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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有机固废垃圾的无害化

处理装置，包括壳体、粉碎装置、脱水装置、压块

装置、净化装置、控制装置、电源；壳体包括粉碎

腔、脱水腔、挤压腔、净化腔，壳体上端设置有进

料斗，壳体底部设置有底座；粉碎装置包括粉碎

刀和粉碎电机；脱水装置包括旋转筒和旋转电

机；压块装置包括气缸、连接架、挤压板；控制装

置包括控制器、处理器、遥控器；控制器与粉碎电

机、旋转电机连接，遥控器、处理器与控制器连

接；电源装置为粉碎电机、旋转电机提供电源；本

发明能够对有机固废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不会

产生二次污染，适宜大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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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固废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壳体(1)、粉碎装置

(2)、脱水装置(3)、压块装置(4)、净化装置(5)、控制装置(6)、电源(7)；所述壳体(1)包括粉

碎腔(11)、脱水腔(12)、挤压腔(13)、净化腔(14)，壳体(1)上端设置有进料斗(15)，壳体(1)

底部设置有底座；所述粉碎装置(2)包括粉碎刀(21)和粉碎电机(22)；所述脱水装置(3)包

括旋转筒(31)和旋转电机(32)；所述压块装置(4)包括气缸(41)、连接架(42)、挤压板(43)；

所述控制装置(6)包括控制器(61)、处理器(62)、遥控器(63)；所述粉碎腔(11)设置在壳体

(1)内部上端，粉碎腔(11)内部上端设置有电磁吸附板(110)和消毒喷头(111)，壳体(1)外

部设置有消毒液箱(112)，所述消毒喷头(111)和消毒液箱(112)连接；所述脱水腔(12)设置

在壳体(1)内部，位于粉碎腔(11)下端，脱水腔(12)与粉碎腔(11)连接处设置有导流板；所

述挤压腔(13)设置在壳体(1)内部，位于脱水腔(12)右侧，挤压腔(13)右侧设置有活动箱

门，脱水腔(12)和挤压腔(13)底部均设置有固定板(16)，固定板(16)上设置有透水孔和滑

槽(161)，所述滑槽(161)用于连接脱水腔(12)和挤压腔(13)，脱水腔(12)和挤压腔(13)连

接处设置有电动伸缩板(17)；所述净化腔(14)设置在壳体(1)内部，位于脱水腔(12)下端，

净化腔(14)底部设置有排渣口,净化腔(14)右侧下端设置有排水口；所述粉碎刀(21)包括

外侧粉碎刀(210)和内侧粉碎刀(211)，所述外侧粉碎刀(210)通过连接杆一连接于转轴

(212)四周，外侧粉碎刀(210)上设置有导向槽(2101)，所述内侧粉碎刀(211)通过连接杆二

连接于轴套(213)四周，所述转轴(212)套设在所述轴套(213)内部，且外侧粉碎刀(210)和

内侧粉碎刀(211)沿着转轴(212)的方向是相互错开的，所述粉碎电机(22)包括电机一

(220)和电机二(221)，所述电机一(220)为外侧粉碎刀(210)提供动力，所述电机二(221)为

内侧粉碎刀(211)提供动力，电机一(220)和电机二(221)的旋转方向相反；所述旋转筒(31)

活动设置在脱水腔(12)内部，位于所述导流板的下端，旋转筒(31)上均匀设置有多个通孔，

旋转筒(31)上边沿处设置有位置感应装置(33)，所述旋转电机(32)活动设置在固定板(16)

上，旋转电机(32)为旋转筒(31)提供动力，旋转电机(32)底部设置有丝杠连接块(81)，所述

底座上设置有丝杠电机(82)，所述丝杠电机(82)和丝杠连接块(81)之间连接有丝杠(83)，

丝杠电机(82)为所述丝杠(83)提供动力，通过丝杠(83)可以拉动旋转筒(31)在所述滑槽

(161)上滑动；所述气缸(41)设置在挤压腔(13)内部上端，所述连接架(42)设置在气缸(41)

下端，所述挤压板(43)活动设置在连接架(42)下端，挤压板(43)上设置有红外感应装置

(44)；所述控制器(61)与电磁吸附板(110)、电动伸缩板(17)、粉碎电机(22)、旋转电机(32)

连接，所述处理器(62)与位置感应装置(33)和红外感应装置(44)连接，所述遥控器(63)、处

理器(62)与控制器(61)连接；所述电源(7)为电磁吸附板(110)、电动伸缩板(17)、粉碎电机

(22)、旋转电机(32)提供电源；

所述净化装置(5)包括过滤网(51)、搅拌器(52)、活性炭吸附层(53)、PP棉过滤层(54)，

净化腔(14)内部设置有絮凝剂喷洒装置，净化腔(14)左侧设置有开口，所述过滤网(51)贯

穿所述开口，过滤网(51)活动设置在净化腔(14)内部，过滤网(51)左端设置有拉手(510)，

通过所述拉手(510)可以拉动过滤网(51)在开口内移动，所述搅拌器(52)设置在净化腔

(14)内部，位于过滤网(51)下端，所述活性炭吸附层(53)设置在净化腔(14)内部，位于搅拌

器(52)右端，所述PP棉过滤层(54)设置在净化腔(14)内部，位于活性炭吸附层(53)右端，所

述排水口位于PP棉过滤层(54)右端；

所述过滤网(51)包括一级过滤网(511)和二级过滤网(512)，所述一级过滤网(5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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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二级过滤网(512)上端，一级过滤网的过滤孔大于二级过滤网的过滤孔；

所述进料斗(15)上铰接有密封板(18)，所述密封板(18)包括左密封板(180)和右密封

板(181)，所述左密封板(180)和右密封板(181)与进料斗(15)之间均设置有伸缩杆(18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有机固废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渣

口、排水口上均设置有电磁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有机固废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

板(43)与连接架(42)连接处设置有震动组件(45)和弹力组件(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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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机固废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固废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有机固废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有机废物指含有大量有机化合物的固体废弃物。如许多主要生产有机物制品的糖

厂、啤酒厂、食品厂、药剂厂、制革厂、造纸厂、印染厂、木材厂等排放的废料中的固体物或废

液中的沉积物；农村中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以及城乡居民生活中排出的固体废弃物品，

人、畜粪便及栏圈铺垫物；自然界中积存的动植物残余，如抖落的树叶、禽兽遗骸、污泥等。

它们涉及农业生产的许多行业产物、城乡生活废物、天然产物等，品种极多，化学成分十分

复杂。有机废物处理是指对有机废弃物及其污染物进行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处理，使其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甚至变废为宝。其基本处理方法有：堆肥法、焚烧、卫生填埋、等离子体处

理、热解吸、现场玻璃化及其他技术。

[0003] 就我国目前的有机废物处理处置技术和利用方式而言，有机废物的处理是一个高

成本、低收益的过程，这一现实直接导致有机废物的处理率低，许多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

行、有机废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在全球能源短缺、资源紧张的大背景下，需要

重新审视我国传统的有机废物处理处置和利用方式。由于有机废物的有机质含量较高，和

一般固体废弃物比较，更容易被生物利用，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有机废物也是一种资

源。所以，需要采用创新的技术对有机废物进行资源化再利用，变废为宝，在治理污染的同

时，将有机废物生物转化为有用的资源和产品，符合循环经济的理念，也将是我国解决有机

废物污染的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发展对有机废物的资源化处理处置新技术已成为我国迫

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是我国今后环境生物技术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有机固废垃

圾无害化处理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有机固废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装置，主要包括壳体、粉碎

装置、脱水装置、压块装置、净化装置、控制装置、电源；壳体包括粉碎腔、脱水腔、挤压腔、净

化腔，壳体上端设置有进料斗，壳体底部设置有底座；粉碎装置包括粉碎刀和粉碎电机；脱

水装置包括旋转筒和旋转电机；压块装置包括气缸、连接架、挤压板；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

处理器、遥控器；粉碎腔设置在壳体内部上端，粉碎腔内部上端设置有电磁吸附板和消毒喷

头，壳体外部设置有消毒液箱，消毒喷头和消毒液箱连接；脱水腔设置在壳体内部，位于粉

碎腔下端，脱水腔与粉碎腔连接处设置有导流板；挤压腔设置在壳体内部，位于脱水腔右

侧，挤压腔右侧设置有活动箱门，脱水腔和挤压腔底部均设置有固定板，固定板上设置有透

水孔和滑槽，滑槽用于连接脱水腔和挤压腔，脱水腔和挤压腔连接处设置有电动伸缩板；净

化腔设置在壳体内部，位于脱水腔下端，净化腔底部设置有排渣口,净化腔右侧下端设置有

排水口；粉碎刀包括外侧粉碎刀和内侧粉碎刀，外侧粉碎刀通过连接杆一连接于转轴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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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粉碎刀上设置有导向槽，内侧粉碎刀通过连接杆二连接于轴套四周，转轴套设在轴套

内部，且外侧粉碎刀和内侧粉碎刀沿着转轴的方向是相互错开的，粉碎电机包括电机一和

电机二，电机一为外侧粉碎刀提供动力，电机二为内侧粉碎刀提供动力，电机一和电机二的

旋转方向相反；旋转筒活动设置在脱水腔内部，位于导流板的下端，旋转筒上均匀设置有多

个通孔，旋转筒上边沿处设置有位置感应装置，旋转电机活动设置在固定板上，旋转电机为

旋转筒提供动力，旋转电机底部设置有丝杠连接块，底座上设置有丝杠电机，丝杠电机和丝

杠连接块之间连接有丝杠，丝杠电机为丝杠提供动力，通过丝杠可以拉动旋转筒在滑槽上

滑动；气缸设置在挤压腔内部上端，连接架设置在气缸下端，挤压板活动设置在连接架下

端，挤压板上设置有红外感应装置；控制器为市售，控制器与电磁吸附板、电动伸缩板、粉碎

电机、旋转电机连接，处理器与位置感应装置和红外感应装置连接，遥控器、处理器与控制

器连接；电源装置为电磁吸附板、电动伸缩板、粉碎电机、旋转电机提供电源。

[0006] 进一步地，净化装置包括过滤网、搅拌器、活性炭吸附层、PP棉过滤层，净化腔内部

设置有絮凝剂喷洒装置，净化腔左侧设置有开口，过滤网贯穿开口，过滤网活动设置在净化

腔内部，过滤网左端设置有拉手，通过拉手可以拉动过滤网在开口内移动，搅拌器设置在净

化腔内部，位于过滤网下端，活性炭吸附层设置在净化腔内部，位于搅拌器右端，PP棉过滤

层设置在净化腔内部，位于活性炭吸附层右端，排水口位于PP棉过滤层右端，通过净化装置

对固废垃圾中的水分进行净化处理，经过多次过滤，使得最终的水没有任何污染，不会对自

然环境产生危害。

[0007] 进一步地，过滤网包括一级过滤网和二级过滤网，一级过滤网位于二级过滤网上

端，一级过滤网的过滤孔大于二级过滤网的过滤孔，首先进行初步过滤，在进行二次过滤，

使得废水中的颗粒污染物含量减小，有效提高污水净化的效果。

[0008] 进一步地，进料斗上铰接有密封板，密封板包括左密封板和右密封板，左密封板和

右密封板与进料斗之间均设置有伸缩杆，当进料完毕时，伸缩杆推动密封板闭合，防止粉碎

腔内部的固废残渣甩出装置外，对处理场地造成污染。

[0009] 进一步地，排渣口、排水口上均设置有电磁阀，通过控制器控制电磁阀，对净化腔

内部沉积的污染颗粒进行排放，同时排放净化后的水，简单方便，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

[0010] 进一步地，挤压板与连接架连接处设置有震动组件和弹力组件，通过震动组件和

弹力组件的共同作用，使得固体废物残渣被挤压的更加紧实，有利于后期的搬运和处理，同

时节省了空间。

[0011] 进一步地，消毒液箱内部装有消毒液，消毒液由石香葇、兰香草、五倍子、蓖麻叶、

肉桂、地锦草、百部、生漆、槐角、巴旦杏仁的提取液组成，消毒液的制备方法为：按重量组分

计，取石香葇4份、兰香草7份、五倍子3份、蓖麻叶15份、肉桂16份、地锦草10份、百部15份、生

漆3份、槐角11份、巴旦杏仁8份，粉碎后混合，加入相对于混合物10-20倍重量的纯净水，用

多功能提取罐进行加热提取，提取温度为95-100℃，提取时间为0.5-2小时，提取完成后，冷

却至室温，80-100目筛过滤，得到的滤液再加纯净水调节溶液的质量分数为3-5％，即为消

毒液，能够有效灭杀固废垃圾表面附着的致病菌，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不会对装置产生污

染。

[001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使用时，接通电源装置，通过操作遥控器，遥控器与控制器

连接，控制器控制电动伸缩杆启动，打开密封板，将有机固废垃圾从进料斗投入，控制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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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密封板闭合；粉碎电机启动，外侧粉碎刀和内侧粉碎刀反方向转动，对有机固废垃圾进行

充分粉碎；粉碎后的有机固废垃圾通过导流板进入旋转筒，当位置感应装置感应到旋转筒

内有机固废垃圾装满时，将信号发送给处理器，处理器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将指令发送给

控制器，控制器控制粉碎装置关闭，同时旋转电机启动，对有机固废垃圾进行脱水处理，污

染水通过固定板上的透水孔进入净化腔；脱水处理完毕后，旋转电机关闭，电动伸缩板开

启，丝杆电机带动丝杠旋转，拉动旋转筒进入挤压腔，红外感应装置感应到旋转筒到达挤压

板正下方时，将信号发送给处理器，处理器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将指令发送给控制器，控

制器控制气缸启动，对有机固废垃圾进行压实处理，压实后的垃圾块通过挤压腔上的活动

箱门移出；进入净化腔的废水先经过过滤网过滤，絮凝剂喷洒装置对净化腔喷洒絮凝剂，同

时搅拌器启动使得絮凝剂与废水充分混合，经过絮凝剂处理后的废水依次经过活性炭吸附

层、PP棉过滤层处理，从排水口排出，絮凝后的污染残渣通过排渣口排出。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在工作时，工作人员可以远程操控，

避免了有机固废垃圾的气味使工作者产生不适感，同时避免了有机固废垃圾中的致病菌对

人体造成危害；本发明的粉碎刀包括外侧粉碎刀和内侧粉碎刀，外侧粉碎刀和内侧粉碎刀

反向旋转，对有机固废垃圾进行充分粉碎，外侧粉碎刀上设置有导向槽，能够防止条状的固

废垃圾缠绕在粉碎刀上，提高粉碎效果，提高工作效率；本发明的净化装置，能够对有机固

废垃圾中的废水进行净化处理，一方起到水资源回收利用的作用，另一方面，避免了污染水

随意排放，对地下水资源以及土壤造成二次污染；本发明的压块装置，能够对脱水后的有机

固废垃圾颗粒进行压块处理，节省存放空间，同时便于工作人员搬运。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粉碎刀的左视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的外侧粉碎刀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的压板和连接架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的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的控制框图；

[0020] 其中，1-壳体、11-粉碎腔、110-电磁吸附板、111-消毒喷头、112-消毒液箱、12-脱

水腔、13-挤压腔、14-净化腔、15-进料斗、16-固定板、161-滑槽、17-电动伸缩板、18-密封

板、180-左密封板、181-右密封板、182-伸缩杆、2-粉碎装置、21-粉碎刀、210-外侧粉碎刀、

2101-导向槽、211-内侧粉碎刀、212-转轴、213-轴套、22-粉碎电机、220电机一、221-电机

二、3-脱水装置、31-旋转筒、32-旋转电机、33-位置感应装置、4-压块装置、41-气缸、42-连

接架、43-挤压板、44-红外感应装置、45-震动组件、46-弹力组件、5-净化装置、51-过滤网、

510-拉手、511-一级过滤网、512-二级过滤网、52-搅拌器、53-活性炭吸附层、54-PP棉过滤

层、6-控制装置、61-控制器、62-处理器、63-遥控器、7-电源、81-丝杠连接块、82-丝杠电机、

83-丝杠。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如图1所示的一种有机固废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装置，主要包括壳体1、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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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2、脱水装置3、压块装置4、净化装置5、控制装置6、电源7；壳体1包括粉碎腔11、脱水腔

12、挤压腔13、净化腔14，壳体1上端设置有进料斗15，进料斗15上铰接有密封板18，密封板

18包括左密封板180和右密封板181，左密封板180和右密封板181与进料斗15之间均设置有

伸缩杆182；壳体1底部设置有底座；粉碎腔11设置在壳体1内部上端，粉碎腔11内部上端设

置有电磁吸附板110和消毒喷头111，壳体1外部设置有消毒液箱112，消毒液箱112内部装有

消毒液，消毒液由石香葇、兰香草、五倍子、蓖麻叶、肉桂、地锦草、百部、生漆、槐角、巴旦杏

仁的提取液组成，消毒液的制备方法为：按重量组分计，取石香葇4份、兰香草7份、五倍子3

份、蓖麻叶15份、肉桂16份、地锦草10份、百部15份、生漆3份、槐角11份、巴旦杏仁8份，粉碎

后混合，加入相对于混合物15倍重量的纯净水，用多功能提取罐进行加热提取，提取温度为

100℃，提取时间为2小时，提取完成后，冷却至室温，100目筛过滤，得到的滤液再加纯净水

调节溶液的质量分数为5％，即为消毒液；消毒喷头111和消毒液箱112连接；脱水腔12设置

在壳体1内部，位于粉碎腔11下端，脱水腔12与粉碎腔11连接处设置有导流板；挤压腔13设

置在壳体1内部，位于脱水腔12右侧，挤压腔13右侧设置有活动箱门，脱水腔12和挤压腔13

底部均设置有固定板16，固定板16上设置有透水孔和滑槽161，滑槽161用于连接脱水腔12

和挤压腔13，脱水腔12和挤压腔13连接处设置有电动伸缩板17；净化腔14设置在壳体1内

部，位于脱水腔12下端，净化腔14底部设置有排渣口,净化腔14右侧下端设置有排水口；

[0022] 如图2、3所示，粉碎装置2包括粉碎刀21和粉碎电机22；粉碎刀21包括外侧粉碎刀

210和内侧粉碎刀211，外侧粉碎刀210通过连接杆一连接于转轴212四周，外侧粉碎刀210上

设置有导向槽2101，内侧粉碎刀211通过连接杆二连接于轴套213四周，转轴212套设在轴套

213内部，且外侧粉碎刀210和内侧粉碎刀211沿着转轴212的方向是相互错开的，粉碎电机

22包括电机一220和电机二221，电机一220为外侧粉碎刀210提供动力，电机二221为内侧粉

碎刀211提供动力，电机一220和电机二221的旋转方向相反；

[0023] 如图1所示，脱水装置3包括旋转筒31和旋转电机32；旋转筒31活动设置在脱水腔

12内部，位于导流板的下端，旋转筒31上均匀设置有多个通孔，旋转筒31上边沿处设置有位

置感应装置33，旋转电机32活动设置在固定板16上，旋转电机32为旋转筒31提供动力，旋转

电机32底部设置有丝杠连接块81，底座上设置有丝杠电机82，丝杠电机82和丝杠连接块81

之间连接有丝杠83，丝杠电机82为丝杠83提供动力，通过丝杠83可以拉动旋转筒31在滑槽

161上滑动；

[0024] 如图4所示，压块装置4包括气缸41、连接架42、挤压板43；气缸41设置在挤压腔13

内部上端，连接架42设置在气缸41下端，挤压板43活动设置在连接架42下端，挤压板43上设

置有红外感应装置44；挤压板43与连接架42连接处设置有震动组件45和弹力组件46；

[0025] 如图5所示，净化装置5包括过滤网51、搅拌器52、活性炭吸附层53、PP棉过滤层54，

净化腔14内部设置有絮凝剂喷洒装置，净化腔14左侧设置有开口，过滤网51贯穿开口，过滤

网51活动设置在净化腔14内部，过滤网51左端设置有拉手510，通过拉手510可以拉动过滤

网51在开口内移动，过滤网51包括一级过滤网511和二级过滤网512，一级过滤网511位于二

级过滤网512上端，一级过滤网的过滤孔大于二级过滤网的过滤孔，搅拌器52设置在净化腔

14内部，位于过滤网51下端，活性炭吸附层53设置在净化腔14内部，位于搅拌器52右端，PP

棉过滤层54设置在净化腔14内部，位于活性炭吸附层53右端，排水口位于PP棉过滤层54右

端，排渣口、排水口上均设置有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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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图1所示，控制器61位市售，控制装置6包括控制器61、处理器62、遥控器63；控制

器61与电磁吸附板110、电动伸缩板17、粉碎电机22、旋转电机32连接，处理器62与位置感应

装置33和红外感应装置44连接，遥控器63、处理器62与控制器61连接；电源装置7为电磁吸

附板110、电动伸缩板17、粉碎电机22、旋转电机32提供电源。

[002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使用时，接通电源装置7，通过操作遥控器63，遥控器63与控

制器61连接，控制器61控制电动伸缩杆17启动，打开密封板18，将有机固废垃圾从进料斗15

投入，控制器61控制密封板18闭合；粉碎电机22启动，外侧粉碎刀210和内侧粉碎刀211反方

向转动，对有机固废垃圾进行充分粉碎；粉碎后的有机固废垃圾通过导流板进入旋转筒31，

当位置感应装置33感应到旋转筒31内有机固废垃圾装满时，将信号发送给处理器62，处理

器62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将指令发送给控制器61，控制器61控制粉碎装置2关闭，同时旋

转电机32启动，对有机固废垃圾进行脱水处理，污染水通过固定板16上的透水孔进入净化

腔；脱水处理完毕后，旋转电机32关闭，电动伸缩板17开启，丝杆电机83带动丝杠83旋转，拉

动旋转筒31进入挤压腔13，红外感应装置44感应到旋转筒31到达挤压板43正下方时，将信

号发送给处理器62，处理器62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将指令发送给控制器61，控制器61控制

气缸41启动，对有机固废垃圾进行压实处理，压实后的垃圾块通过挤压腔13上的活动箱门

移出；进入净化腔14的废水先经过过滤网51过滤，絮凝剂喷洒装置对净化腔14喷洒絮凝剂，

同时搅拌器52启动使得絮凝剂与废水充分混合，经过絮凝剂处理后的废水依次经过活性炭

吸附层53、PP棉过滤层54处理，从排水口排出，絮凝后的污染残渣通过排渣口排出。

[002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

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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