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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及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

油方法及系统，该系统包括接料仓、滚筒筛分机、

螺旋挤压机、浆液池、除杂机、除沙机、加热罐、三

相离心机，采用过滤、大物质分选、挤压、除杂、除

沙、提油的方式对餐厨垃圾进行预处理，已达到

餐厨垃圾最大化资源化利用。通过分离后，产生

的油相可以作为生物柴油等产品原料，有机渣可

以做堆肥、养虫、厌氧发酵的原料，水直接进行厌

氧发酵，发酵后沼气可以发电或提纯制天然气。

经过处理后餐厨垃圾由原来的含水率大约80%降

低到60%，含油率有3‑5%降低到0.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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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其特征在于，

S1、餐厨垃圾通过接料仓，接料仓底设置滤网可以对餐厨垃圾进行过滤，滤出餐厨垃圾

中的油水；

S2、对餐厨垃圾进行筛分和挤压，依次去除出餐厨垃圾中的大物质杂质和无机质杂质，

从而得到浆液；

S3、对浆液进行除杂和除沙，依次将浆液中的轻飘物质和重物质进行去除；

S4、将第二浆液加热至85‑90度后再进行三相离心，使第二浆液离心分离为水相物质、

油相物质和渣相物质；

S5、将分离出来的油相物质储存至储油池，作为生物柴油等产品原料，将分离出来的渣

相物质进行堆肥、养虫、厌氧发酵，将分离出来的水相物质进入厌氧进料缓存池，保证厌氧

发酵温度，从而实现餐厨垃圾处置资源化；

将分离出来的水相物质一部分回流至滚筒筛分机进行重复利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大物质

杂质、无质杂质、轻飘物质和重物质集中外运焚烧。

3.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系统，采用了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

除杂提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多重过滤组件、三相离心机，所述多重过滤组件设有杂物

出口和滤液出口，所述杂物出口用于将所述多重过滤组件过滤的杂物排出，所述滤液出口

连接所述三相离心机，所述三相离心机设有水相出口、渣相出口和油相出口，所述油相出口

连接储油池，所述渣相出口与外界的堆肥装置连接，所述水相出口连接厌氧进料缓存池，所

述水相出口还设有回流管道，所述回流管道与所述多重过滤组件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重过滤

组件包括依次连接的接料仓、滚筒筛分机、螺旋挤压机、除杂机、除沙机，所述除沙机与所述

三相离心机连接，所述除沙机与所述三相离心机之间还连接有加热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挤压

机与所述除杂机之间连接有第一浆液池，所述接料仓设有滤液出口和餐厨垃圾出口，所述

滤液出口连接所述第一浆液池，所述餐厨垃圾出口连接所述滚筒筛分机，所述餐厨垃圾出

口用于将滤水后的餐厨垃圾排出。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相离心

机与所述厌氧进料缓存池之间设有第四浆液池，所述回流管道设在所述第四浆液池中，所

述回流管道连接所述接料仓。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筛分

机还设有大物质杂物出口，所述螺旋挤压机还设有无机质杂物出口，所述除杂机还设有轻

飘杂物出口，所述除沙机还设有重物质杂物出口，所述大物质杂物出口、无机质杂物出口、

轻飘杂物出口和重物质杂物出口共同组成所述杂物出口。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物质杂

物出口、无机质杂物出口、轻飘杂物出口和重物质杂物出口都连接在外运焚烧炉上。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相离心

机与述所加热罐之间设有调节阀，用于调节所述三相离心机的进料量。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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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除沙机之间连接有第二浆液池，所述除沙机与所述加热罐之间连接有第三浆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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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餐厨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

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发明专利号：CN201620807091.4一种用于餐厨垃圾预处理除杂、提油及制

浆的成套设备，是一种通过餐厨垃圾预处理除杂、提油及制浆的成套设备,它包括接收料

斗、大物质分拣机、细分选一体机、粗浆料储罐、制浆及轻物质分离一体机、浆料缓冲罐、螺

旋压榨机、旋流除砂机、湿热水解罐、两相离心机、三相离心机。通过各设备配合逐步对餐厨

垃圾进行精细分层多重除杂,在三相离心机之前设置两相离心机,降低三相离心机工作负

荷,减少三相离心机的磨损,增加了其使用寿命,同时提高了三相离心机提油的纯度。

[0003] 现有的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大量的油脂被杂物带走，提油率低，未能实现餐厨垃

圾处置资源化目的，而且餐厨垃圾在在处理中所产生的水相无法重复利用，这样造成了极

大的资源浪费，而且现有的餐厨垃圾处理中，工艺流程复杂，设备多，处理效率低，相应能耗

增加，并未达到自动化控制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及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现有的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大量的油脂被杂物带走，提油率低，未能实现餐厨垃圾处置

资源化目的，而且餐厨垃圾在在处理中所产生的水相无法重复利用，这样造成了极大的资

源浪费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其特征在于，

S1、餐厨垃圾通过接料仓，接料仓底设置滤网可以对餐厨垃圾进行过滤，滤出餐厨

垃圾中的油水；

S2、对餐厨垃圾进行筛分和挤压，依次去除出餐厨垃圾中的大物质杂质和无机质

杂质，从而得到浆液；

S3、对浆液进行除杂和除沙，依次将浆液中的轻飘物质和重物质进行去除；

S4、将第二浆液加热至85‑90度后再进行三相离心，使第二浆液离心分离为水相物

质、油相物质和渣相物质；

S5、将分离出来的油相物质储存至储油池，作为生物柴油等产品原料，将分离出来

的渣相物质进行堆肥、养虫、厌氧发酵，将分离出来的水相物质进入厌氧进料缓存池，保证

厌氧发酵温度，从而实现餐厨垃圾处置资源化；

将分离出来的水相物质一部分回流至滚筒筛分机进行重复利用。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的大物质杂质、机质杂质、轻飘物质和重物质集中外运焚烧。

[0007] 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系统，包括多重过滤组件、三相离心机，所述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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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组件设有杂物出口和滤液出口，所述杂物出口用于将所述多重过滤组件过滤的杂物排

出，所述滤液出口连接所述三相离心机，所述三相离心机设有水相出口、渣相出口和油相出

口，所述油相出口连接储油池，所述渣相出口与外界的堆肥装置连接，所述水相出口连接厌

氧进料缓存池，所述水相出口还设有回流管道，所述回流管道与所述多重过滤组件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多重过滤组件包括依次连接的接料仓、滚筒筛分机、螺旋挤压机、

除杂机、除沙机，所述除沙机与所述三相离心机连接，所述除沙机与所述三相离心机之间还

连接有加热罐。

[0009] 作为优选，所述螺旋挤压机与所述除杂机之间连接有第一浆液池，所述接料仓设

有滤液出口和餐厨垃圾出口，所述滤液出口连接所述第一浆液池，所述餐厨垃圾出口连接

所述滚筒筛分机，所述餐厨垃圾出口用于将滤水后的餐厨垃圾排出。

[0010] 作为优选，所述三相离心机与所述厌氧进料缓存池之间设有第四浆液池，所述回

流管道设在所述第四浆液池中，所述回流管道连接所述接料仓。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滚筒筛分机还设有大物质杂物出口，所述螺旋挤压机还设有无机

质杂物出口，所述除杂机还设有轻飘杂物出口，所述除沙机还设有重物质杂物出口，所述大

物质杂物出口、无机质杂物出口、轻飘杂物出口和重物质杂物出口共同组成所述杂物出口。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大物质杂物出口、无机质杂物出口、轻飘杂物出口和重物质杂物出

口都连接在外运焚烧炉上。

[0013] 作为优选，所述三相离心机与述所加热罐之间设有调节阀，用于调节所述三相离

心机的进料量。

[0014] 作为优选，所述除杂机与所述除沙机之间连接有第二浆液池，所述除沙机与所述

加热罐之间连接有第三浆液池。

[0015] 本发明的有益之处：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及系统，

使用接料仓、滚筒筛分机、螺旋挤压机、浆液池、除杂机、除沙机、加热罐、三相离心机等设备

组合使用，实现对餐厨垃圾进行接料输送、滚筒筛、挤压、除杂、除沙、提油等步骤将餐厨垃

圾中的水分、杂、沙进行去除，对餐厨垃圾进行预处理，通过分离后，产生的油相可以作为生

物柴油等产品原料，有机渣可以做堆肥、养虫、厌氧发酵的原料，水直接进行厌氧发酵，发酵

后沼气可以发电或提纯制天然气，同时运作过程中的水相可以通过回流到滚筒筛分机重复

利用，以达到餐厨垃圾最大化资源化利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原发明提供的处理工艺流程图程图；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处理工艺流；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方法。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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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发明实施

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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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

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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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本发明提供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包括以下过程：

S1、餐厨垃圾通过接料仓，接料仓底设置滤网可以对餐厨垃圾进行过滤，滤出餐厨

垃圾中的油水；

S2、对餐厨垃圾进行筛分和挤压，依次去除出餐厨垃圾中的大物质杂质和无机质

杂质，从而得到浆液；

S3、对浆液进行除杂和除沙，依次将浆液中的轻飘物质和重物质进行去除；

S4、将第二浆液加热至85‑90度后再进行三相离心，使第二浆液离心分离为水相物

质、油相物质和渣相物质；

S5、将分离出来的油相物质储存至储油池，作为生物柴油等产品原料，将分离出来

的渣相物质进行堆肥、养虫、厌氧发酵，将分离出来的水相物质进入厌氧进料缓存池，保证

厌氧发酵温度，从而实现餐厨垃圾处置资源化；

将分离出来的水相物质一部分回流至滚筒筛分机进行重复利用。

[0020] 根据上述的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餐厨垃圾高效

除沙除杂提油系统，包括接料仓1、滚筒筛分机2、螺旋挤压机3、浆液池、除杂机5、除沙机6、

加热罐7、三相离心机8，餐厨垃圾车将物料卸入接料仓1中，接料仓1的底部设置滤水装置对

餐厨垃圾的液体进行滤除，滤液通过管道流入第一浆液池41。经过滤水后的餐厨垃圾，经过

接料仓1的底部螺旋送入滚筒筛分机2，滚筒筛分机2为网孔大小为50mm筛网并配有导流板，

将餐厨垃圾中的大物质杂质进行去除例如：玻璃瓶、塑料瓶、布块等杂质，同时用提油后热

水对滚筒筛进行回喷，保证杂质中含有油脂被洗入筛下物中；经过滚筒筛分机2之后的筛下

物进入螺旋挤压机3，对无机质进行强力挤压，螺旋挤压机3为前端滤水段为6mm网孔、后端

挤压段为3mm网孔，进一步除去餐厨垃圾中的杂物，由于有回流热水，提高挤压效率，挤压后

滤液送入第一浆液池41；第一浆液池41浆料，经过泵送进入自动除杂机5，该设备上部为长

方形，下半部分为倒梯形结构的缓存仓，在缓存仓内安装浮渣挡板，底部装有无轴螺旋，侧

面安装液压浮渣推板，第一浆液池41浆料在缓存仓内通过自重进行分离，沙料沉在缓存仓

的底部，通过无轴螺旋输送去除，浮渣挡在挡板后面，通过推板排走，水相绕过浮渣推板，从

出口排出，通过自动除杂机5对浆料中的轻飘物质如纤维、塑料和重物质沉沙等进行去除，

浆料自流入第二浆液池42；第二浆液池42浆料，经过泵送进入自动除沙机6，该设备配有进

料缓冲罐进行进料与除沙后物料混合，混合后物料通过沉沙箱后，通过泵送进入前置除沙

器，进行沙水分离后，进入旋流除沙器，再次除沙，经过旋流后水进入后置除沙器再次除沙

后，进入进料缓冲罐，缓冲罐水外排1/3,剩余2/3继续在内部循环，沉沙箱、前置除沙器、旋

流除沙器、后置除沙器中沙全部排入旋流除沙器沙收集装置，通过螺旋送入除杂车间，自动

除沙机6对浆料中重物质如砂石、鸡蛋壳等进行去除，去除率高，浆料自流入第三浆液池43；

第三浆液池43浆料，经过泵送进入加热罐7，加热罐7内有蒸汽直喷装置，提高加热效率，并

设有溢流管道，溢流入第一浆液池41，在加热罐7内将物料加热至85‑90度，再泵送至三相离

心机8进行提油，油相进入油脂暂存池暂存，水相进入第四浆液池44，部分回流滚筒筛分机2

进行原料冲洗，部分进入厌氧进料缓存池，渣相可做堆肥、养虫、厌氧发酵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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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具体实施，接料仓1实现餐厨垃圾的接收、输送、固液粗分离，该系统包括垃圾接收

斗和斗底输送螺旋，斗底采用两条内径500mm的螺旋进行输送以保证一备一用，螺旋倾斜设

置，角度15‑30度，螺旋底部装有滤网，水相通过滤网进入第一池，螺旋底部有隔水舱，进行

尾部排水，料仓最高液位要低于螺旋出口高0  .5米。

[0022] 筒筛分机内装有间隔导流板，确保物料均匀向前输送，筛孔直径40mm，滚筒筛上半

部分装有喷淋装置，回喷提油后热水，将物料上粘有油分冲洗进液相，提高餐厨垃圾提油

率，同时能能起到清洗筛网作用。

[0023] 螺旋挤压机3，螺旋轴采用低合金钢外包覆不锈钢板，不锈钢板为304材质，厚度

3mm，以圆环装焊接在轴上，圆环宽度不大于30mm，轴的出料端焊接耐磨合金钢

ZG40CrMnMoNiRe，尺寸参照不锈钢圆环，螺旋叶片焊接于螺旋轴的不锈钢圆环上，螺旋叶片

材质不锈钢304，叶片厚度20‑40mm，出料端螺旋叶片表面加装耐磨合金钢ZG40CrMnMoNiRe

块，增加螺旋使用寿命，宽度从左端到右端成渐变结构，渐变尺寸51‑24mm，以满足机械挤压

产生的扭矩需求。

[0024] 螺旋挤压机3螺旋压榨机筛网分两段，第一段筛网网孔6mm；第二段筛网网孔3mm，

筛网为格栅式筛网第一段尺寸为500x6mm，第二段尺寸为500x3mm，筛网采用5*5方钢，第一

段筛网主要以过滤为主，第二段筛网以过滤兼挤压为主，筛网采用对夹式安装，方便检修，

这样设计可以极高的提高挤压效率。

[0025] 浆液池采用混凝土结构，表面设置防腐层，设置泵坑，浆液池池底向泵坑倾斜，倾

斜角度大于2°，浆液池顶部设置雷达液位计和搅拌器，用以测量浆液液位和混匀物料，防止

细沙沉积和轻物质漂浮，物料在浆液池分层。搅拌器采用大流量设计，搅拌器下部和中上部

设计两层叶片，搅拌器叶片呈异形形状，搅拌器叶片形状见图纸，以保证搅拌器的推流量

大，转速低，运行平稳。

[0026] 除杂机5装置上部为长方形，下半部分为倒梯形结构，在装置内安装杂物挡板，底

部装有无轴螺旋，侧面安装液压杂物推板，来料在装置内通过自重进行分离，重物沉在装置

底部，通过无轴螺旋输送去除，轻飘杂物挡在挡板后面，通过推板排走，水相绕过杂物推板，

从出口排出。该装置简单，易操作，占地小，不用单独增加冲洗水，相对于现有设备及技术，

极大的减少电耗和水耗。

[0027] 除沙机6装置配有进料罐、输送泵、一级旋流器、除沙罐、除沙螺旋、后置旋流器、排

水管，该设备进料进入进料罐后，通过泵送经过一级旋流器、除沙罐后，将沙石排除，水相经

过后置旋流器，再次除沙后，除沙后水1/3外排，2/3继续循环，除沙率在95%以上。

[0028] 三相离心机8可以根据进料情况，在进料口处设计有调节装置，保证出油含油率在

98%以上，该三相提油装置螺旋叶片上镶嵌有硬质合金，使该三相离心机8的使用寿命提高

30%。

[0029] 所有设备控制采用DCS控制，各浆液池配有液位计，各泵出口装有流量计，加热罐7

有温度计，各设备远程监护及故障报警装置，系统各设备远程操作，连锁控制，自动化程度

高。

[0030] 本发明提供一种餐厨垃圾高效除沙除杂提油方法，包括以下过程：

步骤一：餐厨垃圾车将物料卸入接料仓中，接料仓设置滤水装置对餐厨垃圾的液

体进行滤除，滤液通过管道流入1#浆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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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经过滤水后的餐厨垃圾，经过斗底螺旋被送入滚筒筛分机，滚筒筛分机将

餐厨垃圾中的杂质进行去除例如：玻璃瓶、塑料瓶、布块等杂质；

步骤三：经过滚筒筛分机之后的物料被送入螺旋挤压机，对无机质进行强力挤压，

除去餐厨垃圾中的水分，并且将滤液送入第一浆液池；

步骤四：第一浆液池浆料，经过泵送进入自动除杂机，对浆料中的轻飘物质如纤

维、塑料等进行去除，浆料自流入第二浆液池；

步骤五：第二浆液池浆料，经过泵送进入自动除沙机，对浆料中重物质如砂石、鸡

蛋壳等进行去除，浆料自流入第三浆液池；

步骤六：第三浆液池浆料，经过泵送进入加热罐，在加热罐内加热至85‑90度，再送

至三相离心机进行提油，油相进入油脂暂存池暂存，水相进入第四池，部分回流滚筒筛分机

进行原料冲洗，部分进入厌氧进料缓存池，渣相可做堆肥、养虫、厌氧发酵原料。

[0031] 步骤七：滚筒筛分机、挤压螺旋、除杂机、除沙机分选出的杂物，一起转运后进入焚

烧厂焚烧。

[0032] 而步骤六提油后第四池热水一部分回喷滚筒筛分机，冲洗滚筒筛内物料，提高油

脂提取率；一部分进入厌氧进料缓存池，保证厌氧发酵温度；三相分离的渣相，可作为堆肥、

养虫、厌氧发酵原料，提高餐厨垃圾资源化率。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  本发明采用过滤、大物质分选、挤压、除杂、除沙、提油的方式对餐厨垃圾进行

预处理，已达到餐厨垃圾最大化资源化利用。通过分离后，产生的油相可以作为生物柴油等

产品原料，有机渣可以做堆肥、养虫、厌氧发酵的原料，水直接进行厌氧发酵，发酵后沼气可

以发电或提纯制天然气。经过处理后餐厨垃圾由原来的含水率大约80%降低到60%，含油率

有3‑5%降低到0.1%以下。

[0034] 2.  本发明固液分离效果好、固相含固率高、提油效率高、系统简单、能耗低、运行

安全可靠、维护操作简单方便、系统稳定性高、设备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0035]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几个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并非局限于此，任何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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