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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包

括破碎室、分离筒、加酸室、加碱室、成泡室、滤清

室、过滤室和固体压缩室。通过先将医疗废弃物

进行喷水后破碎继而固液分离，从而将固体废弃

物上的有害物质冲洗到液体中，然后将固体物质

压缩后做二次处理，从而可以直接对液体进行处

理来将医疗废物中的有害物质进行消除。通过设

置先酸处理后碱处理的处理方式，将医疗废物中

的有害物质更加深化的处理掉，然后通过压力成

泡、滤清和过滤步骤，将液体纯净化，从而使得水

体处理为达到国家标准的可使用的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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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破碎室、分离筒、加酸室、加碱室、成

泡室、滤清室、过滤室和固体压缩室；

所述破碎室包括废弃物入口、破碎混料腔、高压喷水嘴、破碎腔、破碎轴、螺旋破碎齿、

破碎出料腔和破碎室出料口；所述废弃物入口设置在破碎混料腔顶部并呈漏斗形结构设

置，所述破碎混料腔、破碎腔和破碎出料腔从左到右依次布置并相互连通，所述破碎混料腔

侧壁上设置有朝向物料喷射水雾的高压喷水嘴，所述破碎腔内横向设置有破碎轴，所述螺

旋破碎齿以单螺旋的方式设置在破碎轴上，所述破碎室出料口设置在破碎出料腔的底部；

所述分离筒包括分离外筒、分离内筒、分离筒入料口、分离出料口、分离出液口和驱动

电机；所述分离内筒和分离外筒同轴设置，所述驱动电机用于驱动所述分离内筒以分离内

筒和分离外筒共同的轴为轴旋转；所述分离内筒外底部中央通过轴承与所述分离外筒内底

部中央转动连接，所述分离筒入料口设置在分离内筒顶部并与所述破碎室出料口连通，所

述分离内筒侧壁为密布通孔结构，在分离内筒底壁上设置有用于排出固体物料的分离出料

口，在分离外筒的底壁上设置有分离出液口；

所述加酸室设置在分离筒下部，包括加酸盒、加酸室搅拌轴、加酸室过滤板、加酸室入

口和加酸室出口；所述加酸室入口设置在加酸室顶部并与所述分离出液口连通，在加酸室

顶部设置有用于向加酸室中添加酸液的加酸盒，在加酸室内侧壁和内顶壁上设置有多个加

酸室搅拌轴，在加酸室搅拌轴底部设置有倾斜的加酸室过滤板，在加酸室的底壁上设置有

加酸室出口；

所述加碱室设置在加酸室下部，包括加碱盒、加碱室搅拌轴、加碱室过滤板、加碱室入

口和加碱室出口；所述加碱室入口设置在加碱室顶部并与所述加酸室出口连通，在加碱室

顶部设置有用于向加碱室中添加碱液的加碱盒，在加碱室内侧壁和内顶壁上设置有多个加

碱室搅拌轴，在加碱室搅拌轴底部设置有倾斜的加碱室过滤板，在加碱室的底壁上设置有

加碱室出口；

所述成泡室设置在所述加碱室下部，包括成泡室外壳、加压泵、释气口、泡沫收集盒、泡

沫刮板、旋转曝气盘、出口滤网、第一进气管、第一加压气泵、成泡室入口和成泡室出口；所

述成泡室入口设置在成泡室外壳的顶壁上并与所述加碱室出口连通，在成泡室外壳的顶壁

上还设置有释气口，在成泡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用于增加成泡室内气压的加压泵，所述

泡沫刮板顶部通过滑槽滑块结构与成泡室外壳的顶壁内部连接，底部通过设置弧形刮板将

液面上部的泡沫刮除，且在成泡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用于收集通过泡沫刮板刮除的泡沫

的泡沫收集盒，在成泡室外壳的内底壁上部设置有旋转曝气盘，所述旋转曝气盘中空设置

且其顶部为密布通孔结构，在旋转曝气盘底部中央设置有第一进气管与旋转曝气盘内部连

通，所述旋转曝气盘通过转动轴承与成泡室外壳的底壁转动密封连接，所述第一进气管上

设置有第一加压气泵，在成泡室外壳的底壁边缘设置有成泡室出口，在成泡室出口上部设

置有倾斜的出口滤网；

所述滤清室与所述成泡室并排设置，包括滤清室入口、滤清室出口、滤芯板、曝气口、第

二进气管和第二加压气泵；所述滤清室入口设置在滤清室顶部并通过管道与所述成泡室出

口连通，所述滤芯板并排竖直设置在滤清室内部，在滤清室底部设置有多个曝气口，多个所

述曝气口均与所述第二进气管连通，在第二进气管上还设置有第二加压气泵；所述滤清室

出口设置在滤清室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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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过滤室包括第一过滤板、活性炭过滤板、第二过滤板、过滤室入口和清洁水出口；

所述过滤室入口设置在过滤室的顶部并与所述滤清室出口连通，所述第一过滤板、活性炭

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均倾斜且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所述活性炭过滤板为两侧多孔板中间夹

持活性炭颗粒结构设置，所述清洁水出口设置在第二过滤板右侧的底部；

所述固体压缩室包括压缩室入料口和压缩部件，所述压缩室入料口与所述分离出料口

通过传动带连接，在压缩室中设置有气动式的压缩部件，通过气动伸长或缩短将进入到压

缩室中的固体物料进行压缩操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进气管的一端

与所述旋转曝气盘连通，另一端的高度设置为高于所述成泡室外壳的顶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进气管的一端

与所述曝气口连通，另一端的高度设置为高于所述滤清室的顶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滤清室顶部也设置有

气体出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过滤板的过滤

孔径大于所述第二过滤板的过滤孔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清室入口与所述

成泡室出口之间的管道上还设置有增压水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离内筒设置为可

拆卸的，能够从顶部入口处将固体物料排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过滤室中还设置

有杀菌消毒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消毒器具体为

紫外线杀菌消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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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特殊领域固体废弃物处理领域，同时也涉及废液的处理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医疗废弃物中污染物质非常复杂，其中不仅仅含有大量的例如重金属等有害化学

物质，还含有大量可能存在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因此对于医疗废弃物的处理，大多采用

焚烧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也存在大量液态形式的医疗废弃物中，并且很多固态的医疗废

弃物是与液态医疗废弃物混合存在的，因此必须先将其分离后处理，但是简单的分离后，固

态废弃物中依然保留大量的有害微生物，如果先将其更加充分的与液态废弃物混合，将固

态废弃物中的有害微生物和一部分可溶性有害元素在溶入液体后再对固态废弃物进行处

理，则会大大降低固态废弃物的处理成本和处理难度，同时还能实现部分固态废弃物的回

收。因此如何实现上述目的就成为研究人员的研究重点。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提出一种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

[0004] 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

[0005] 一种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包括破碎室、分离筒、加酸室、加碱室、成泡室、滤清

室、过滤室和固体压缩室。

[0006] 所述破碎室包括废弃物入口、破碎混料腔、破碎腔、破碎轴、螺旋破碎齿、破碎出料

腔和破碎室出料口；所述废弃物入口设置在破碎混料腔顶部并呈漏斗形结构设置，所述破

碎混料腔、破碎腔和破碎出料腔从左到右依次布置并相互连通，所述破碎混料腔侧壁上设

置有朝向物料喷射水雾的高压喷水嘴，所述破碎腔内横向设置有破碎轴，所述螺旋破碎齿

以单螺旋的方式设置在破碎轴上，所述破碎室出料口设置在破碎出料腔的底部。

[0007] 所述分离筒包括分离外筒、分离内筒、分离筒入料口、分离出料口、分离出液口和

驱动电机；所述分离内筒和分离外筒同轴设置，所述驱动电机用于驱动所述分离内筒以分

离内筒和分离外筒共同的轴为轴旋转；所述分离内筒外底部中央通过轴承与所述分离外筒

内底部中央转动连接，所述分离筒入料口设置在分离内筒顶部并与所述破碎室出料口连

通，所述分离内筒侧壁为密布通孔结构，在分离内筒底壁上设置有用于排出固体物料的分

离出料口，在分离外筒的底壁上设置有分离出液口。

[0008] 所述加酸室设置在分离筒下部，包括加酸盒、加酸室搅拌轴、加酸室过滤板、加酸

室入口和加酸室出口；所述加酸室入口设置在加酸室顶部并与所述分离出液口连通，在加

酸室顶部设置有用于向加酸室中添加酸液的加酸盒，在加酸室内侧壁和内顶壁上设置有多

个加酸室搅拌轴，在加酸室搅拌轴底部设置有倾斜的加酸室过滤板，在加酸室的底壁上设

置有加酸室出口。

[0009] 所述加碱室设置在加酸室下部，包括加碱盒、加碱室搅拌轴、加碱室过滤板、加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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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入口和加碱室出口；所述加碱室入口设置在加碱室顶部并与所述加酸室出口连通，在加

碱室顶部设置有用于向加碱室中添加碱液的加碱盒，在加碱室内侧壁和内顶壁上设置有多

个加碱室搅拌轴，在加碱室搅拌轴底部设置有倾斜的加碱室过滤板，在加碱室的底壁上设

置有加碱室出口。

[0010] 所述成泡室设置在所述加碱室下部，包括成泡室外壳、加压泵、释气口、泡沫收集

盒、泡沫刮板、旋转曝气盘、出口滤网、第一进气管、第一加压气泵、成泡室入口和成泡室出

口；所述成泡室入口设置在成泡室外壳的顶壁上并与所述加碱室出口连通，在成泡室外壳

的顶壁上还设置有释气口，在成泡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用于增加成泡室内气压的加压

泵。

[0011] 所述泡沫刮板顶部通过滑槽滑块结构与成泡室外壳的顶壁内部连接，底部通过设

置弧形刮板将液面上部的泡沫刮除，且在成泡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用于收集通过泡沫刮

板刮除的泡沫的泡沫收集盒，在成泡室外壳的内底壁上部设置有旋转曝气盘，所述旋转曝

气盘中空设置且其顶部为密布通孔结构，在旋转曝气盘底部中央设置有第一进气管与旋转

曝气盘内部连通，所述旋转曝气盘通过转动轴承与成泡室外壳的底壁转动密封连接，所述

第一进气管上设置有第一加压气泵，在成泡室外壳的底壁边缘设置有成泡室出口，在成泡

室出口上部设置有倾斜的出口滤网。

[0012] 所述滤清室与所述成泡室并排设置，包括滤清室入口、滤清室出口、滤芯板、曝气

口、第二进气管和第二加压气泵；所述滤清室入口设置在滤清室顶部并通过管道与所述成

泡室出口连通，所述滤芯板并排竖直设置在滤清室内部，在滤清室底部设置有多个曝气口，

多个所述曝气口均与所述第二进气管连通，在第二进气管上还设置有第二加压气泵；所述

滤清室出口设置在滤清室的底部。

[0013] 所述过滤室包括第一过滤板、活性炭过滤板、第二过滤板、过滤室入口和清洁水出

口；所述过滤室入口设置在过滤室的顶部并与所述滤清室出口连通，所述第一过滤板、活性

炭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均倾斜且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所述活性炭过滤板为两侧多孔板中间

夹持活性炭颗粒结构设置，所述清洁水出口设置在第二过滤板右侧的底部。

[0014] 所述固体压缩室包括压缩室入料口和压缩部件，所述压缩室入料口与所述分离出

料口通过传动带连接，在压缩室中设置有气动式的压缩部件，通过气动伸长或缩短将进入

到压缩室中的固体物料进行压缩操作。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进气管的一端与所述旋转曝气盘连通，另一端的高度设置为

高于所述成泡室外壳的顶壁。

[0016]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进气管的一端与所述曝气口连通，另一端的高度设置为高于

所述滤清室的顶壁。

[0017] 作为优选，在滤清室顶部也设置有气体出口。

[0018]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过滤板的过滤孔径大于所述第二过滤板的过滤孔径。

[0019] 作为优选，所述滤清室入口与所述成泡室出口之间的管道上还设置有增压水泵。

[0020] 作为优选，所述分离内筒设置为可拆卸的，能够从顶部入口处将固体物料排出。

[0021] 作为优选，在所述过滤室中还设置有杀菌消毒器（在第二过滤板后部设置）。

[0022] 作为优选，所述杀菌消毒器具体为紫外线杀菌消毒器。

[0023] 作为优选，所述酸液为稀盐酸、稀硝酸和/或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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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作为优选，所述碱液为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钾溶液和/或氢氧化钙溶液。

[0025] 本发明的效果在于：

[0026] 1，通过在物料进入破碎混料腔之后即通过高压喷水嘴向物料喷射高压水雾，通过

水雾将附着在物料表面的有害物质与固态物料分离，然后通过破碎传送过程，进一步的将

固态物料上的可溶物和大量的微生物进入到液体中。然后通过高效的固液分离，具体对液

体物料进行处理即可，固态物料中由于大量微生物和可溶性有害元素被洗去，因此在后续

处理中，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回收处理后再进行焚烧处理，从而降低了成本，回收了可再生物

料。

[0027] 2，通过对液态物料先酸处理过滤后碱处理再过滤，对液态物料中的微生物以及有

害元素杂质实现逐步去除，同时还能通过调节碱液的添加量来保持处理水体的pH不会过高

或过低。从而对后续处理不造成二次处理成本。

[0028] 3，通过设置加压泵，当旋转曝气盘喷出的气体进入到水体中后，由于高气压（加压

泵实现的）而使得水体的气体溶解度得到提高，通过加压再释压（通过释气口实现）的过程，

将水体中的气体形成大量弥散的气泡，而气泡在上浮并长大的过程中，由于表面张力的作

用，将水体中的杂物吸附在气泡表面，并上浮在水体表面形成泡沫，弥散大量的气泡可以将

水体中的杂物非常全面的吸附，从而将水体中的杂物相对彻底的清除掉。

[0029] 通过设置滤芯板，并在滤芯板底部也设置多个曝气口，曝气口吹出的气泡将水体

重复的与滤芯板接触，从而将水体中的有害元素和残留微生物被滤芯板吸附并除去。

[0030] 最后通过过滤板的过滤再次将水体中杂物除去（查漏补缺），然后再通过活性炭过

滤板，将水体中有害元素吸附，最后再通过一次过滤板，进行最终的过滤除杂操作，从而可

以将成分非常复杂的医疗废物实现了高效处理。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其中：11-废弃物入口，12-破碎混料腔，13-破碎轴，14-螺旋破碎齿，15-破碎出料

腔，16-高压喷水嘴，21-分离外筒，211-分离出液口，22-分离内筒，221-分离出料口，31-加

酸盒，32-加酸室搅拌轴，33-加酸室过滤板，41-加碱盒，42-加碱室搅拌轴，43-加碱室过滤

板，50-液面，51-加压泵，52-释气口，53-泡沫收集盒，54-泡沫刮板，55-旋转曝气盘，56-出

口滤网，57-第一进气管，58-第一加压气泵，61-滤芯板，62-曝气口，63-第二进气管，631-第

二加压气泵，71-第一过滤板，72-活性炭过滤板，73-第二过滤板，74-过滤室入口，75-清洁

水出口，8-固体压缩室，81-压缩室入料口，82-压缩部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1

[0034] 如图1所示。

[0035] 一种医疗废物环保处理装置，包括破碎室、分离筒、加酸室、加碱室、成泡室、滤清

室、过滤室和固体压缩室。

[0036] 所述破碎室包括废弃物入口、破碎混料腔、高压喷水嘴、破碎腔、破碎轴、螺旋破碎

齿、破碎出料腔和破碎室出料口；所述废弃物入口设置在破碎混料腔顶部并呈漏斗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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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所述破碎混料腔、破碎腔和破碎出料腔从左到右依次布置并相互连通，所述破碎混料

腔侧壁上设置有朝向物料喷射水雾的高压喷水嘴，所述破碎腔内横向设置有破碎轴，所述

螺旋破碎齿以单螺旋的方式设置在破碎轴上，所述破碎室出料口设置在破碎出料腔的底

部。

[0037] 所述分离筒包括分离外筒、分离内筒、分离筒入料口、分离出料口、分离出液口和

驱动电机；所述分离内筒和分离外筒同轴设置，所述驱动电机用于驱动所述分离内筒以分

离内筒和分离外筒共同的轴为轴旋转；所述分离内筒外底部中央通过轴承与所述分离外筒

内底部中央转动连接，所述分离筒入料口设置在分离内筒顶部并与所述破碎室出料口连

通，所述分离内筒侧壁为密布通孔结构，在分离内筒底壁上设置有用于排出固体物料的分

离出料口，在分离外筒的底壁上设置有分离出液口。

[0038] 所述加酸室设置在分离筒下部，包括加酸盒、加酸室搅拌轴、加酸室过滤板、加酸

室入口和加酸室出口；所述加酸室入口设置在加酸室顶部并与所述分离出液口连通，在加

酸室顶部设置有用于向加酸室中添加酸液的加酸盒，在加酸室内侧壁和内顶壁上设置有2

个加酸室搅拌轴，在加酸室搅拌轴底部设置有倾斜的加酸室过滤板，在加酸室的底壁上设

置有加酸室出口。

[0039] 所述加碱室设置在加酸室下部，包括加碱盒、加碱室搅拌轴、加碱室过滤板、加碱

室入口和加碱室出口；所述加碱室入口设置在加碱室顶部并与所述加酸室出口连通，在加

碱室顶部设置有用于向加碱室中添加碱液的加碱盒，在加碱室内侧壁和内顶壁上设置有2

个加碱室搅拌轴，在加碱室搅拌轴底部设置有倾斜的加碱室过滤板，在加碱室的底壁上设

置有加碱室出口。

[0040] 所述成泡室设置在所述加碱室下部，包括成泡室外壳、加压泵、释气口、泡沫收集

盒、泡沫刮板、旋转曝气盘、出口滤网、第一进气管、第一加压气泵、成泡室入口和成泡室出

口；所述成泡室入口设置在成泡室外壳的顶壁上并与所述加碱室出口连通，在成泡室外壳

的顶壁上还设置有释气口，在成泡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用于增加成泡室内气压的加压

泵。

[0041] 所述泡沫刮板顶部通过滑槽滑块结构与成泡室外壳的顶壁内部连接，底部通过设

置弧形刮板将液面上部的泡沫刮除，且在成泡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用于收集通过泡沫刮

板刮除的泡沫的泡沫收集盒，在成泡室外壳的内底壁上部设置有旋转曝气盘，所述旋转曝

气盘中空设置且其顶部为密布通孔结构，在旋转曝气盘底部中央设置有第一进气管与旋转

曝气盘内部连通，所述旋转曝气盘通过转动轴承与成泡室外壳的底壁转动密封连接。

[0042] 所述第一进气管上设置有第一加压气泵，在成泡室外壳的底壁边缘设置有成泡室

出口，在成泡室出口上部设置有倾斜的出口滤网。

[0043] 所述滤清室与所述成泡室并排设置，包括滤清室入口、滤清室出口、滤芯板、曝气

口、第二进气管和第二加压气泵；所述滤清室入口设置在滤清室顶部并通过管道与所述成

泡室出口连通，所述滤芯板并排竖直设置在滤清室内部，在滤清室底部设置有3个曝气口，3

个所述曝气口均与所述第二进气管连通，在第二进气管上还设置有第二加压气泵；所述滤

清室出口设置在滤清室的底部。

[0044] 所述过滤室包括第一过滤板、活性炭过滤板、第二过滤板、过滤室入口和清洁水出

口；所述过滤室入口设置在过滤室的顶部并与所述滤清室出口连通，所述第一过滤板、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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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均倾斜且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所述活性炭过滤板为两侧多孔板中间

夹持活性炭颗粒结构设置，所述清洁水出口设置在第二过滤板右侧的底部。

[0045] 所述固体压缩室包括压缩室入料口和压缩部件，所述压缩室入料口与所述分离出

料口通过传动带连接，在压缩室中设置有气动式的压缩部件，通过气动伸长或缩短将进入

到压缩室中的固体物料进行压缩操作。

[0046] 所述第一进气管的一端与所述旋转曝气盘连通，另一端的高度设置为高于所述成

泡室外壳的顶壁。

[0047] 所述第二进气管的一端与所述曝气口连通，另一端的高度设置为高于所述滤清室

的顶壁。

[0048] 在滤清室顶部也设置有气体出口。

[0049] 所述第一过滤板的过滤孔径大于所述第二过滤板的过滤孔径。

[0050] 所述滤清室入口与所述成泡室出口之间的管道上还设置有增压水泵。

[0051] 所述分离内筒设置为可拆卸的，能够从顶部入口处将固体物料排出，在分离内筒

中的固体物料较多的时候，拆卸分离内筒，整体将其抬起后将固体物料从顶部排出。

[0052] 在所述过滤室中还在第二过滤板后部设置有紫外线杀菌消毒器。

[0053] 对比例1

[0054] 本对比例没有设置高压喷水嘴，其他设置方式和实施例1相同。经过12小时相同条

件下的对比性试验，检出本对比例排出的固体物料中，有害微生物的残余量是实施例1的

3.8倍，可溶性有害元素的残余量是实施例1的2.2倍，固体物料只能通过焚烧进行处理。

[0055] 对比例2

[0056] 本对比例在成泡室中没有设置加压泵，其他设置方式和实施例1相同，经过12小时

相同条件下的对比性试验，检测清洁水出口的水质中残留有害物质的量是实施例1的1.2

倍，但是活性炭颗粒的饱和量是实施例1的2.6倍，并且滤芯板的饱和率是实施例1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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