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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包括

机架，所述机架内按垃圾处理顺序依次设置有粉

碎装置和发酵装置，所述粉碎装置包括设置在粉

碎装置上部的进料斗和位于进料斗下方的粉碎

机构，所述粉碎机构包括旋转轴和带动旋转轴转

动的第一电机，所述旋转轴上间隔套设有若干锯

片，所述发酵装置包括可翻转的发酵箱体和设置

在发酵箱体内的正反向螺旋搅拌机构，厨余垃圾

经锯片切割粉碎后进入的发酵箱体内进行搅拌

发酵。本厨余垃圾处理设备通过粉碎装置和发酵

装置对厨余垃圾进行粉碎并进行发酵最后生成

肥料,粉碎装置中的锯片对干、湿软、硬不同的有

机物质均能有效的同时粉碎，且装置小巧，适合

饭店、家庭使用，效率高效，最后能得到肥料，对

环境无污染，同时获得了较大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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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内按垃圾处理顺序

依次设置有粉碎装置和发酵装置，所述粉碎装置包括设置在粉碎装置上部的进料斗（2）和

位于进料斗（2）下方的粉碎机构（3），所述粉碎机构（3）包括旋转轴（6）和带动旋转轴（6）转

动的第一电机（7），所述旋转轴（6）上间隔套设有若干锯片（8），所述发酵装置包括可翻转的

发酵箱体（4）和设置在发酵箱体（4）内的正反向螺旋搅拌机构（5），厨余垃圾经锯片（8）切割

粉碎后进入的发酵箱体（4）内进行搅拌发酵，所述发酵箱体（4）上设置有定位手把（23），所

述机架（1）上设有滑槽（24）以及与滑槽（24）相通的卡位（25），所述定位手把（23）可在滑槽

（24）中移动以带动发酵箱体（4）翻转，所述定位手把（23）也可卡入卡位（25）中使得发酵箱

体（4）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斗（2）下方倾

斜设置有缓冲板（11），所述缓冲板（11）与若干锯片（8）之间形成粉碎腔（12），厨余垃圾在所

述粉碎腔（12）处被锯片（8）切割粉碎。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装置底部位于

若干锯片（8）下方设置有筛网（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轴（6）一端安

装有第一皮带轮（9），所述第一电机（7）与第一皮带轮（9）通过第一皮带（10）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正反向螺旋搅拌机

构（5）包括搅拌主轴（14）和带动搅拌主轴（14）转动的驱动机构，所述搅拌主轴（14）上间隔

套设有若干正螺旋片（15）和反螺旋片（1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主轴（14）一端

安装有第二皮带轮（17），所述驱动机构包括安装在机架（1）底部的第二电机（18）和由第二

电机（18）带动的减速器（19），所述减速器（19）与第二皮带轮（17）通过第二皮带（20）连接，

所述搅拌主轴（14）两端伸出发酵箱体（4）并通过轴承与机架（1）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箱体（4）外表

面由内到外依次设有加热层（21）和保温层（2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箱体（4）设置

于粉碎机构（3）下方，所述机架（1）底部倾斜设置有第一下料板（26），所述卡位（25）设置两

个，当定位手把（23）卡入其中一个卡位（25）时，厨余垃圾从粉碎机构（3）直接落入发酵箱体

（4）中进行发酵，当定位手把（23）卡入另外一个卡位（25）时，发酵箱体（4）翻转，厨余垃圾经

发酵后形成的肥料从第一下料板（26）落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箱体（4）设置

于粉碎机构（3）一侧，所述机架（1）底部倾斜设置有第二下料板（27），所述卡位（25）设置三

个，当定位手把（23）卡入第一个卡位（25）时，发酵箱体（4）翻转，厨余垃圾从粉碎机构（3）落

入发酵箱体（4）中进行装料，当定位手把（23）卡入第二个卡位（25）时，发酵箱体（4）翻转，厨

余垃圾开始发酵，当定位手把（23）卡入第三个卡位（25）时，发酵箱体（4）翻转，厨余垃圾经

发酵后形成的肥料从第二下料板（27）落出。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内还设置

有除臭排气装置（29），所述发酵箱体（4）上设有除臭排气口，所述除臭排气装置（29）通过一

软管（28）与除臭排气口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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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厨余垃圾是指居民日常生活及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垃

圾，包括丢弃不用的菜叶、剩菜、剩饭、果皮、蛋壳、茶渣、贝壳、骨头等，其主要来源为家庭厨

房、餐厅、饭店、食堂、市场及其他与食品加工有关的行业。餐厨垃圾含有极高的水分与有机

物，很容易腐坏，产生恶臭。然而，餐厨垃圾经过妥善处理和加工后，可转化为新的资源，高

有机物含量的特点使其经过严格处理后可作为肥料、饲料，也可产生沼气用作燃料或发电，

油脂部分则可用于制备生物燃料。

[0003] 目前，国内生产餐厨再生饲料工艺主要是生物法和物理法。生物法利用餐厨垃圾

发酵，用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新陈代谢，积累有用的菌体、酶和中间体，经过烘干后制成蛋

白饲料。而物理法是直接将餐厨垃圾脱水后进行干燥消毒，粉碎后制成饲料。

[0004] 现有技术的餐厨垃圾处理方法包括粉碎直排法、填埋法和肥料化处理方法。粉碎

直排法一般是在厨房等地方配置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将粉碎后的餐厨垃圾排入市政下水管

网的方法，与水混合后排放到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无害化处理。填埋法是将餐厨垃圾与

普通垃圾一起送入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的。目前填埋法填埋率正在呈现下降的趋势，甚至

有很多国家己禁止餐厨垃圾进入填埋场处理。肥料化处理方法主要包括好氧堆肥和厌氧消

化两种。好氧堆肥过程是在有氧条件下利用好氧微生物分泌的胞外酶将有机物固体分解为

可溶性有机物质，再渗入到细胞中，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实现整个堆肥过程。餐厨垃圾

的厌氧消化处理是指在特定的厌氧条件下微生物将有机垃圾进行分解，其中的碳、氢、氧转

化为甲烷和二氧化碳，而氮、磷、钾等元素则存留于残留物中，并转化为易被动植物吸收利

用的形式。

[0005] 然而，在以上餐厨垃圾处理方法中，粉碎直排法一般适用于产生餐厨垃圾量较小

的单位，且粉碎设备一般不能够对干、湿、软、硬不同有机物质进行同时粉碎，因此该方法往

往会在城市下水道中滋生病菌、蚊虫母和导致疾病传播，同时可能造成排水管道堵塞，降低

城市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加重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负荷，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二次污染:肥

料化处理方法一是占地面积大、处理周期长，二是堆肥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和臭气会对周边

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其能够很

好地解决现有技术中垃圾处理方法占地大，效率低，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问题。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包括机架，所述机架内按垃圾处理顺序依次设置有粉碎

装置和发酵装置，所述粉碎装置包括设置在粉碎装置上部的进料斗和位于进料斗下方的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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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机构，所述粉碎机构包括旋转轴和带动旋转轴转动的第一电机，所述旋转轴上间隔套设

有若干锯片，所述发酵装置包括可翻转的发酵箱体和设置在发酵箱体内的正反向螺旋搅拌

机构，厨余垃圾经锯片切割粉碎后进入的发酵箱体内进行搅拌发酵。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进料斗下方倾斜设置有缓冲板，所述缓冲板与若

干锯片之间形成粉碎腔，厨余垃圾在所述粉碎腔处被锯片切割粉碎。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粉碎装置底部位于若干锯片下方设置有筛网。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旋转轴一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所述第一电机与

第一皮带轮通过第一皮带连接。

[001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正反向螺旋搅拌机构包括搅拌主轴和带动搅拌主

轴转动的驱动机构，所述搅拌主轴上间隔套设有若干正螺旋片和反螺旋片。

[001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搅拌主轴一端安装有第二皮带轮，所述驱动机构

包括安装在机架底部的第二电机和由第二电机带动的减速器，所述减速器与第二皮带轮通

过第二皮带连接，所述搅拌主轴两端伸出发酵箱体并通过轴承与机架连接。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发酵箱体外表面由内到外依次设有加热层和保温

层。

[001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发酵箱体上设置有定位手把，所述机架上设有滑

槽以及与滑槽相通的卡位，所述定位手把可在滑槽中移动以带动发酵箱体翻转，所述定位

手把也可卡入卡位中使得发酵箱体固定。

[001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发酵箱体设置于粉碎机构下方，所述机架底部倾

斜设置有第一下料板，所述卡位设置两个，当定位手把卡入其中一个卡位时，厨余垃圾从粉

碎机构直接落入发酵箱体中进行发酵，当定位手把卡入另外一个卡位时，发酵箱体翻转，厨

余垃圾经发酵后形成的肥料从第一下料板落出。

[001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发酵箱体设置于粉碎机构一侧，所述机架底部倾

斜设置有第二下料板，所述卡位设置三个，当定位手把卡入第一个卡位时，发酵箱体翻转，

厨余垃圾从粉碎机构落入发酵箱体中进行装料，当定位手把卡入第二个卡位时，发酵箱体

翻转，厨余垃圾开始发酵，当定位手把卡入第三个卡位时，发酵箱体翻转，厨余垃圾经发酵

后形成的肥料从第二下料板落出。

[001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机架内还设置有除臭排气装置，所述发酵箱体上

设有除臭排气口，所述除臭排气装置通过一软管与除臭排气口相连。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有：

[0020] 本厨余垃圾处理设备通过粉碎装置和发酵装置对厨余垃圾进行粉碎并进行发酵

最后生成肥料,粉碎装置中的锯片对干、湿、软、硬不同有机物质均能同时有效的粉碎，且装

置小巧，适合饭店、家庭使用，效率高效，最后能得到肥料，对环境无污染，同时获得了较大

的经济价值。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其中：

[002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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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俯视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粉碎装置的剖视图；

[0027]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一：参见图1、图2及图3，一种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内

按垃圾处理顺序依次设置有粉碎装置和发酵装置，所述粉碎装置包括设置在粉碎装置上部

的进料斗2和位于进料斗2下方的粉碎机构3，所述发酵装置包括可翻转的发酵箱体4和设置

在发酵箱体4内的正反向螺旋搅拌机构5，所述正反向螺旋搅拌机构5包括搅拌主轴14和带

动搅拌主轴14转动的驱动机构，所述搅拌主轴14上间隔套设有若干正螺旋片15和反螺旋片

16，使得搅拌更加均匀无死角，所述搅拌主轴14一端安装有第二皮带轮17，所述驱动机构包

括安装在机架1底部的第二电机18和由第二电机18带动的减速器19，所述减速器19与第二

皮带轮17通过第二皮带20连接，所述搅拌主轴14两端伸出发酵箱体4并通过轴承与机架1连

接使得发酵箱体4相对于机架可翻转，所述发酵箱体4外表面依次设有加热层21和保温层22

便于厨余垃圾保温发酵。

[0029] 所述发酵箱体4上设置有定位手把23，所述机架1上设有滑槽24以及与滑槽24相通

的卡位25，所述滑槽24呈圆弧形，所述定位手把23可在滑槽24中移动以带动发酵箱体4翻

转，所述定位手把23也可卡入卡位25中使得发酵箱体4固定，所述发酵箱体4设置于粉碎机

构3一侧，所述机架1底部倾斜设置有第二下料板27，所述卡位25设置三个，分别代表装料

时、发酵中和放料时三个功能，当定位手把23卡入第一个代表装料时的卡位25时，发酵箱体

4翻转，厨余垃圾从粉碎机构3落入发酵箱体4中进行装料，当定位手把23卡入第二个代表发

酵中的卡位25时，发酵箱体4翻转，厨余垃圾开始发酵，当定位手把23卡入第三个代表放料

时的卡位25时，发酵箱体4翻转，厨余垃圾经发酵后形成的肥料从第二下料板27落出，所述

机架内1还设置有除臭排气装置29，所述发酵箱体4上设有除臭排气口，所述除臭排气装置

29通过一软管28与除臭排气口相连，所述软管28可为可伸缩的钢丝软管，所述除臭排气装

置29包括风机和除臭桶，除臭桶包括三个依次相连的光触媒桶、加热桶和催化桶，风机首先

把发酵产生的有机气体抽取到光触媒桶中，光触媒桶中设有紫外灯，紫光灯发出特定的紫

外波将氧气变成臭氧，臭氧的强氧化性将绝大部分有机气体氧化掉，剩下未氧化的有机气

体进入加热桶中，加热桶中设有加热管将有机气体与氧气反应掉，产生的一些一氧化碳和

臭氧气体进入催化桶中，催化桶中有催化剂可将臭氧和一氧化碳分别还原成氧气和二氧化

碳，氧气和二氧化碳可直接排放出去，本实施例空间利用大，适合饭店餐厅用。

[0030] 进一步参见图4及图5，所述粉碎机构3包括旋转轴6和带动旋转轴6转动的第一电

机7，所述旋转轴6上间隔套设有若干锯片8，所述锯片由合金钢制成，坚固耐用，且锯片与锯

片之间间隔1～5毫米，根据实际需要可调整，所述旋转轴6一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9，所述第

一电机7与第一皮带轮9通过第一皮带10连接，所述进料斗2下方倾斜设置有缓冲板11，所述

缓冲板11与若干锯片8之间形成粉碎腔12，厨余垃圾在所述粉碎腔12处被锯片8切割粉碎，

所述粉碎装置底部位于若干锯片8下方设置有筛网13，筛网13可根据粉碎颗粒规格大小及

效果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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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二：与实施例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进一步参见图6，所述发酵箱体4设置于粉

碎机构3下方，所述机架1底部倾斜设置有第一下料板26，所述卡位25设置两个，分别代表发

酵中和放料时两个功能，当定位手把23卡入其中一个代表发酵中的卡位25时，厨余垃圾从

粉碎机构3直接落入发酵箱体4中进行发酵，当定位手把23卡入另外一个代表放料时的卡位

25时，发酵箱体4翻转，厨余垃圾经发酵后形成的肥料从第一下料板26落出，本实施例空间

紧凑，适合家用。

[0032] 以上所述，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而已，但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例，只要

其以任何相同或相似手段达到本发明的技术效果，都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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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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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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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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