐体上部设

置有销座，所述销座与所述稳定杆由销轴连接。

[0013] 所述罐体的后侧设置有容量观察窗口，所述容量观察窗口设置有刻度。

[0014] 所述流量调节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施肥管上的锥齿轮机构，所述锥齿轮机构轴连

接有线盘，所述线盘缠绕有拉索，所述拉索连接有棘轮棘齿机构，所述棘轮棘齿机构设置在

所述扶手上；所述线盘与所述锥齿轮机构之间设置有自动关闭所述施肥管的扭簧。

[0015] 所述罐体设置有菌类投放口。

[0016] 处理厨余时，将破碎装置和发酵装置连接，设置于厨房水槽之下。将果皮、烂菜叶

以及食物残余等投入破碎装置进行破碎，有大块的骨头，会被圆辊刨为小块，再被刀片粉碎

机构进一步粉碎。等粉碎好了之后，冲入少量的水，厨余会和水一起在离心力作用下进入螺

旋挤压机构，螺旋挤压机构将粉碎后的残余物进行压缩，用于节省罐体空间，同时适当升

温，之后通过口径相对螺旋挤压机构相对较小的连通管送入发酵装置。当厨余进入发酵装

置时，水将透过滤水板而进入接水板并排出，厨余在接水板和滤水板的连接处堆积后掉入

罐体的下部。

[0017] 由于，厨余在不断的进入，下端的发酵时间一般来说更长，而且由于由少量水分进

入罐体的下部，且发酵也会产生水，所以底部的肥料基本呈现流质状态。在施肥时，人操纵

扶手，罐体在滚轮的带动下行走，进入花园或者菜园之后，让旋头旋转，并操纵齿轮，使旋头

进入土中，之后在罐体的行走中，旋头会在土壤中刨出沟来。打开施肥管一定流量，就能开

始施肥了。

[0018] 平时，填埋机构是拆下来的，只有在施肥的时候安装上用。

[0019]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可根据对上述方案的叙述得知，结构简单，设计合理，不但有效

减缓了垃圾污染，而且有效利用了有机源。设置圆辊，并且圆辊的表面设置有锯齿，主要是

用于破碎较大的骨头之类难以粉碎的东西，设置托板，而且托板倾斜向下且下部靠近所述

圆辊，并且有弧形，是为了使圆辊在刨骨头时，骨头不会滑脱影响工作效率。设置刀片式粉

碎机构，是由于这种粉碎机构虽然难以处理较大的硬质物料，但是粉碎较小的物料工作效

率高，而且能产生洗刷的离心力。间隙的宽度大于圆辊与托板的距离，是为了防止产生堆

积。壳体的上部的横截面为矩形，便于圆辊的工作，下部的横截面为圆形，便于离心力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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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平滑过渡能避免死角。设置螺旋挤压机构是由于在有机肥发酵初期，是堆肥中的好氧

型微生物分解最旺盛的阶段，不断分解有机物质，而好氧性菌类的适宜问题为30℃至40℃。

罐体接收物料处设置有滤水机构，滤水机构包括倾斜设置的有滤空的滤水板，滤水板的顶

端靠近接收物料的入口；滤水板下端连接有接水板，接水板倾斜且与滤水板倾斜方向相反；

接水板上端伸出滤水板下端，将水龙头的水滤走，避免罐体内部积水太多。刨土机构的下端

设置旋头，是因为这样的刨土方式，对罐体等部件的稳定性影响较小；设置挡土瓦有助于使

土壤被甩在沟槽的两边；罐体配合设置有齿轮，齿轮外侧设置有挡板；电机另一侧设置有滑

条，罐体配合滑条设置有导向挡槽，用于控制电机的升降，而且，这样的结构能提供足够的

稳定性。填埋刮板的形状有利于土往中间的刨开的沟槽里去，同时由于倾斜的角度不容易

脱出泥土。同时稳定杆的设置与牵引架的结合构成稳定的空间形状，使填埋刮板的不会在

高度上乱跳动。由于，在施肥过程中，罐体中的肥料会由多变少，因为设置从扶手到施肥管

连接的流量调节机构，便于随时按需要调节流量。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发酵机构施肥工作状态时候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图2的左视图；

[0023] 图4为图2的A向示意图。

[0024] 图中，1、破碎装置；2、壳体；3、圆辊；4、锯齿；5、托板；6、间隙；7、刀片式粉碎机构；

8、连通管；9、发酵装置；10、罐体；11、容量观察窗口；12、菌类投放口；13、滚轮；14、施肥管；

15、滤水板；16、接水板；17、扶手座管；18、扶手；19、电机；20、旋头；21、挡土瓦；22、齿条；23、

齿轮；24、挡板；25、滑条；26、导向挡槽；27、排水管；28、挂钩；29、销座；30、销轴；31、牵引架；

32、填埋刮板；33、稳定杆；34、螺旋挤压机构；35、外壳；36、螺旋片；37、锥齿轮机构；38、线

盘；39、扭簧；40、拉索；41、棘轮棘齿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方案进行阐述。

[0026] 如图1‑3所示，本实施例是一种易发酵生活垃圾积肥设备，包括破碎装置1，破碎装

置1设置于厨房水槽底部并与厨房水槽连通，破碎装置1包括壳体2，壳体2的上部的横截面

为矩形，壳体2的下部的横截面为圆形，壳体2的上部和下部之间平滑过渡。

[0027] 壳体2内腔的上部设置有靠近右侧设置有圆辊3，圆辊3的表面设置有锯齿4；壳体2

内腔的上部的左侧设置有托板5，托板5倾斜向下且下部靠近圆辊4；托板5的两侧也与壳体2

的前后侧连接，托板5的下端与壳体2的右侧之间有间隙6，从而使壳体2内腔的上部与其余

部分仅由间隙6连通，间隙6的宽度大于圆辊3与托板5的距离；壳体2的内腔的下部设置有刀

片式粉碎机构7。

[0028] 壳体2内腔的底部的侧面设置有螺旋挤压机构34，螺旋挤压机构28连接有发酵装

置，螺旋挤压机构34包括水平设置的外壳35，外壳35内部设置有螺旋片36，外壳35的一端连

接壳体2的底部，外壳35的另一端设置有与罐体10连通的连通管8，螺旋片36的螺距由靠近

壳体2端向靠近连通管8端逐渐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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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发酵装置9包括罐体10，罐体10的后侧设置有容量观察窗口11，容量观察窗口11设

置有刻度，罐体10设置有菌类投放口12，罐体10的底部设置滚轮13，罐体10的后侧的底部设

置有施肥管14，施肥管14设置有调节流量的旋钮。

[0030] 罐体10接收物料处设置有滤水机构，滤水机构包括倾斜设置的有滤空的滤水板

15，滤水板15的顶端靠近接收物料的入口；滤水板15下端连接有接水板16，接水板16倾斜且

与滤水板15倾斜方向相反；接水板16上端伸出滤水板15下端；接水板的下端设置有与下水

管连接的排水管27。

[0031] 罐体10的左右两侧连接有扶手机构，扶手机构包括斜向设置在罐体左右两侧的扶

手座管17，扶手座管17活动连接有扶手18。

[0032] 罐体10的前侧设置有刨土机构，刨土机构包括设置在电机19，电机19的下端轴连

接有锥形旋头20，旋头20的后方设置有挡土瓦21；电机19一侧设置有齿条22，罐体10配合设

置有齿轮23，齿轮23外侧设置有挡板24；电机19另一侧设置有滑条25，罐体10配合滑条25设

置有导向挡槽26。

[0033] 罐体10的后侧还连接有填埋机构，填埋机构包括牵引架31，牵引架31为U形，牵引

架31连接有填埋刮板32，填埋刮板32中部弯折且两端向前分别铰接牵引架31；填埋刮板32

上端后倾；填埋刮板32中部上端铰接有稳定杆33；罐体10设置有配合两个牵引架31的挂钩

28；罐体10上部设置有销座29，销座29与稳定杆33由销轴30连接。

[0034] 流量调节机构包括设置在施肥管14上的锥齿轮机构37，锥齿轮机构37轴连接有线

盘38，线盘38缠绕有拉索40，拉索40连接有棘轮棘齿机构41，棘轮棘齿机构41设置在扶手18

上；线盘38与锥齿轮机构37之间设置有自动关闭施肥管14的扭簧39。

[0035] 处理厨余时，将破碎装置1和发酵装置9连接，设置于厨房水槽之下。将果皮、烂菜

叶以及食物残余等投入破碎装置1进行破碎，有大块的骨头，会被圆辊3刨为小块，再被刀片

粉碎机构7进一步粉碎。等粉碎好了之后，冲入少量的水，厨余会和水一起在离心力作用下

进入螺旋挤压机构34，螺旋挤压机构34将粉碎后的残余物进行压缩，用于节省罐体10空间，

同时适当升温，之后通过口径相对螺旋挤压机构34相对较小的连通管8送入发酵装置9。当

厨余进入发酵装置9时，水将透过滤水板而进入接水板16并由排水管27排出，厨余在接水板

16和滤水板15的连接处堆积后掉入罐体10的下部。

[0036] 由于，厨余在不断的进入，下端的发酵时间一般来说更长，而且由于由少量水分进

入罐体的下部，且发酵也会产生水，所以底部的肥料基本呈现流质状态。在施肥时，人操纵

扶手，罐体10在滚轮13的带动下行走，进入花园或者菜园之后，让旋头20旋转，并操纵齿轮

23，使旋头20进入土中，之后在罐体10的行走中，旋头20会在土壤中刨出沟来。打开施肥管

一定流量，就能开始施肥了。

[0037] 本发明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能够通过或采用现有技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当然，

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8147845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08147845 B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08147845 B

8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08147845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