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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

理系统装置，具体涉及餐厨垃圾资源化再利用领

域，包括垃圾处理场地和处理系统装置，所述处

理系统装置设有餐厨垃圾运输车和储料仓，所述

储料仓一侧设有人工分栋平台，所述储料仓与人

工分栋平台之间设有第一螺旋输送机。本发明通

过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的传动，将餐厨垃圾破碎

螺旋变径挤压脱水，排放的油污水进入全自动隔

油器进行油水分离，固渣经第二螺旋输送装置输

送至生化处理机，进行高温好氧发酵处理，处理

前无需对餐厨垃圾的盐分、油脂、pH值进行调节；

可实现餐厨垃圾处理无害化要求，处理后的降解

物可以直接变成营养土，或再深加工成有机肥

料，排出的废水可分离出废油，或再加工成生物

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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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包括垃圾处理场地和处理系统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处理系统装置设有餐厨垃圾运输车(1)和储料仓(2)，所述储料仓(2)一侧设有

人工分栋平台(4)，所述储料仓(2)与人工分栋平台(4)之间设有第一螺旋输送机(3)，所述

人工分栋平台(4)内部设有分拣输送机(5)，所述分拣输送机(5)的输出端设有对辊式破碎

机(6)，所述对辊式破碎机(6)输出端设有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7)，所述螺旋变径脱水挤压

机(7)一侧设有生化处理机(10)，所述生化处理机(10)与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7)之间设有

第二螺旋输送机(8)，所述生化处理机(10)一侧设有除臭器装置(11)，所述螺旋变径脱水挤

压机(7)一侧还设有全自动油水分离器(9)，所述全自动油水分离器(9)进水端设有积水坑

(12)，所述垃圾处理场地内部设有明沟(13)，所述明沟(13)设置为矩形，所述储料仓(2)、第

一螺旋输送机(3)、人工分栋平台(4)、分拣输送机(5)、对辊式破碎机(6)、螺旋变径脱水挤

压机(7)、第二螺旋输送机(8)、全自动油水分离器(9)、生化处理机(10)、除臭器装置(11)和

积水坑(12)均设置于明沟(13)内侧，所述积水坑(12)与明沟(13)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

料仓(2)设置为为漏斗形，所述储料仓(2)顶部设有盖板(21)，所述储料仓(2)一侧设有第一

楼梯(22)，所述储料仓(2)顶部设有进料口(23)，所述进料口(23)与盖板(21)之间设有气缸

(24)，所述盖板(21)通过气缸(24)驱动的可翻转。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螺旋输送机(3)包括第一螺旋输送装置(31)和第一电机(32)，所述第一电机(32)输出轴

与第一螺旋输送装置(3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螺旋输送装置(31)包括螺旋轴与螺旋叶片，

所述储料仓(2)内腔底端设有固液分离滤网(33)，所述第一螺旋输送装置(31)靠近分拣输

送平台(51)一端开设有第一出渣口(3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人

工分栋平台(4)两侧均设有分拣投放口(41)，所述分拣投放口(41)对应位置处设有收集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

拣输送机(5)包括分拣输送平台(51)、第二电机(52)和进渣漏斗(54)，所述第二电机(52)设

置为分拣输送平台(51)的动力源，所述进渣漏斗(54)一侧设有排污口(5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对

辊式破碎机(6)包括破碎进口(61)和第三电机(63)，所述破碎进口(61)底部内腔设有双轴

破碎齿辊(62)，所述第三电机(63)输出轴与双轴破碎齿辊(62)传动连接，所述双轴破碎齿

辊(62)外壁固定设有辅助动刀(64)、主动切刀和定刀(6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

旋变径脱水挤压装置包括螺旋心轴(71)和固液分离滤网筒(72)，所述螺旋心轴(71)外壁焊

接有叶片(75)，所述螺旋芯轴上焊接有螺旋叶片(75)段上带锥度，从进料口(23)至出料口

(104)的方向，其直径依次增大，叶片(75)的螺距，从进料口(23)至出料口(104)的方向依次

减小，所述固液分离滤网筒(72)后端设有固渣反挤压装置(73)，所述固液分离滤网筒(72)

一侧开设有出渣漏斗口(7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螺旋输送机(8)与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7)连接带设有进渣口(81)，所述第二螺旋输送装

置(82)包括螺旋轴与螺旋叶片，所述第二螺旋输送机(8)远离进渣口(81)一端设有第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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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83)，所述第四电机(83)为第二螺旋输送装置(82)的动力源，所述第二螺旋输送装置

(82)靠近第四电机(83)一端开设有第二出渣口(84)。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全

自动油水分离器(9)包括油水分离腔(94)，所述油水分离腔(94)设置为锥形，所述油水分离

腔(94)内腔内部固定安装有电加热管(95)和温度传感器(96)，所述油水分离腔(94)一侧设

有油水沉淀腔(97)和清水腔(98)，所述清水腔(98)内部设有液位变送器(912)和第二提升

泵(99)，所述第二提升泵(99)输出端设有出水口(910)，所述油水分离腔(94)一侧设有螺旋

绞龙过滤装置(92)和第五电机(93)，所述螺旋绞龙过滤装置(92)包括螺旋轴及绞龙叶片

(75)，所述第五电机(93)输出端与油水分离腔(94)之间设有排油口(911)，所述螺旋绞龙过

滤装置(92)与积水坑(12)之间设有进水口(91)，所述积水坑(12)与进水口(91)之间设有第

一提升泵(12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生化处理机(10)包括骨架(110)和外壳(111)，所述外壳(111)内部设有搅拌轴(101)、第六

电机(102)和加热装置(103)，所述第六电机(102)输出轴与搅拌轴(101)之间设有链轮链条

(105)，所述外壳(111)一侧开设有出料口(104)，所述外壳(111)一侧设有第二楼梯(106)，

所述外壳(111)内壁固定设有温湿度传感器(107)，所述外壳(111)内腔设有生化内仓

(108)，所述生化内仓(108)一侧设有排风扇(109)，所述搅拌轴(101)包括螺旋轴与螺旋叶

片(75)，所述搅拌轴(101)外壁还固定设有连接杆(112)，所述连接杆(112)远离搅拌轴

(101)一端固定设有搅拌刀片(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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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餐厨垃圾资源化再利用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  一种餐厨

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是居民在生活消费过程中形成的生活产物，居民区，饭店，各  种企事业

单位是集中排放的场所，餐厨垃圾是食物垃圾中最主要的一种，包  括家庭、学校、食堂及餐

饮行业等产生的食物加工下脚料(厨余)和餐后残余  (泔脚)。其成分有生物质和非生物质，

其中生物质主要有油、水、果皮、蔬  菜、米面，鱼、肉、骨头。非生物质如废餐具、塑料、纸巾

等。餐厨垃圾中  含有大量人畜共患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不但容易引起动物感染病毒，还

容  易造成人体感染疾病。畜禽食用后极易感染和诱发各种疾病，势必加大对畜  禽的用药

剂量，从而会加大药物的残留，通过禽肉进入人体，容易对人类健  康造成危害。

[0003] 近年来，由于我国对国内主要城市在餐厨垃圾处理方面投资力度加大，  使得我国

在餐厨垃圾处理方面取得一定的进步。目前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技  术主要包括制作饲料、

肥料、生物柴油、厌氧发酵制作沼气等。餐厨垃圾中  混有许多非生物质的其它垃圾，无论餐

厨垃圾采用哪种资源化利用工艺路线，  都离不开处理，选用合适的预处理工艺及设备至关

重要。餐厨垃圾预处理的  现状是：通过集运车将垃圾运输到处置点，然后投入大量人力资

源对垃圾进  行分拣，剔除非生物质的垃圾，粉碎后对垃圾进行固液分离及油水分离，最  后

固体作为饲料或肥料的原料进入后道深加工工序，进一步加工，废水排放，  或者与固体物

一起进入生化池进行生化处理，制作沼气。上述处置方法的优  点：投资少、工艺简单、维护

保养成本低，但也存在如下缺点：对环境造成  二次污染，需大量人力资源，劳动强度大，再

生资源流失严重。量产化程度  低，系统设备简陋。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餐厨垃圾资源  化好氧

处理系统装置，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需大量人力资源，劳  动强度大，量产化程度

低，系统设备简陋，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再生资  源流失严重。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  处理系统

装置，包括垃圾处理场地和处理系统设备，所述垃圾处理场地内部  设有餐厨垃圾运输车和

储料仓，所述储料仓一侧设有人工分栋平台，所述储  料仓与人工分栋平台之间设有第一螺

旋输送机，所述人工分栋平台内部设有  分拣输送机，所述分拣输送机的输出端设有对辊式

破碎机，所述对辊式破碎  机输出端设有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所述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一

侧设有生化  处理机，所述生化处理机与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之间设有第二螺旋输送机， 

所述生化处理机一侧设有除臭器装置，所述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一侧还设有  全自动油水

分离器，所述全自动油水分离器输出端设有积水坑，所述垃圾处  理场地内部开设有明沟，

所述明沟设置为矩形，所述储料仓、第一螺旋输送  机、人工分栋平台、分拣输送机、对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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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机、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第  二螺旋输送机、全自动油水分离器、生化处理机、除臭器

装置和积水坑均设  置于明沟内侧，所述积水坑与明沟相连。

[0006]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储料仓设置为为漏斗形，所述储料仓顶  部设有盖

板，所述储料仓一侧设有第一楼梯，所述储料仓顶部设有进料口，  所述进料口与盖板之间

设有气缸，所述盖板通过气缸驱动的可翻转。

[0007]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螺旋输送机包括第一螺旋输送装置  和第一

电机，所述第一电机输出轴与第一螺旋输送装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一  螺旋输送装置包括螺

旋轴与螺旋叶片，所述储料仓内腔底端设有固液分离滤 网，所述第一螺旋输送装置靠近分

拣输送平台一端开设有第一出渣口。

[0008]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人工分栋平台两侧均设有分拣投放口，  所述分拣

投放口对应位置处设有收集桶。

[0009]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分拣输送机包括分拣输送平台、第二电  机和进渣

漏斗，所述第二电机设置为分拣输送平台的动力源，所述进渣漏斗 一侧设有排污口。

[0010]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对辊式破碎机包括破碎进口和第三电机，  所述破

碎进口底部内腔设有双轴破碎齿辊，所述第三电机输出轴与双轴破碎  齿辊传动连接，所述

双轴破碎齿辊外壁固定设有辅助动刀、主动切刀和定刀。

[0011]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螺旋变径脱水挤压装置包括螺旋心轴和  固液分

离滤网筒，所述螺旋心轴外壁焊接有叶片，所述螺旋芯轴上焊接有螺  旋叶片段上带锥度，

从进料口至出料口的方向，其直径依次增大，叶片的螺  距，从进料口至出料口的方向依次

减小，所述固液分离滤网筒后端设有固渣  反挤压装置，所述固液分离滤网筒一侧开设有出

渣漏斗口。

[0012]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二螺旋输送机与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  连接带

设有进渣口，所述第二螺旋输送机包括第二螺旋输送装置，所述第二  螺旋输送装置包括螺

旋轴与螺旋叶片，所述第二螺旋输送机远离进渣口一端  设有第四电机，所述第四电机为第

二螺旋输送装置的动力源，所述第二螺旋  输送装置靠近第四电机一端设有第二出渣口。

[0013]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全自动油水分离器包括油水分离腔，所  述油水分

离腔设置为锥形，所述油水分离腔内腔内部固定安装有电加热管和  温度传感器，所述油水

分离腔一侧设有油水沉淀腔和清水腔，所述清水腔内  部设有液位变送器和第二提升泵，所

述第二提升泵提升端设有出水口，所述  油水分离腔一侧设有螺旋绞龙过滤装置和第五电

机，所述螺旋绞龙过滤装置  包括螺旋轴及绞龙叶片，所述第五电机输出端与油水分离腔之

间设有排油口，  所述螺旋绞龙过滤装置与积水坑之间设有进水口，所述积水坑与进水口之

间 设有第一提升泵。

[0014]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方式中，所述生化处理机包括骨架和外壳，所述外壳 内部设有

搅拌轴、第六电机和加热装置，所述第六电机输出轴与搅拌轴之间  设有链轮链条，所述外

壳一侧开设有出料口，所述外壳一侧设有第二楼梯，  所述外壳内壁固定设有温湿度传感

器，所述外壳内腔设有生化内仓，所述生  化内仓一侧设有排风扇，所述搅拌轴包括螺旋轴

与螺旋叶片，所述搅拌轴外  壁还固定设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远离搅拌轴一端固定设有搅

拌刀片。

[0015]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2142502 A

5



[0016] 1、本发明通过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的传动，将餐厨垃圾破碎螺旋变径挤  压脱水

后经第二螺旋输送装置输送至生化处理机，进行高温好氧发酵处理， 高温好氧微生物处理

技术适应性广，既可降解餐厨垃圾，也可降解动物体及 园林垃圾；实用性强，既可用于餐厨

垃圾的源头处理，也可用于餐厨垃圾的  集中处理，降解速度快，减量率高，经24小时处理，

减量率达85％至90％； 高温好氧微生物适应能力强，生长繁殖快，一次性投入菌种，无需反

复添加；  工艺相对简单，处理前无需对餐厨垃圾的盐分、油脂、pH值进行调节；可实  现餐厨

垃圾处理无害化要求，仓内温度维持在60度以上，能杀死病原菌；无  恶臭气体排放，降解处

理可配装除臭装置，气体排放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要  求；处理后的降解物可以直接变成营

养土，或再深加工成有机肥料，排出的  废水可分离出废油，或再加工成生物柴油，完全实现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的 目标；

[0017] 2、本发明整个系统中除分拣除杂系统中进行少量人工干预外，其余均实  现自动

控制操作，电气控制采用先进的PLC自动化控制技术，对各处理设备 的运行、参数、温度进

行检测和监控，并实时对系统中各设备状态进行调整  与控制，并可提高系统的自动化程

度，使整套系统的运行更加经济合理，整  个过程处于半封闭或全封闭状态下完成，餐厨垃

圾由餐厨垃圾运输车统一运  往储料仓，由第一螺旋输送机将餐厨垃圾输送至人工分栋平

台，分拣出的塑  料，玻璃瓶不可降解的垃圾回收或填埋，人工分拣完成后餐厨垃圾将输送

到  对辊式破碎机和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第一螺旋输送机，人工分拣平台，螺  旋变径脱水

挤压机排出的油水进入全自动油水分离器进行油水分离，粉碎挤  压后的餐厨垃圾再经第

二螺旋输送机进入生化处理机进行发酵处理，生化处 理机连接至除臭器装置，经处理最终

形成有机肥料及高蛋白饲料。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储料仓和分拣输送机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对辊式破碎机和生化处理机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图3中A部放大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图3中B部放大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的全自动油水分离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5] 附图标记为：1餐厨垃圾运输车、2储料仓、21盖板、22第一楼梯、23  进料口、24气

缸、3第一螺旋输送机、31第一螺旋输送装置、32第一电机、  33固液分离滤网、34第一出渣

口、4人工分栋平台、41分拣投放口、5分拣  输送机、51分拣输送平台、52第二电机、53排污

口、54进渣漏斗、6对辊式  破碎机、61破碎进口、62双轴破碎齿辊、63第三电机、64辅助动刀、

65主  动刀、66定刀、7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71螺旋心轴、72固液分离滤网筒、  73固渣反挤

压装置、74出渣漏斗口、75叶片、8第二螺旋输送机、81进渣口、82第二螺旋输送装置、83第四

电机、84第二出渣口、9全自动油水分离器、  91进水口、92螺旋绞龙过滤装置、93第五电机、

94油水分离腔、95电加热  管、96温度传感器、97油水沉淀腔、98清水腔、99第二提升泵、910

出水口、  911排油口、912液位变送器、10生化处理机、101搅拌轴、102第六电机、  103加热装

置、104出料口、105链轮链条、106第二楼梯、107温湿度传感器、  108生化内仓、109排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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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骨架、111外壳、112连接杆、113搅拌刀片、  11除臭器装置、12积水坑、121第一提升泵、13

明沟。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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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好氧处理系统装置，包括垃圾处理场  地和处

理系统装置，所述处理系统装置设有餐厨垃圾运输车1和储料仓2，所  述储料仓2一侧设有

人工分栋平台4，所述储料仓2与人工分栋平台4之间设  有第一螺旋输送机3，所述人工分栋

平台4内部设有分拣输送机5，所述分拣  输送机5的输出端设有对辊式破碎机6，所述对辊式

破碎机6输出端设有螺旋  变径脱水挤压机7，所述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7一侧设有生化处理

机10，所  述生化处理机10与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7之间设有第二螺旋输送机8，所述  生化

处理机10一侧设有除臭器装置11，所述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7一侧还设  有全自动油水分离

器9，所述全自动油水分离器9输出端设有积水坑12，所  述垃圾处理场地内部开设有明沟

13，所述明沟13设置为矩形，所述储料仓2、  第一螺旋输送机3、人工分栋平台4、分拣输送机

5、对辊式破碎机6、螺旋  变径脱水挤压机7、第二螺旋输送机8、全自动油水分离器9、生化处

理机10、 除臭器装置11和积水坑12均设置于明沟13内侧，所述积水坑12与明沟13  相连。

[0028] 如图1-7所示的，实施方式具体为：餐厨垃圾经餐厨垃圾运输车1运输  至垃圾处理

场地，经电子称计量后倒入储料仓2，储料仓2为漏斗形，上部设  有进料口23，进料口23设有

通过气缸24驱动的可翻转盖板21，实现开启与  关闭，具备密封收料功能，储料仓2设置自动

开关负压抽吸装置，储料仓2  底部设置沥水收集装置进行餐厨垃圾初步的固液分离，过滤

出来的油离污水 由排污管道进入积水坑12，运来的餐厨垃圾中含有约70％的游离污水，这

些  高油量的污水如直接进入后道分拣系统，将会给后道分拣系统带来分拣难度，  故在进

料系统中就把这部分的污水沥去约80％，同时垃圾中有大量塑料袋包  装的垃圾，这些塑料

袋包装的垃圾进入后道分拣系统将无法进行分拣，故必  须在卸料中将袋子破碎，以使袋中

垃圾倾倒出来；

[0029] 进料系统完成后，储料仓2内餐厨垃圾通过第一螺旋输送机3具有初步  破袋功能，

第一螺旋输送机3包括第一螺旋输送装置31，含螺旋轴与螺旋叶  片，通过第一电机32提供

动力，底部设有固液分离滤网33，进一步实现餐厨  垃圾固液分离，油污水通过底部排污口

53进入积水坑12，固渣通过第一螺旋  输送装置31输送至第一出渣口34，进入人工分栋平台

4前端进渣漏斗54， 由第二电机52提供动力驱动链轮链条105至分拣输送平台51，将前道工

序输  送机送来的经过沥水的垃圾进行分拣，分二道进行，即一级分拣和二级分拣，  其中一

级分拣的功能是将轻物质如塑料袋、塑料瓶分拣出来，经过热水洗涤  后投放至分拣投放口

41处收集桶，重物质如骨头、瓷碗分离出来的垃圾经过  热水洗涤后进人二级分拣台，二级

分拣的功能是将重物质中的垃圾进一步进  行大小分拣，最后将分拣后的大的(含有部分生

物质)垃圾投放至分拣投放口  41处收集桶，达到进一步的分拣，人工分栋平台4前端低于后

端，装配角度  约为30°，前端底部设有排污口53，使通过平台过滤出来的油水自行由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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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53排放至积水坑12，进一步实现固液分离；

[0030] 人工分拣除杂系统完成后、餐厨垃圾进入破碎挤压脱水系统，含对辊式  破碎机6

和螺旋变径脱水挤压机7，餐厨垃圾由人工分栋平台4进入对辊式破  碎机6的破碎进口61，

对辊式破碎机6内设有双轴破碎齿辊62，采用餐厨垃  圾专用双轴卧式破碎技术，双轴破碎

齿辊62设有辅助动刀64、主动切刀65 以及定刀66，通过第三电机63提供动力至双轴破碎齿

辊62破碎，可对有机  物进行高效，强力破碎，将餐厨垃圾以小块杂物打碎成粒径10mm以下

细物料，  将餐厨垃圾粉碎后便于高温好氧发酵，粉碎后的垃圾进入螺旋变径脱水挤压  机

7，通过采用变螺距、变轴径结构的螺旋芯轴71，螺旋芯轴71在焊接有叶  片75段上带锥度，

从进料口23至出料口104的方向，其直径依次增大，叶  片75的螺距，从进料口23至出料口

104的方向依次减小，筛笼结构形式的  固液分离滤网筒72，以及在固液分离滤网筒72后端

增设固渣反挤压装置73  系列技术手段，使得螺旋芯轴71转动时，在螺旋芯轴71的推动作

用，物料  沿出料端方向逐步受到挤压，且随着螺距间的物料容积的逐步减小，所受挤  压力

也越来越大，从而可有效的脱去餐厨垃圾中的水分，螺旋变径脱水挤压  机7的脱水介质为

固液分离滤网筒72，筛缝间距为1-2mm，有利于挤压出的  液体部分及部分细渣及时通过条

缝筛网流出，而固渣物则通过出渣漏斗口74  排出，具有结构简单、脱水效果好、脱水效率高

的特点，在螺旋变径脱水挤  压机7外部装有外壳111，外壳111底部设有漏斗，从固液分离滤

网332流出 的液体收集后，通过漏斗底部排污口53排出至积水坑12，完成破碎挤压脱水  过

程；

[0031] 经进料输送系统，分拣系统，破碎螺旋变径挤压脱水系统排出的油水进  入积水坑

12，积水坑12内第一提升泵121连接至全自动油水分离器9的进水 口91，将油污水输送至全

自动油水分离器9进行油水分离，全自动油水分离  器9设有自动过滤系统，采用轴承式螺旋

绞龙过滤装置92，设有螺旋轴及绞  龙叶片，通过第五电机93提供动力，自动将固渣输送至

出渣口，油水将通过 圆筒底部滤网排放至油水分离腔94，自动过滤杂物，无需人工清掏，避

免造  成全自动油水分离器9及第二提升泵99的堵塞，油水分离腔94顶部为锥形，  根据油水

密度差原理，油脂在水中上浮，自动聚集在排油口911内，积累到  一定量后自动排放到集油

桶，出油率可达95％以上，自动恒温加热装置103，  精密的电加热管95和温度传感器96(型

号设置为WZP-PT100)构成的恒温系 统与PLC控制器(型号设置为FX3U-16MT/DSS)的配合使

用，保证油脂不会凝 固，不会附着设备上而导致难以清理；自动输送装置，根据液位变送器

912  与PLC控制器之间传递的上下限位信号，由第二提升泵99将污水输送排入污  水处理厂

处理，此时的污水符合国家排放标准，最终排入市政管网，全自动  油水分离器9智能化全保

障控制系统，智能一体化程度高，油水分离，输送， 固液分离，更为有效的进行分层处理，密

封化设计，静音化设计，模块化设  计，独特回流没计，全新设计的密闭装置，渣桶油桶永远

密闭工作，防止臭 味敢发，除臭环保，防止异味扩散设备间；

[0032] 经破碎挤压脱水后，餐厨垃圾由第二螺旋输送机8输送至生化处理机10，  含螺旋

轴与螺旋叶片75，由第四电机83提供动力，从第二出渣口84进入生  化处理机10，生化处理

机10包括生化内仓108、骨架110和外壳111，外壳  111盖板21顶部设有进料口23及观测窗

口，正面下半部设有出料口104、仓  内含搅拌轴101，搅拌轴101均匀排布有连接杆112及搅

拌刀片113，通过第  六电机102提供搅拌动力，链轮链条105传递动力，内仓底部设有加热装

置  103，加热装置103为S型加热棒，固定在生化内仓108的下表面及周边表面，  加热棒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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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油，通过热油循环泵不断为生化内仓108内发酵提供适宜温  度环境，生化内仓108加热

区设有温湿度检测装置，用于及时检测监控菌种  发酵繁殖的所需的合适环境，生化内仓

108上部固定有氧气检测装置，来检  测发酵所产生的氧气排放情况，生化内仓108侧面设有

排风扇109，排风扇  109排气管道连接除臭器装置11，除臭器装置11为一个或两个串联的净

化室，  这种生化处理机10便于微生物对生化内仓108内的餐厨垃圾进行发酵处理，  在发酵

过程中便于观察发酵情况，最终将发酵产物从出料口104排出，完成  整个高温好氧发酵过

程，基本原理是选取自然界生命力和繁殖能力特别强的 高温好氧复合微生物菌种，在生化

处理设备中进行高温、高速发酵，使餐厨  垃圾中不稳定的有机质得到完全的降解和转化，

变为较稳定的腐殖质降解产  物，水蒸气、二氧化碳及有机肥原料降解物，100％资源利用制

成有机肥料， 符合NY-525《有机肥料》的标准要求。

[0033] 最后应说明的几点是：首先，在本申请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  另有规定和

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可以  是机械连接或电连接，也可以是两

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可以是直接相连，“上”、 “下”、“左”、“右”等仅用于表示相对位置关系，

当被描述对象的绝对 位置改变，则相对位置关系可能发生改变；

[0034] 其次：本发明公开实施例附图中，只涉及到与本公开实施例涉及到的结  构，其他

结构可参考通常设计，在不冲突情况下，本发明同一实施例及不同 实施例可以相互组合；

[0035] 最后：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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