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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固体废物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包括罐体及与

罐体连接的搅拌装置、空气装置、压力控制装置、

温度控制装置、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测控装置；

罐体罐盖设有接种口、进料口、取样口及液体进

出口，罐体内设有PH电极；搅拌装置由电机、搅拌

轴及搅拌桨组成；空气装置包括进气管和出气

管；压力控制系统用于自动在线检测及控制所述

罐体的压力；温度控制装置由模糊PID智能控制

器、电加热及温度电极组成；湿度控制和补水装

置包括二级过滤器及补水管路；测控装置与所述

搅拌装置、空气装置、压力控制装置、温度控制装

置、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PH电极连接。本发明适

用于受控生态生保系统中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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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罐体及与所述罐体连接的搅拌装

置、空气装置、压力控制装置、温度控制装置、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测控装置；

所述罐体为转轴式卧式罐体，包括罐盖，所述罐盖设有接种口、进料口、取样口及液体

进出口，所述罐体内设有pH电极；

所述搅拌装置由电机、搅拌轴及搅拌桨组成，所述电机与所述搅拌轴连接，所述搅拌轴

上固定连接有所述搅拌桨，所述搅拌轴与所述罐体连接，并设于所述罐体的空腔内；

所述空气装置包括与所述罐体底部连接的进气管和与所述罐体顶部连接的出气管，所

述进气管连接有空气过滤器及空气除菌过滤器；

所述压力控制装置用于自动在线检测及控制所述罐体的压力；

所述温度控制装置由模糊PID智能控制器、电加热及温度电极组成，所述电加热及温度

电极与所述罐体连接，分别用于为罐体加热及检测罐体温度，所述模糊PID智能控制器与所

述电加热及温度电极连接，用于监控罐体温度；

所述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包括二级过滤器及补水管路，所述二级过滤器通过所述补水

管路与所述罐体连接；

所述测控装置与所述搅拌装置、空气装置、压力控制装置、温度控制装置、湿度控制和

补水装置、pH电极连接，用于监测并显示温度、湿度、压力、搅拌转速、空气流量、pH及补水量

的参数值；

所述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还包括进出料装置，所述进出料装置包括物料车、加料

漏斗及粉碎装置，所述加料漏斗与所述进料口连接，所述物料车及粉碎装置设置于所述加

料漏斗的前端；

所述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还包括用于为所述罐体消毒的消毒装置，所述消毒装置

包括蒸汽机及与所述蒸汽机连接的金属软管；

所述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还包括可移动管架，所述罐体及搅拌装置安装于所述可

移动管架上；

所述罐体设有排气处理器，所述排气处理器连接有尾气收集袋；

所述空气装置还包括检测及控制进气流量及出气流量的流量监控装置；

所述罐体上设有玻璃观察视镜，用以观察罐体内部情况；

所述搅拌桨包括第一搅拌桨组及第二搅拌桨组，所述第一搅拌桨组及第二搅拌桨组分

别设于所述搅拌轴的两端，所述第一搅拌桨组及第二搅拌桨组均由两个相互垂直的工字型

搅拌桨组成，所述工字型搅拌桨包括第一搅拌叶及第二搅拌叶，所述第一搅拌叶与第二搅

拌叶的截面交错设置，所述第一搅拌叶由两块矩形板阶梯状连接固定，所述第二搅拌叶为

耙齿结构；

所述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的工作过程包括：

经粉碎装置粉碎的物料通过进料装置输送至罐体，由出料装置出料，空气经空压机或

高压气瓶，进入空气过滤器进行过滤再经进气流量监控装置后由进气管进入罐体内，出气

经除湿器进行除湿后经出气流量监控装置后由气体采集及在线监测装置进行气体采集及

在线监测，罐体通过压力控制装置在线监控罐体内的压力，通过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进行

湿度及补水监控，通过搅拌装置进行物料的搅拌，通过液体进出口进行废液收集，通过测控

装置进行罐体内参数监控，通过消毒装置对罐体进行蒸汽灭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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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顶部设

有喷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轴和搅

拌桨的材质采用316L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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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体废物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很少有适用于处理月球基地任务中的废物处

理实验装置。在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领域中，往往是利用简陋的实验装置，其存在以下缺

点：a.不能补偿热量损失，在处理过程中，固体发酵产热量大，热量损失严重，不利于高温微

生物存活，且达不到无害化标准；b.装置密闭性不好，会导致实验测量产气量与供气量数据

不准，甚至造成实验失败。c.搅拌装置产生死角，搅拌不均匀。d.需要经常看守调控，消耗大

量人力物力。e.无法实现自动化记录分析实验基本数据。因此，为实现科学实验处理微生物

固体废物，亟需一种具备可扩展性，有足够的灵活性，可实现自动监控的微生物固体废物处

理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在受控生态生命保障系统中，对

不可食生物量、餐厨垃圾和乘员粪便等生物可降解固体废物进行处置的微生物固体废物处

理系统，开展微生物处理废物技术方法和优化工艺参数，为进行科学实验提供装置保障条

件。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包括罐体及与罐体连接的搅拌装

置、空气装置、压力控制装置、温度控制装置、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测控装置；罐体为转轴

式卧式罐体，包括罐盖，罐盖设有接种口、进料口、取样口及液体进出口，罐体内设有PH电

极；搅拌装置由电机、搅拌轴及搅拌桨组成，电机与搅拌轴连接，搅拌轴上固定连接有搅拌

桨，搅拌轴与罐体连接，并设于罐体的空腔内；空气装置包括与罐体底部连接的进气管和与

罐体顶部连接的出气管，进气管连接有空气过滤器及空气除菌过滤器；压力控制装置用于

自动在线检测及控制罐体的压力；温度控制装置由模糊PID智能控制器、电加热及温度电极

组成，电加热及温度电极与罐体连接，分别用于为罐体加热及检测罐体温度，模糊PID智能

控制器与电加热及温度电极连接，用于监控罐体温度；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包括二级过滤

器及补水管路，二级过滤器通过补水管路与罐体连接；测控装置与搅拌装置、空气装置、压

力控制装置、温度控制装置、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PH电极连接，用于监测并显示温度、湿

度、压力、搅拌转速、空气流量、pH及补水量的参数值。

[0005] 进一步地，该系统还包括进出料装置，进出料装置包括物料车、加料漏斗及粉碎装

置，加料漏斗与进料口连接，物料车及粉碎装置设置与加料漏斗的前端。

[0006] 进一步地，该系统还包括用于为罐体消毒的消毒装置，消毒装置包括蒸汽机及与

蒸汽机连接的金属软管。

[0007] 进一步地，该系统还包括可移动管架，罐体及搅拌装置安装于可移动管架上。

[0008] 进一步地，罐体设有排气处理器，排气处理器连接有尾气收集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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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罐体上设有玻璃观察视镜。

[0010] 进一步地，罐体顶部设有喷嘴。

[0011] 进一步地，搅拌桨包括第一搅拌桨组及第二搅拌桨组，第一搅拌桨组及第二搅拌

桨组分别设于搅拌轴的两端，第一搅拌桨组及第二搅拌桨组均由两个相互垂直的工字型搅

拌桨组成，工字型搅拌桨包括第一搅拌叶及第二搅拌叶，第一搅拌叶与第二搅拌叶的截面

交错设置，第一搅拌叶由两块矩形板阶梯状连接固定，第二搅拌叶为耙齿结构。

[0012] 进一步地，搅拌轴和搅拌桨的材质采用316L不锈钢。

[0013] 进一步地，空气系统还包括检测及控制空气流量及出气流量的流量监控装置。

[0014] 借由上述方案，通过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可为植物不可食生物量、餐厨垃圾

和乘员粪便等生物可降解固体废物的微生物处理提供场所；可为开展微生物处理废物技术

方法与工艺流程、探讨微生物处理废物中的物质动态变化规律等科学实验提供保障条件；

具有自动监控酸碱度、温度、压力、进出口气体流量(瞬时和累积)等功能，能在无人值守下

自动连续工作，能自动调节平台工作状态，自动完成实验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和动态显

示；具备可扩展性，有足够的灵活性。

[0015]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并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以下以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后。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罐体的安装侧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罐体及搅拌装置的安装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搅拌桨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的处理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2] 参图1至图4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包括罐体10及与

罐体10连接的搅拌装置、空气装置、压力控制装置、温度控制装置、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测

控装置70；罐体10为转轴式卧式罐体，包括罐盖，罐盖设有接种口11、进料口、取样口及液体

进出口(作为冷凝水或渗滤液排放或收集口)，罐体内设有PH电极12；搅拌装置由电机21、搅

拌轴22及搅拌桨组成，电机21与搅拌轴22连接，搅拌轴22上固定连接有搅拌桨，搅拌轴22与

罐体10连接，并设于罐体10的空腔内；空气装置包括与罐体底部连接的进气管31和与罐体

顶部连接的出气管32，进气管31连接有空气过滤器及空气除菌过滤器；压力控制装置用于

自动在线检测及控制罐体10的压力；温度控制装置由模糊PID智能控制器、电加热及温度电

极51组成，电加热及温度电极51与罐体10连接，分别用于为罐体加热及检测罐体温度，模糊

PID智能控制器与电加热及温度电极51连接，用于监控罐体温度；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包括

二级过滤器及补水管路，二级过滤器通过补水管路与罐体连接；测控装置70与搅拌装置、空

气装置、压力控制装置、温度控制装置、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PH电极12连接，用于监测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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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温度、湿度、压力、搅拌转速、空气流量、pH及补水量的参数值。

[0023] 本实施例中的罐体采用优质不锈钢，带外夹套，特制安全通气阀，有效容积为50L，

设计压力0.3Mpa，工作压力为0.01～0.2Mpa，罐体内外镜面抛光，抛光精度为Ra0.4。固体接

种口与手孔共用，附属配套设施包括无菌取样针，不锈钢加料车。搅拌装置的电机由交流马

达及减速机组成，可定时正反方向运转，实现物料的径向混合，又可轴向混合，同时又可设

定搅拌时间间隔和动作时间，转速范围可调，确保物料混合均匀，转速自动控制，在线检测。

压力控制装置能自动控制罐体压力范围为0～0.5Mpa，罐体压力能在线检测。温度控制装置

控制指标为(冷却水+5℃)～65.0℃±0.2℃，测量范围为0～150℃，且都是自动控制及在线

检测。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根据反应罐内物料含水率，可自动调节，也可手动补水，湿度控

制范围为30％～100％RH，进水需经二级过滤器净化处理，全雾化补水。测控装置控制参数

有罐体温度(+5℃～65℃±0 .2℃，分辨率为0 .1℃)、湿度(30％～100％)、压力(0～

0.2Mpa)、搅拌转速(0～99±1rpm/min)、空气流量(0～6m3/h)、pH(0.00～14.00±0.01)，控

制方式分为手动、自动、顺序、上位机控制，具有数据处理功能、超限报警功能、参数校正功

能、自我保护功能、自动连续工作功能。测控装置具有自我保护功能，可设置密码，其他人无

法修改发酵参数，且控制器不因断电而丢失参数的设定值。测控装置具有自动连续工作功

能，自动调节平台工作状态，自动完成实验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和动态显示等。进出料装

置，其物料能分为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进出料。

[0024] 在本实施例中，该系统还包括进出料装置，进出料装置包括物料车81、加料漏斗及

粉碎装置，加料漏斗与进料口连接，物料车81及粉碎装置设置与加料漏斗的前端。前端粉碎

装置，可对植物秸秆进行粉碎，破碎后最大粒径小于2mm。

[0025] 在本实施例中，该系统还包括用于为罐体消毒的，消毒装置包括蒸汽机及与蒸汽

机连接的金属软管。消毒方式可以达到罐体全方位灭菌，无死角灭菌。

[0026] 在本实施例中，该系统还包括可移动管架100，罐体10及搅拌装置安装于可移动管

架上，方便移动。

[0027] 在本实施例中，罐体10设有排气处理器13，排气处理器13连接有尾气收集袋14。

[0028] 在本实施例中，罐体10上设有玻璃观察视镜，便于观察罐体内部情况。

[0029] 在本实施例中，罐体顶部设有喷嘴15。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搅拌桨包括第一搅拌桨组23及第二搅拌桨组24，第一搅拌桨组23

及第二搅拌桨组24分别设于搅拌轴22的两端，第一搅拌桨组23及第二搅拌桨组24均由两个

相互垂直的工字型搅拌桨组成，工字型搅拌桨包括第一搅拌叶25及第二搅拌叶26，第一搅

拌叶25与第二搅拌叶26的截面交错设置，第一搅拌叶25由两块矩形板阶梯状连接固定，第

二搅拌叶26为耙齿结构。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搅拌轴22和搅拌桨的材质采用316L不锈钢，搅拌轴运转时能使无

菌空气与物料混合均匀。

[0032] 在本实施例中，空气系统还包括检测及控制空气流量及出气流量的流量监控装

置。其进罐空气流量和出气流量都能测量和控制其瞬时和累积流量，进气过滤器(空气过滤

器33)精度不低于0.22μm。

[0033] 本实施例提供的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罐体设有接种口、进料口、取样口，在

进料口处放置物料车，可方便加入物料到罐体。在接种口处可以接种实验所需菌种。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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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物料和菌种后，在测控系统箱上调节空气系统、压力系统、温度控制系统、湿度控制系

统，以满足实验所需条件。搅拌装置在电机的作用下，可定时正反方向运转，搅拌轴和搅拌

桨在搅拌物料时能使无菌空气与物料混合均匀。根据现场实验，测控系统参数可自行调节，

同时可在线检测并记录温度、湿度、压力、搅拌转速、空气流量、pH、补水量等参数，以此达到

固体废物高效降解。

[0034] 参图5所示，经粉碎装置82粉碎的物料通过进料装置83输送至罐体10，由出料装置

84出料，空气经空压机33或高压气瓶，进入空气过滤器34进行过滤在经进气流量监控装置

35后由进气管进入罐体10内，出气经除湿器36进行除湿后经出气流量监控装置37后由气体

采集及在线监测装置38进行气体采集及在线监测。罐体10通过压力控制装置40在线监控罐

体内的压力，通过湿度控制和补水装置60进行湿度及补水监控，通过搅拌装置20进行物料

的搅拌，通过液体进出口16进行废液收集，通过测控装置70进行罐体内对参数监控，通过消

毒装置90对罐体进行蒸汽灭菌消毒。

[003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受控生态生保系统中微生物固体废物处理实验的微生

物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6] 1)箱体具有移动性，底部带有轱辘，在平地可自由推动，停稳后具有阻止移动机

构；

[0037] 2)所用材料防腐防锈，没有异味散发；

[0038] 3)具有专门的接地保护导线，峰值功耗不大于3.0kW；

[0039] 4)可连续工作时间不低于5个月，故障排除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0040] 5)具有可操作性和维修性，方便日常操作和系统维修，系统由预留接口，具备可扩

展性，有足够的灵活性。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对于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

变型，这些改进和变型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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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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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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