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630421.2

(22)申请日 2018.10.09

(73)专利权人 青岛农业大学

地址 266000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

707号

(72)发明人 温建新　庄桂玉　王金源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致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7236

代理人 单虎

(51)Int.Cl.

C02F 9/04(2006.01)

C02F 11/122(2019.01)

C02F 103/2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

处理装置，包括液体处理箱，所述液体处理箱的

上端固定有第一进料斗，所述液体处理箱的一侧

固定有第二进料斗，所述液体处理箱内设有空

腔，所述空腔内的相对侧壁上共同固定有第一过

滤板，所述空腔内的底部设有混合装置，所述空

腔内的一端侧壁上设有传输装置，所述传输装置

上设有固体处理箱，所述固体处理箱内设有挤压

腔。本实用新型能将粪便和污水分离后分别处

理，方便将粪便内的水分排干并挤压成型，便于

存储、燃烧和添加入肥料，同时通过混凝剂和过

滤网除去污水内的颗粒状杂质，通过钙离子试剂

除去污水内的磷酸盐，便于将污水进行处理并排

放，提高了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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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包括液体处理箱（2），其特征在于：所述液体处理

箱（2）的上端固定有第一进料斗（1），所述液体处理箱（2）的一侧固定有第二进料斗（3），所

述液体处理箱（2）内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的相对侧壁上共同固定有第一过滤板（11），所述

空腔内的底部设有混合装置，所述空腔内的一端侧壁上设有传输装置，所述传输装置上设

有固体处理箱（9），所述固体处理箱（9）内设有挤压腔，所述挤压腔内的相对侧壁上均固定

有两个液压缸（19），同一侧的两个液压缸（19）为一组，同一组的两个液压缸（19）的活塞杆

末端共同固定有推板（20），所述推板（20）的一侧等间距固定有多个连接块，多个连接块的

一侧共同固定有第二过滤板（18），所述挤压腔内的一端侧壁上贯穿设有第一出水连接管

（8），所述挤压腔内的底部设有开口，所述开口内处铰接有两个箱门（21），所述箱门（21）的

下端转动连接有第二连接杆（25），所述第二连接杆（25）的一端转动连接有电动伸缩杆（23）

和第一连接杆（24），所述固体处理箱（9）的下端两侧均固定有L型杆（22），所述电动伸缩杆

（23）的一端转动连接在L型杆（22）的一侧，所述第一连接杆（24）转动连接在L型杆（22）的下

端一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装置

包括设置空腔内底部的搅拌杆（13），所述搅拌杆（13）上等间距固定有多个搅拌叶（12），所

述液体处理箱（2）的下端固定有第二驱动电机（16），所述第二驱动电机（16）的输出轴贯穿

液体处理箱（2）并延伸至空腔内，所述第二驱动电机（16）的输出轴末端固定在搅拌杆（13）

的下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装置

包括贯穿设置在空腔内一端侧壁上的螺旋输料管（5），所述螺旋输料管（5）内安装有螺旋输

料杆（17），所述螺旋输料管（5）的一侧贯穿设有出料管（7），所述出料管（7）的下端贯穿固体

处理箱（9）并延伸至挤压腔内，螺旋输料管（5）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驱动电机（6），所述第一驱

动电机（6）的输出轴贯穿螺旋输料管（5）的一端并延伸至螺旋输料管（5）内，所述第一驱动

电机（6）的输出轴末端固定在螺旋输料杆（17）的一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腔内的

底部固定有过滤网（14），所述过滤网（14）的一侧固定有第二出水连接管（15），所述第二出

水连接管（15）的一端贯穿空腔内的一端侧壁并延伸至液体处理箱（2）的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体处理

箱（2）的下端四角均固定有第一支撑杆（4），所述固体处理箱（9）的下端四角均固定有第二

支撑杆（10）。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叶

（12）采用不锈钢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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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保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牛羊肉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加之农村生活条

件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发展，牛羊也逐渐退出了家庭养殖。现在的牛羊养殖主要

是一些规模化、专门化的养殖场，养殖是国家重要产业，养殖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粪便会污染

环境，且排放的污水中含有丰富的氮、磷等微生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水体富营养化会影响

水体的水质，会造成水的透明度降低，使得阳光难以穿透水层，从而造成鱼类大量死亡。

[0003] 现有的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均采用静置发酵的方法进行处理，不能对粪便

和污水进行分离处理，降低了处理效率，且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不能进行有效的处理

使之用于肥料和燃料，利用率较低，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来解

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养殖场重污

无害化处理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包括液体处理箱，所述液体处理箱的上端固定

有第一进料斗，所述液体处理箱的一侧固定有第二进料斗，所述液体处理箱内设有空腔，所

述空腔内的相对侧壁上共同固定有第一过滤板，所述空腔内的底部设有混合装置，所述空

腔内的一端侧壁上设有传输装置，所述传输装置上设有固体处理箱，所述固体处理箱内设

有挤压腔，所述挤压腔内的相对侧壁上均固定有两个液压缸，同一侧的两个液压缸为一组，

同一组的两个液压缸的活塞杆末端共同固定有推板，所述推板的一侧等间距固定有多个连

接块，多个连接块的一侧共同固定有第二过滤板，所述挤压腔内的一端侧壁上贯穿设有第

一出水连接管，所述挤压腔内的底部设有开口，所述开口内处铰接有两个箱门，所述箱门的

下端转动连接有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二连接杆的一端转动连接有电动伸缩杆和第一连接

杆，所述固体处理箱的下端两侧均固定有L型杆，所述电动伸缩杆的一端转动连接在L型杆

的一侧，所述第一连接杆转动连接在L型杆的下端一侧。

[0007] 优选地，所述混合装置包括设置空腔内底部的搅拌杆，所述搅拌杆上等间距固定

有多个搅拌叶，所述液体处理箱的下端固定有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输出轴

贯穿液体处理箱并延伸至空腔内，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输出轴末端固定在搅拌杆的下端。

[0008] 优选地，所述传输装置包括贯穿设置在空腔内一端侧壁上的螺旋输料管，所述螺

旋输料管内安装有螺旋输料杆，所述螺旋输料管的一侧贯穿设有出料管，所述出料管的下

端贯穿固体处理箱并延伸至挤压腔内，螺旋输料管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驱动电机，所述第一

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贯穿螺旋输料管的一端并延伸至螺旋输料管内，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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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轴末端固定在螺旋输料杆的一端。

[0009] 优选地，所述空腔内的底部固定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一侧固定有第二出水连

接管，所述第二出水连接管的一端贯穿空腔内的一端侧壁并延伸至液体处理箱的一侧。

[0010] 优选地，所述液体处理箱的下端四角均固定有第一支撑杆，所述固体处理箱的下

端四角均固定有第二支撑杆。

[0011] 优选地，所述搅拌叶采用不锈钢制成。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通过第一过滤板、螺旋输料杆、液压缸和第二过滤板之间的配合，将粪便与液体

分离，解决了粪便与液体混合物不方便处理的问题，达到了将粪便与污水分开处理的效果，

方便将粪便内的水分排干，便于进行下一步处理；

[0014] 2、通过第二进料斗、搅拌杆、搅拌叶和过滤网之间的配合，对污水进行处理，解决

了污水不能直接排放的问题，达到了去除污水内的颗粒状杂质和营养物质的效果，避免排

出的污水富有营养化影响生态环境，方便进行直接排放；

[0015] 综上所述，本装置能将粪便和污水分离后分别处理，方便将粪便内的水分排干并

挤压成型，便于存储、燃烧和添加入肥料，同时通过混凝剂和过滤网除去污水内的颗粒状杂

质，通过钙离子试剂除去污水内的磷酸盐，便于将污水进行处理并排放，提高了处理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的A处结构放大图。

[0019] 图中：1第一进料斗、2液体处理箱、3第二进料斗、4第一支撑杆、5螺旋输料管、6第

一驱动电机、7出料管、8第一出水连接管、9固体处理箱、10第二支撑杆、11第一过滤板、12搅

拌叶、13搅拌杆、14过滤网、15第二出水连接管、16第二驱动电机、17螺旋输料杆、18第二过

滤板、19液压缸、20推板、21箱门、22  L型杆、23电动伸缩杆、24第一连接杆、25第二连接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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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1] 参照图1-3，一种养殖场重污无害化处理装置，包括液体处理箱2，液体处理箱2的

上端固定有第一进料斗1，通过第一进料斗1将混合物投入液体处理箱2内，液体处理箱2的

一侧固定有第二进料斗3，通过第二进料斗3向液体处理箱2内投入混凝剂和钙离子试剂，方

便去除污水内的颗粒状杂质和营养物质，避免排出的污水富有营养化影响生态环境；

[0022] 液体处理箱2内设有空腔，空腔内的相对侧壁上共同固定有第一过滤板11，空腔内

的底部设有混合装置，空腔内的底部固定有过滤网14，过滤网14的一侧固定有第二出水连

接管15，第二出水连接管15的一端贯穿空腔内的一端侧壁并延伸至液体处理箱2的一侧，反

应完毕的污水通过过滤网14过滤后通过第二出水连接管15排出，方便进行处理并排放，空

腔内的一端侧壁上设有传输装置，通过第一过滤板11将粪便和污水分离，继而传输装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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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传输至固体处理箱9内，方便将粪便和污水分离进行分离处理；

[0023] 传输装置上设有固体处理箱9，液体处理箱2的下端四角均固定有第一支撑杆4，固

体处理箱9的下端四角均固定有第二支撑杆10，稳定支撑，固体处理箱9内设有挤压腔，挤压

腔内的相对侧壁上均固定有两个液压缸19，同一侧的两个液压缸19为一组，同一组的两个

液压缸19的活塞杆末端共同固定有推板20，推板20的一侧等间距固定有多个连接块，多个

连接块的一侧共同固定有第二过滤板18，挤压腔内的一端侧壁上贯穿设有第一出水连接管

8，挤压出的污水通过第一出水连接管8排出，液压缸19带动推板20移动，继而通过连接块带

动第二过滤板18移动，两个第二过滤板18对固体处理箱9内的粪便进行挤压，方便将粪便内

剩余的水分挤出，并将粪便挤压成型，方便进行储存和燃烧；

[0024] 挤压腔内的底部设有开口，开口内处铰接有两个箱门21，箱门21的下端转动连接

有第二连接杆25，第二连接杆25的一端转动连接有电动伸缩杆23和第一连接杆24，固体处

理箱9的下端两侧均固定有L型杆22，电动伸缩杆23的一端转动连接在L型杆22的一侧，第一

连接杆24转动连接在L型杆22的下端一侧，电动伸缩杆23带动第一连接杆24和第二连接杆

25转动，继而带动箱门21开合，方便将挤压成型的粪便排出。

[0025] 本实用新型中，混合装置包括设置空腔内底部的搅拌杆13，搅拌杆13上等间距固

定有多个搅拌叶12，搅拌叶12采用不锈钢制成，结实耐用，延长使用寿命，液体处理箱2的下

端固定有第二驱动电机16，第二驱动电机16采用M590-520M型号，稳定提供动力，第二驱动

电机16的输出轴贯穿液体处理箱2并延伸至空腔内，第二驱动电机16的输出轴末端固定在

搅拌杆13的下端，第二驱动电机16带动搅拌杆13转动，继而带动搅拌叶12转动，从而对污水

进行搅拌混合，加快反应速度，提高了处理效率。

[0026] 本实用新型中，传输装置包括贯穿设置在空腔内一端侧壁上的螺旋输料管5，螺旋

输料管5内安装有螺旋输料杆17，螺旋输料管5的一侧贯穿设有出料管7，出料管7的下端贯

穿固体处理箱9并延伸至挤压腔内，螺旋输料管5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驱动电机6，第一驱动电

机6采用M590-520M型号，稳定提供动力，第一驱动电机6的输出轴贯穿螺旋输料管5的一端

并延伸至螺旋输料管5内，第一驱动电机6的输出轴末端固定在螺旋输料杆17的一端，第一

驱动电机6带动螺旋输料杆17转动，将分离的粪便通过出料管7传输至固体处理箱9内，方便

将粪便和污水进行分离处理，提高了处理效率。

[0027] 本实用新型中，使用时，通过第一进料斗1将混合物投入液体处理箱2内，通过第一

过滤板11将粪便和污水分离，第一驱动电机6带动螺旋输料杆17转动，将分离的粪便通过出

料管7传输至固体处理箱9内，液压缸19带动推板20移动，继而通过连接块带动第二过滤板

18移动，两个第二过滤板18对固体处理箱9内的粪便进行挤压，方便将粪便内剩余的水分挤

出，并将粪便挤压成型，方便进行储存和燃烧，电动伸缩杆23带动第一连接杆24和第二连接

杆25转动，继而带动箱门21开合，方便将挤压成型的粪便排出，挤压出的污水通过第一出水

连接管8排出，通过第二进料斗3向液体处理箱2内投入混凝剂和钙离子试剂，第二驱动电机

16带动搅拌杆13转动，继而带动搅拌叶12转动，从而对污水进行搅拌混合，加快反应速度，

提高了处理效率，方便去除污水内的颗粒状杂质和营养物质，避免排出的污水富有营养化

影响生态环境,反应完毕的污水通过过滤网14过滤后通过第二出水连接管15排出，方便进

行处理并排放。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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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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