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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

酵设备，该设备由发酵仓、粉碎脱水系统、搅拌推

料系统、加热系统、生物除臭系统、曝气系统、补

水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组成。该发酵设施将厨余

堆肥分为粉碎、升温、高温和腐熟四个阶段，各阶

段加热系统、搅拌系统、曝气系统和补水系统均

可单独设置参数，实现三个仓内参数的精细化控

制，有利于发酵有效进行；其首次在厨余发酵设

备中应用动态呼吸指数DRI作为衡量发酵产品成

熟的指标，监测方法先进保障最终成熟肥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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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体(1)、发酵仓、粉碎脱水

系统、搅拌推料系统、加热系统、生物除臭系统、引风装置、曝气系统、补水系统和自动控制

系统，所述机体(1)底部设有支撑架(17)；

所述发酵仓从左至右依次包括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所述升温仓(4)、高

温仓(5)和腐熟仓(6)相互隔离，所述升温仓(4)和所述高温仓(5)之间设有第一隔舱门(8a)

且通过第一隔舱门(8a)相连通，所述高温仓(5)和所述腐熟仓(6)之间设有第二隔舱门(8b)

且通过第二隔舱门(8b)相连通，所述腐熟仓(6)右侧设有出料口(8c)，所述第一隔舱门

(8a)、第二隔舱门(8b)和出料口(8c)通过液压油缸控制开闭；

所述粉碎脱水系统设置在升温仓(4)内部，所述粉碎脱水系统包括：厨余粉碎装置(2)

和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位于升温仓(4)内腔顶部左侧，所述园林

废弃物粉碎装置(3)位于升温仓(4)内腔顶部右侧；

所述搅拌推料系统分别设置在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内部，所述搅拌推料

系统包括：电机(9)、转轴(13)和螺旋搅拌桨叶(14)，所述电机(9)带动转轴(13)和螺旋搅拌

桨叶(14)转动实现发酵仓内物料的搅拌及在第一隔舱门(8a)、第二隔舱门(8b)打开的时实

现物料推送到下一个发酵仓；

所述曝气系统包括：鼓风机(10)和加热器(11)，所述鼓风机(10)和加热器(11)分别设

置在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底部，所述鼓风机(10)与加热器(11)电连接，所述

加热器(11)通过管道与转轴(13)连接，所述转轴(13)内部呈中空结构，所述转轴(13)表面

设有多个曝气孔(12)实现供氧；

所述生物除臭系统及引风装置(21)设置在发酵仓外部，所述除臭系统经引风装置(21)

与所述发酵仓内连通；

所述补水系统设在发酵仓顶部，所述补水系统由管道、阀门和喷淋头(20)组成，所述管

道与自来水管网连通，所述喷淋头(20)位于高温仓(5)顶部，可实现发酵过程补水；

所述加热系统包括：多个加热电板，多个加热电板均设置在发酵仓的仓壁上；

所述自动控制装置(19)设在发酵仓外，所述自动控制装置(19)分别与所述发酵仓、粉

碎脱水系统、搅拌推料系统、加热系统、生物除臭系统、曝气系统和补水系统呈电性连接，能

根据所述发酵仓内的发酵信息对所述发酵仓、粉碎脱水系统、搅拌推料系统、加热系统、生

物除臭系统、曝气系统和补水系统进行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仓前壁设

有观察口(7)，所述观察口(7)包括：位于升温仓(4)前壁中部的第一观察口、位于高温仓(5)

前壁中部的第二观察口及位于腐熟仓(6)前壁中部的第三观察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厨余粉碎装置

(2)上表面中间位置设置有厨余入料口(24a)，所述厨余入料口(24a)与所述厨余粉碎装置

(2)连通，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和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中部设置第一工作电机

(26a)和第二工作电机(26b)，所述第一工作电机(26a)和第二工作电机(26b)均为正反转电

机，所述第一工作电机(26a)输出端固定焊接有第一转轴(25a)，所述第一转轴(25a)左端贯

穿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且所述第一转轴(25a)的上下两侧焊接有呈交错状的粉碎刀片

(28)，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底表面右侧位置设置有厨余排出口(27a)实现了粉碎后厨余垃

圾的固液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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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园林废弃物粉

碎装置(3)上表面中间位置设置有园林废弃物入料口(24b)，所述园林废弃物入料口(24b)

与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连通，所述第二工作电机(26b)输出端固定焊接有第二转轴

(25b)，所述第二转轴(25b)右端贯穿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且所述第二转轴(25b)

的上下两侧焊接有呈交错状的粉碎刀片(28)，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底表面中间位

置设置有园林废弃物排出口(27b)，所述厨余排出口(27a)和所述园林废弃物排出口(27b)

分别与升温仓(4)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厨余粉碎装置

(2)底表面左侧位置设置有筛网(15)，所述筛网(15)底部设置有倾斜的导流箱，所述导流箱

末端设置有排污口(1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除臭系统

包括：出气口、引风装置(21)、生物除臭装置(22)和排气口，所述生物除臭装置(22)内含生

物碳材料，所述排气口处设置有第一传感器(23)，所述第一传感器(23)与自动控制装置

(19)相连实现排放尾气的臭气浓度显；其中，所述第一传感器(23)为：监测氨气、硫化氢的

氨气传感器和硫化氢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腐熟仓(6)内

设置有第二传感器(24)，所述第二传感器(24)为：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氧气传感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特征在于：将厨余堆肥分为粉

碎、升温、高温和腐熟四个阶段，单独设置参数，实现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内

参数的精细化控制；

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和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按照体积比为1:1添加厨余垃圾与园

林垃圾，厨余垃圾粉碎粒径控制为5-7mm，园林垃圾粉碎粒径控制为10mm；

所述升温仓(4)内调节底物初始含水率为55％-60％，C/N为25:1-30:1；加热板温度设

置为40℃，提供升温期最低温度保障，避免堆肥受外界环境温度影响，搅拌频率为每天一

次，采用强制连续通风方式供氧，采用较小通风量(0.1m3/h)避免热量过快散失，保障实现

温度升高；当堆肥温度通过微生物发酵升温到55℃时，第一隔舱门(8a)打开，堆肥物料转移

到高温仓进一步发酵；所述升温仓(4)目的是通过提供嗜温微生物适宜生长条件，实现温度

升高；

所述高温仓(5)内湿度控制为50-55％，加热板温度设为55℃，提供高温期最低温度保

障；搅拌频率为每天两次；采用强制连续通风方式供氧，采用较大通风量(0.2m3/h)，为微生

物发酵提供充足氧气；高温期发酵时间为5天，以满足堆肥无害化要求；所述高温仓(5)目的

是通过提供嗜热微生物适宜生长条件，实现有机物快速降解；

所述腐熟仓(6)湿度控制为25-30％，加热板温度设为25℃，提供腐熟期最低温度保障；

搅拌频率为每天一次；采用强制连续通风方式供氧，采用较小通风量(0.1m3/h)，避免热量

散失过快；当动态呼吸指数DRI24小于0.5mg  O2g-1VS  h-1，视为发酵成熟，第出料口(8c)打

开，发酵结束；所述腐熟仓(6)目的是通过提供嗜温微生物适宜生长条件，并通过DRI24指标

判定堆肥发酵是否成熟，保障产品发酵成熟。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特征在于：最终物料的稳定程

度由动态呼吸指数DRI24来决定，所述DRI24指标采用呼吸计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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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其属于生活垃圾发酵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近一半比例，其有效处理将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垃圾

围城问题。厨余垃圾含有糖类、蛋白质、脂质等营养物质，可在好氧条件下通过好氧微生物

分解实现有机物分解利用，最终将其转化为类似于腐殖质的具有土壤改良作用的有机肥。

然而，厨余垃圾具有含水率高、组分复杂、尺寸较大等特性。如果不及时，妥当处理，会对环

境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专利号为CN108503398A的专利文献公开一种智能化的全自动密封闭

式环卫垃圾的好氧发酵设备，其优点是自动化程度高，能够对物料发酵过程全程监控且环

境无臭味的发酵过程；中国专利号为CN207891279U的专利文献公开一种好氧堆肥装置，包

括机架、供水机构和供气机构；中国专利号为CN108373346A的专利文献公开一种有机垃圾

好氧发酵设备，该设备由发酵仓、搅拌系统、引风装置、生物除臭系统、加热系统、曝气系统

和自动控制装置组成，实现设备的自动搅拌、自动间歇鼓风、自动加热，并可实时连续在线

显示仓体内的氧气含量、温度、仓体排放口的臭气情况。然而，现有技术中的厨余垃圾堆肥

设备都在一个发酵仓内进行发酵，无法实现好氧发酵特定参数的精细化控制，影响最终产

品发酵效果，且无法判断发酵产品是否达到腐熟标准。为此，需要设计相应的技术方案给予

解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能

对发酵过程升温期、高温期和腐熟期进行精确控制，且能判断成熟肥是否达到腐熟标准，实

现高质量的堆肥过程。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包括：发酵仓、粉碎脱水系统、搅拌推料系统、

加热系统、生物除臭系统、引风装置、曝气系统、补水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

[0006] 所述发酵仓从左至右依次包括升温仓、高温仓和腐熟仓，所述升温仓、高温仓和腐

熟仓相互隔离，所述升温仓和所述高温仓之间设有第一隔舱门且通过第一隔舱门相连通，

所述高温仓和所述腐熟仓之间设有第二隔舱门且通过第二隔舱门相连通，所述腐熟仓右侧

设有出料口，所述第一隔舱门、第二隔舱门和出料口通过液压油缸控制开闭；

[0007] 所述粉碎脱水系统设置在升温仓内部，所述粉碎脱水系统包括：厨余粉碎装置和

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所述厨余粉碎装置位于升温仓内腔顶部左侧，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

装置位于升温仓内腔顶部右侧；

[0008] 所述搅拌推料系统分别设置在升温仓、高温仓和腐熟仓内部，所述搅拌推料系统

包括：电机、转轴和螺旋搅拌桨叶，所述电机带动转轴和螺旋搅拌桨叶转动实现发酵仓内物

料的搅拌，及在第一隔舱门、第二隔舱门打开的时实现物料推送到下一个发酵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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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曝气系统包括：鼓风机和加热器，所述鼓风机和加热器分别设置在升温仓、高

温仓和腐熟仓底部，所述鼓风机与加热器电连接，所述加热器通过管道与转轴连接，所述转

轴内部呈中空结构，所述转轴表面设有多个曝气孔实现供氧；

[0010] 所述生物除臭系统及引风装置设置在发酵仓外部，所述除臭系统经引风装置与所

述发酵仓内连通；

[0011] 所述补水系统设在发酵仓顶部，所述补水系统由管道、阀门和喷淋头组成，所述管

道与自来水管网连通，所述喷淋头位于高温仓顶部，可实现发酵过程补水；

[0012] 所述加热系统包括：多个加热电板，多个加热电板均设置在发酵仓的仓壁上；

[0013] 所述自动控制装置设在发酵仓外，所述自动控制装置分别与所述发酵仓、粉碎脱

水系统、搅拌推料系统、加热系统、生物除臭系统、曝气系统和补水系统呈电性连接，能根据

所述发酵仓内的发酵信息对所述发酵仓、粉碎脱水系统、搅拌推料系统、加热系统、生物除

臭系统、曝气系统和补水系统进行控制。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发酵仓前壁设有观察口，所述观察口包括：位于升

温仓前壁中部的第一观察口、位于高温仓前壁中部的第二观察口及位于腐熟仓前壁中部的

第三观察口。

[001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厨余粉碎装置上表面中间位置设置有厨余入料

口，所述厨余入料口与所述厨余粉碎装置连通，所述厨余粉碎装置和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

装置中部设置第一工作电机和第二工作电机，所述第一工作电机和第二工作电机均为正反

转电机，所述第一工作电机输出端固定焊接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左端贯穿所述厨余

粉碎装置，且所述第一转轴的上下两侧焊接有呈交错状的粉碎刀片，所述厨余粉碎装置底

表面右侧位置设置有厨余排出口实现了粉碎后厨余垃圾的固液分离。

[001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上表面中间位置设置有园林

废弃物入料口，所述园林废弃物入料口与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连通，所述第二工作电

机输出端固定焊接有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右端贯穿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且所述

第二转轴的上下两侧焊接有呈交错状的粉碎刀片，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底表面中间位

置设置有园林废弃物排出口，所述厨余排出口和园林废弃物排出口分别与升温仓连通。

[001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厨余粉碎装置底表面左侧位置设置有筛网，所述

筛网底部设置有倾斜的导流箱，所述导流箱末端设置有排污口。

[001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生物除臭系统包括：出气口、引风装置、生物除臭

装置和排气口，所述生物除臭装置内含生物碳材料，所述排气口处设置有第一传感器，所述

第一传感器与自动控制装置相连实现排放尾气的臭气浓度显；其中，所述第一传感器包括：

监测氨气、硫化氢的氨气传感器和硫化氢传感器。

[001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腐熟仓内设置有第二传感器，所述第二传感器包

括：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氧气传感器。

[002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将厨余堆肥分为粉碎、升温、高温和腐熟四个阶段，单

独设置参数，实现升温仓、高温仓和腐熟仓内参数的精细化控制；

[0021] 所述厨余粉碎装置和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按照体积比为1:1添加厨余垃圾与园林

垃圾，厨余垃圾粉碎粒径控制为5-7mm，园林垃圾粉碎粒径控制为10mm；

[0022] 所述升温仓内调节底物初始含水率为55％-60％，C/N为25:1-30:1；加热板温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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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40℃，提供升温期最低温度保障，避免堆肥受外界环境温度影响，搅拌频率为每天一

次，采用强制连续通风方式供氧，采用较小通风量(0.1m3/h)避免热量过快散失，保障实现

温度升高；当堆肥温度通过微生物发酵升温到55℃时，第一隔舱门打开，堆肥物料转移到高

温仓进一步发酵；所述升温仓目的是通过提供嗜温微生物适宜生长条件，实现温度升高；

[0023] 所述高温仓内湿度控制为50-55％，加热板温度设为55℃，提供高温期最低温度保

障；搅拌频率为每天两次；采用强制连续通风方式供氧，采用较大通风量(0.2m3/h)，为微生

物发酵提供充足氧气；高温期发酵时间为5天，以满足堆肥无害化要求；所述高温仓目的是

通过提供嗜热微生物适宜生长条件，实现有机物快速降解；

[0024] 所述腐熟仓湿度控制为25-30％，加热板温度设为25℃，提供腐熟期最低温度保

障；搅拌频率为每天一次；采用强制连续通风方式供氧，采用较小通风量(0.1m3/h)，避免热

量散失过快；当动态呼吸指数DRI24小于0.5mgO2g-1VSh-1，视为发酵成熟，第三隔舱门打

开，发酵结束；所述腐熟仓目的是通过提供嗜温微生物适宜生长条件，并通过DRI24指标判

定堆肥发酵是否成熟，保障产品发酵成熟。

[002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最终物料的稳定程度由动态呼吸指数DRI24来决定，所

述DRI24指标采用呼吸计测定。

[002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实施效果如下：

[0027] (1)该发酵设施将厨余堆肥分为粉碎、升温、高温和腐熟四个阶段，各阶段加热系

统、搅拌系统、曝气系统和补水系统均可单独设置参数，实现三个仓内参数的精细化控制，

有利于发酵有效进行。

[0028] (2)该腐熟仓内最终物料的稳定程度由动态呼吸指数DRI24来决定，所述DRI24指

标采用呼吸计测定，保障最终成熟肥的质量。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所述厨余粉碎装置和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具体的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内容。

[0032] 如图1和图2所示：为本发明所述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结构示意图。

[0033]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高效的厨余垃圾好氧发酵设备，包括：机体1、

发酵仓、粉碎脱水系统、搅拌推料系统、加热系统、生物除臭系统、曝气系统、补水系统和自

动控制系统，所述机体1采用密闭式结构且通过支撑架17固定在地面；

[0034] 所述发酵仓从左至右依次为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升温仓4和高温仓5通过

第一隔舱门8a相连通，高温仓5和腐熟仓6通过第二隔舱门8b相连通，腐熟仓6右侧设置出料

口8c，所述第一隔舱门8a、第二隔舱门8b和出料口8c通过液压油缸控制开闭，所述升温仓4

前壁中部设置第一观察口，高温仓5前壁中部设置第二观察口，腐熟仓6前壁中部设置第三

观察口，可通过观察口7实现发酵过程中固体物料取样检测；

[0035] 所述粉碎脱水系统设在升温仓4内部，包括厨余粉碎装置2和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

3，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位于升温仓4内腔顶部左侧，所述厨余粉碎装2上表面中间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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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入料口24a，所述厨余入料口24a与厨余粉碎装置2连通，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和园林废

弃物粉碎装置3中部设置第一工作电机26a和第二工作电机26b，所述第一工作电机26a和第

二工作电机26B均为正反转电机，所述第一工作电机26a输出轴固定焊接第一转轴25a，所述

第一转轴25a左端贯穿所述厨余粉碎装2，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设置有粉碎刀片28，所述粉碎

刀片28交错焊接在第一转轴25a上下侧壁上，所述第一工作电机26a启动正反转，带动所述

第一转轴25a和粉碎刀片28转动，实现了对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内厨余的高效破碎和脱水，

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底表面左侧位置设置筛网15，所述筛网15底部设置倾斜的导流箱，导流

箱末端设置排污口16，所述厨余粉碎装置2底表面右侧位置设置厨余排出口27a，实现了粉

碎后厨余垃圾的固液分离；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上表面中间位置设置园林废弃物入

料口24b，所述园林废弃物入料口24b与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连通，所述第二工作电机26b

输出端固定焊接第二转轴25b，所述第二转轴25b右端贯穿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所述园林

废弃物粉碎装置3设置有粉碎刀片28，所述粉碎刀片28交错焊接在第二转轴25b上下侧壁

上，所述第二工作电机26b启动正反转，带动所述第二转轴25b和粉碎刀片28转动，实现了对

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内园林废弃物的高效破碎，所述园林废弃物粉碎张总3底表面中

间位置设置园林废弃物排出口27b，所述厨余排出口27a和园林废弃物排出口27b分别与升

温仓4连通；

[0036] 所述搅拌推料系统分别设置在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所述升温仓4左侧壁

下部设置电机9，所述电机9输出端焊接有转轴13，所述转轴13上焊接有螺旋搅拌桨叶14，所

述高温仓5和腐熟仓6左侧底部分别设置相同的电机9，所述电机9的输出轴焊接有相同的转

轴13，所述转轴13右端贯穿所述高温仓5右侧壁，所述高温仓5左侧壁下部的转轴13右端贯

穿所述腐熟仓6右侧壁，所述电机启动带动所述第四转轴和螺旋搅拌桨叶转动，可分别实现

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内部物料充分搅拌，并可通过螺旋搅拌桨叶14转动实现物料推

送；

[0037] 所述加热系统包括多块加热电板，分别铺设在所述发酵仓的升温仓4的前壁、后壁

和底壁，高温仓5和腐熟仓6的四壁上，多块加热电板分别与所述自动控制装置19电性连接，

所述自动控制装置19中通过温度控制模块对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加热电板设定不

同温度，加热电板外壁铺设保温岩棉作为保温层；

[0038] 所述曝气系统包括鼓风机10和加热器11，分别设置在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

底部，所述鼓风机10与加热器11连接，所述加热器11通过管道与转轴13连接，所述转轴13内

部呈中空结构，所述转轴13表面设置多个曝气孔12，可实现供氧；

[0039] 所述生物除臭系统包括出气口、引风装置21、生物除臭装置22和排气口，所述出气

口位于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顶部，所述出气口与引风装置21相连，所述引风机装置

21可将发酵仓内气体抽到生物除臭装置22内部，所述生物除臭装置22内含生物碳材料，所

述排气口设置有第一传感器23(即为：监测氨气、硫化氢的氨气传感器和硫化氢传感器)，氨

气、硫化氢数据通过传输系统传至自动控制装置19，经预先设定的拟合计算公式，在显示屏

18上输出显示臭气浓度，同时显示氨气和硫化氢浓度，从而实现排放气体的实时监控及生

物除臭装置22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

[0040] 所述补水系统由管道、阀门和喷淋头20组成，所述管道与自来水管网连通，所述喷

淋头20位于高温仓顶部，可实现发酵过程补水，所述升温仓4、高温仓5和腐熟仓6底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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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的筛网15，各仓底部左侧设置排污口16，可实现发酵过程中渗滤液的有效排出；

[0041] 所述自动控制装置19设在所述发酵仓外，分别与所述引风装置21、生物除臭系统、

加热系统和曝气系统电气连接，能根据所述发酵仓内的发酵信息对所述引风装置21、生物

除臭系统、加热系统和曝气系统进行控制。

[0042] 所述最终物料的稳定程度由动态呼吸指数DRI24来决定，所述DRI24指标采用呼吸

计测定，其计算公式为：

[0043]

[0044] DRIt是在t时间段内的动态呼吸指数，单位为mgO2g-1DMh-1；

[0045] (O2,i-O2,o)是在t时间段内进入反应体系和从反应体系出来的空气中氧气体积分

数差值；

[0046] F是在标准状况下(1个大气压和273K)下测量的体积流量，单位为mLmin-1；

[0047] 31.98是氧气分子量；

[0048] 60是转化因子，单位为minh-1；

[0049] 1000a是转化因子，单位为mgg-1；

[0050] 1000b是转化因子，单位为mLL-1；

[0051] 22.4是1mol气体在标准状态下所占的体积，单位为L；

[0052] DM是反应器内样品干物质的量，单位为g。

[005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厨余经过厨余入料口24a进入厨余粉碎装置2内，所述第一工

作电机26a启动正反转，带动所述第一转轴25a和粉碎刀片28转动，实现厨余的高效破碎和

脱水，粉碎后的厨余经过厨余排出口27a进入升温仓4，渗滤液经过筛网15流入导流箱内，再

通过排污口16流出，园林废弃物经过园林废弃物入料口24b进入园林废弃物粉碎装置3内，

所述第二工作电机26b启动正反转，带动所述第二转轴25b和粉碎刀片28转动，实现园林废

弃物的高效破碎，粉碎后的园林废弃物经过园林废弃物排出口27b进入升温仓4，所述电机9

带动转轴13和螺旋搅拌桨叶14转动，能够实现厨余和园林废弃物的充分混合，所述鼓风机

10向转轴13输送空气，通过转轴13上的曝气孔12实现氧气供给，所述升温仓4内的加热电板

按照温度控制模块设定温度对物料进行加热，升温仓4内物料发酵温度升高达到自动控制

装置19中设定温度时，所述第一隔舱门8a打开，所述电机9带动所述转轴13和螺旋搅拌桨叶

14转动，将混合物料从升温仓4推送到高温仓5，所述第一隔舱门8a关闭，混合物料开始在高

温仓5进行发酵，发酵过程中所述电机9带动所述转轴13和螺旋搅拌桨叶14转动，所述高温

仓5湿度低于设定湿度时，所述补水系统阀门打开，通过所述喷淋头20进行水分补给，所述

鼓风机10向转轴13输送空气，通过转轴13上的曝气孔12实现氧气供给，升温仓4内物料发酵

温度下降至自动控制装置19中设定温度时，所述第二隔舱门8b打开，所述电机9带动所述转

轴13和螺旋搅拌桨叶14转动，将混合物料从高温仓5推送到腐熟仓6，所述第二隔舱门8b关

闭，混合物料开始在腐熟仓6进行腐熟发酵，三个仓进行发酵过程中，所述引风装置21打开，

将仓内废气引到生物除臭装置22处置后排放，所述腐熟仓6动态呼吸指数(DRI24)低于自动

控制装置19设定值时，认为物料发酵稳定，达到成熟标准，所述出料口8c打开，所述电机9带

动所述转轴13和螺旋搅拌桨叶14转动，将混合物料从出料口8c推出，发酵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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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所作的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发明具体实

施仅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

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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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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