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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包括

预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固体渣料好氧堆肥

系统和除臭系统；预处理系统与污水处理系统相

连，污水处理系统与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相

连，预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固体渣料好氧

堆肥系统均与除臭系统相连。优点是：餐厨垃圾

经过本系统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得到油脂、沼气

和有机肥，有机肥及利用油脂制成的生物柴油均

可使垃圾变废为宝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利用沼

气加热蒸汽为系统提供热源；污水处理系统产生

的浓缩液得到进一步处理；预处理产生的渣料进

行好氧发酵成有机肥料；增加除臭系统，使整个

系统运行起来更环保；提高了餐厨垃圾处理效率

和经济效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废零排放。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12474711 A

2021.03.12

CN
 1
12
47
47
11
 A



1.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预处理系统；所述预处理系统包括液压接料斗、螺旋输送机、生物质分离器、注浆泵、浆

料脱水机、除砂罐、三相油水分离器；所述液压接料斗与所述螺旋输送机和所述除砂罐相

连，所述螺旋输送机与所述生物质分离器相连，所述生物质分离器经所述注浆泵与所述浆

料脱水机相连，所述浆料脱水机与所述除砂罐相连，所述除砂罐与所述三相油水分离器相

连，所述三相油水分离器与所述粗油脂罐相连；

污水处理系统；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厌氧罐、沼气提纯装置、调节池、厌氧池、缺氧

池、好氧池、超滤膜、纳滤膜、反渗透膜和MVR蒸发装置；所述厌氧罐与所述沼气提纯装置和

所述调节池相连，所述调节池与所述厌氧池相连，所述厌氧池与所述缺氧池相连，所述缺氧

池与所述好氧池相连，所述好氧池与所述超滤膜相连，所述超滤膜与所述纳滤膜相连，所述

纳滤膜与所述反渗透膜相连，所述反渗透膜与所述MVR蒸发装置相连；

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所述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包括渣料输送装置、好氧温控发

酵房、菌剂添加装置、鼓风换气装置和推杆翻料装置；所述渣料输送装置与所述好氧温控发

酵房相连，所述菌剂添加装置和所述推杆翻料装置设置在所述好氧温控发酵房中，所述鼓

风换气装置设置在所述推杆翻料装置上；

除臭系统；臭气收集输送装置、一体化生物滤池和光催化除臭装置；所述臭气收集输送

装置与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相连，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与所述光催化除臭装置相连，所述

一体化生物滤池上设置有喷淋装置和自动加药装置；

所述浆料脱水机和所述三相油水分离器均与所述厌氧罐和所述渣料收集输送装置相

连；所述厌氧罐和所述MVR蒸发装置均与所述渣料收集输送装置相连；所述预处理系统、所

述污水处理系统和所述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均与所述臭气收集处理装置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包括预

洗池和生物滤池，所述预洗池和生物滤池上均单独设置有自动喷淋装置，所述预洗池上设

置有自动加药装置，所述自动加药装置向所述预洗池中添加碱液，令所述预洗池中的PH值

控制在8‑10；所述预洗池中设置有用于检测PH值的PH检测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渣料经渣料输送装置送入好

氧温控发酵房，菌剂添加装置向渣料中添加菌剂，待渣料的温度大于或等于55℃度时，渣料

被输送至推杆翻斗装置上，并经所述推杆翻斗装置的定时翻料后堆放至腐熟堆；所述推杆

翻斗装置的工作周期为5‑7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腐熟堆经分筛机分筛后

获取有机肥料，所述分筛机的筛网孔径大小为18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系统还包括沼气锅炉设备，

所述沼气锅炉设备与所述沼气提纯装置相连，所述沼气锅炉设备经蒸汽盘管与所述除砂

罐、所述厌氧罐和所述好氧温控发酵房相连，为其提供热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处理系统包括输送泵

和柱塞泵，所述液压接料斗上设置有第一集水箱，所述浆料脱水机上设置有第二集水箱，所

述第一集水箱和所述第二集水箱分别通过一个输送泵与所述除砂罐相连；所述除砂罐上设

置有与所述蒸汽盘管相连的加热器，所述除砂罐内部设置有框式搅拌器，所述除砂罐底部

设置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连接有出料输送机，所述除砂罐经所述柱塞泵与所述三相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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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器相连。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2474711 A

3



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餐厨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大型的酒店饭店、餐馆的增多，导致城市餐厨垃圾越来越多，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处

理，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环境进而引发环境污染、危害人类健康等一系列的问题。因

此，加快餐厨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方式成为当务之急。

[0003] 目前市场上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一般是经过预处理后，将渣料进行外运填埋处理

或者去焚烧，这样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二次污染；废水经过厌氧发酵、MBR膜生

物反应器处理后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汇入市政污水在进行集中处理，造成污水处理的重复

性建设；产生的浓缩液回灌，这样会使污水可生化性变差，污水越来越难处理，是一种治标

不治本的处理方式。餐厨垃圾的处理过程中如预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好氧堆肥系统都

会伴随着不愉快的气味，主要成分是硫化氢、氨气、此外还有少量的有机气体如甲硫醇、二

甲基硫、甲硫醚等；这些气体如果不经过处理将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甚至会严重

威胁人类的健康。而且大多数的垃圾处理设备在处理的时候采用电加热或热水加温，消耗

大量的电能和热能，增加了处理成本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从而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前述

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7] 预处理系统；所述预处理系统包括液压接料斗、螺旋输送机、生物质分离器、注浆

泵、浆料脱水机、除砂罐、三相油水分离器；所述液压接料斗与所述螺旋输送机和所述除砂

罐相连，所述螺旋输送机与所述生物质分离器相连，所述生物质分离器经所述注浆泵与所

述浆料脱水机相连，所述浆料脱水机与所述除砂罐相连，所述除砂罐与所述三相油水分离

器相连，所述三相油水分离器与所述粗油脂罐相连；

[0008] 污水处理系统；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厌氧罐、沼气提纯装置、调节池、厌氧池、缺

氧池、好氧池、超滤膜、纳滤膜、反渗透膜和MVR蒸发装置；所述厌氧罐与所述沼气提纯装置

和所述调节池相连，所述调节池与所述厌氧池相连，所述厌氧池与所述缺氧池相连，所述缺

氧池与所述好氧池相连，所述好氧池与所述超滤膜相连，所述超滤膜与所述纳滤膜相连，所

述纳滤膜与所述反渗透膜相连，所述反渗透膜与所述MVR蒸发装置相连；

[0009] 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所述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包括渣料输送装置、好氧温

控发酵房、菌剂添加装置、鼓风换气装置和推杆翻料装置；所述渣料输送装置与所述好氧温

控发酵房相连，所述菌剂添加装置和所述推杆翻料装置设置在所述好氧温控发酵房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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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鼓风换气装置设置在所述推杆翻料装置上；

[0010] 除臭系统；臭气收集输送装置、一体化生物滤池和光催化除臭装置；所述臭气收集

输送装置与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相连，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与所述光催化除臭装置相连，

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上设置有喷淋装置和自动加药装置；

[0011] 所述浆料脱水机和所述三相油水分离器均与所述厌氧罐和所述渣料收集输送装

置相连；所述厌氧罐和所述MVR蒸发装置均与所述渣料收集输送装置相连；所述预处理系

统、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和所述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均与所述臭气收集处理装置相连。

[0012] 优选的，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包括预洗池和生物滤池，所述预洗池和生物滤池上

均单独设置有自动喷淋装置，所述预洗池上设置有自动加药装置，所述自动加药装置向所

述预洗池中添加碱液，令所述预洗池中的PH值控制在8‑10；所述预洗池中设置有用于检测

PH值的PH检测仪。

[0013] 优选的，渣料经渣料输送装置送入好氧温控发酵房，菌剂添加装置向渣料中添加

菌剂，待渣料的温度大于或等于55℃度时，渣料被输送至推杆翻斗装置上，并经所述推杆翻

斗装置的定时翻料后堆放至腐熟堆；所述推杆翻斗装置的工作周期为5‑7天。

[0014] 优选的，所述腐熟堆经分筛机分筛后获取有机肥料，所述分筛机的筛网孔径大小

为18目。

[0015] 优选的，系统还包括沼气锅炉设备，所述沼气锅炉设备与所述沼气提纯装置相连，

所述沼气锅炉设备经蒸汽盘管与所述除砂罐、所述厌氧罐和所述好氧温控发酵房相连，为

其提供热源。

[0016] 优选的，所述预处理系统包括输送泵和柱塞泵，所述液压接料斗上设置有第一集

水箱，所述浆料脱水机上设置有第二集水箱，所述第一集水箱和所述第二集水箱分别通过

一个输送泵与所述除砂罐相连；所述除砂罐上设置有与所述蒸汽盘管相连的加热器，所述

除砂罐内部设置有框式搅拌器，所述除砂罐底部设置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连接有出料输

送机，所述除砂罐经所述柱塞泵与所述三相油水分离器相连。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通过预处理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得到的固体渣料，利用

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发酵成有机肥料，既避免由于直接填埋或者焚烧产生二次污染和资

源浪费，又可以得到有机肥料从而提高餐厨垃圾的经济效益。2、通过本系统处理餐厨垃圾

可以得到油脂和沼气，利用油脂制作生物柴油并能利用沼气进行烧锅炉给餐厨垃圾处理系

统加热提供热源。3、经本系统处理后产生的浓缩液废水再利用污水处理系统进一步处理，

提高了污水处理效果，避免回灌产生二次污染。4、利用除臭系统将预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

统和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产生的臭气，进行集中收集处理，避免因处理餐厨垃圾产生废

气污染环境。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餐厨垃圾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

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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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本发明。

[0020] 实施例一

[002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0022] 预处理系统；所述预处理系统包括液压接料斗、螺旋输送机、生物质分离器、注浆

泵、浆料脱水机、除砂罐、三相油水分离器；所述液压接料斗与所述螺旋输送机和所述除砂

罐相连，所述螺旋输送机与所述生物质分离器相连，所述生物质分离器经所述注浆泵与所

述浆料脱水机相连，所述浆料脱水机与所述除砂罐相连，所述除砂罐与所述三相油水分离

器相连，所述三相油水分离器与所述粗油脂罐相连。

[0023] 污水处理系统；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厌氧罐、沼气提纯装置、调节池、厌氧池、缺

氧池、好氧池、超滤膜、纳滤膜、反渗透膜和MVR蒸发装置；所述厌氧罐与所述沼气提纯装置

和所述调节池相连，所述调节池与所述厌氧池相连，所述厌氧池与所述缺氧池相连，所述缺

氧池与所述好氧池相连，所述好氧池与所述超滤膜相连，所述超滤膜与所述纳滤膜相连，所

述纳滤膜与所述反渗透膜相连，所述反渗透膜与所述MVR蒸发装置相连；

[0024] 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所述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包括渣料输送装置、好氧温

控发酵房、菌剂添加装置、鼓风换气装置和推杆翻料装置；所述渣料输送装置与所述好氧温

控发酵房相连，所述菌剂添加装置和所述推杆翻料装置设置在所述好氧温控发酵房中，所

述鼓风换气装置设置在所述推杆翻料装置上；

[0025] 除臭系统；臭气收集输送装置、一体化生物滤池和光催化除臭装置；所述臭气收集

输送装置与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相连，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与所述光催化除臭装置相连，

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上设置有喷淋装置和自动加药装置；

[0026] 所述浆料脱水机和所述三相油水分离器均与所述厌氧罐和所述渣料收集输送装

置相连；所述厌氧罐和所述MVR蒸发装置均与所述渣料收集输送装置相连；所述预处理系

统、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和所述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均与所述臭气收集处理装置相连。

[0027] 本实施例中，系统还包括沼气锅炉设备，所述沼气锅炉设备与所述沼气提纯装置

相连，所述沼气锅炉设备经蒸汽盘管与所述除砂罐、所述厌氧罐和所述好氧温控发酵房相

连，为其提供热源。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预处理系统包括输送泵和柱塞泵，所述液压接料斗上设置有第

一集水箱，所述浆料脱水机上设置有第二集水箱，所述第一集水箱和所述第二集水箱分别

通过一个输送泵与所述除砂罐相连；所述除砂罐上设置有与所述蒸汽盘管相连的加热器，

所述除砂罐内部设置有框式搅拌器，所述除砂罐底部设置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连接有出

料输送机，所述除砂罐经所述柱塞泵与所述三相油水分离器相连。

[0029] 本实施例中，液压接料斗的输出口与螺旋输送机的输入口相连，所述螺旋输送机

的输出口与生物质分离器的输入口相连，所述生物质分离器的输出口与注浆泵与浆料脱水

机的输入口相连。所述浆料脱水机的输出口通过输送机与渣料输送装置相连。

[0030] 实施例二

[0031] 本实施例中，预处理系统的工作过程为：所述液压接料斗接收餐厨收运车收运回

来的餐厨垃圾，液压接料斗中的餐厨垃圾经过沥水后被螺旋输送机输送至生物质分离器

中；液相进入液压接料斗下面的第一集水箱中。所述生物质分离器将垃圾中的塑料、易拉

罐、筷子等非餐厨垃圾分选出来后，将餐厨垃圾粉粹制成浆料，分选出的固体物质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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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处理。餐厨垃圾浆料通过注浆泵进入浆料脱水机进行初步的固液分离；渣料进入渣料

输送装置中，液相进入浆料脱水机下面的第二集水箱。第一集水箱和第二集水箱中的物料

分别通过输送泵打入除砂罐，对物料进行除砂和预热水解，预热采用蒸汽盘管进行间接加

热，砂石通过框式搅拌器搅拌沉淀至底部，通过底部的出料输送机排出进行填埋，预热水解

后的液体进入三相油水分离器。三相油水分离器对水解后的物料进行分离，分别得到粗油

脂、废水和渣料。其中粗油脂存储在粗油脂罐中，并依次经过提纯脱色、酯交换、减压蒸馏等

步骤得到生物柴油；废水进入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后续处理；渣料进入通过渣料输送装置进

入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进行处理。

[0032] 实施例三

[0033] 本实施例中，污水处理系统的工作过程为：经预处理系统中的三相油水分离器分

离出来的废水经过调解后进入厌氧罐，产生沼气和发酵后的物料，将发酵后的物料进行固

液分离后渣料通过渣料输送装置进入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进行处理，液体进入调节池，

沼气进入沼气提纯装置。进入调解池的废水依次经过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超滤膜、纳滤

膜、反渗透膜后，清水达标排放，浓缩液进入MVR蒸发装置处理。浓缩液经过MVR蒸发装置处

理后，蒸发冷凝水达标排放，蒸发浓缩产生的污泥则通过渣料输送装置进入固体渣料好氧

堆肥系统进行处理。

[0034] 实施例四

[0035] 本实施例中，渣料经渣料输送装置送入好氧温控发酵房，菌剂添加装置向渣料中

添加菌剂，待渣料的温度大于或等于55℃度时，渣料被输送至推杆翻斗装置上，并经所述推

杆翻斗装置的定时翻料后堆放至腐熟堆；所述推杆翻斗装置的工作周期为5‑7天。

[0036] 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的工作过程为：渣料通过渣料输送装置进入好氧温控发酵

房，物料通过菌剂添加装置自动添加菌剂后，温度上升至55℃以上时输送物料至推杆翻料

装置上部，经过推杆翻料装置层层下翻后，达到堆肥腐熟堆，待物料腐熟后经过筛机分选得

到腐熟后的有机肥。

[0037] 好氧温控发酵房温度控制在40℃左右，推杆翻料装置上自带鼓风换气装置(鼓风

机)，物料经过推杆翻料装置进行快速好氧堆肥后，再经过堆堆腐熟

[0038] 物料在腐熟堆需要20天左右腐熟后经过筛机分选得到有机肥料，其中筛网孔径大

小为18目。

[0039] 实施例五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一体化生物滤池包括预洗池和生物滤池，所述预洗池和所述生

物滤池上均单独设置有自动喷淋装置，所述预洗池上设置有自动加药装置，所述自动加药

装置向所述预洗池中添加碱液，令所述生物滤池中的PH值控制在8‑10；所述预洗池中设置

有用于检测PH值的PH检测仪。每隔1‑3个月定时更换排放一体化生物滤池的部分污水，并将

这些污水通入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0041] 除臭系统的工作过程为：预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的

臭气经过臭气收集处理装置输送至带喷淋装置的一体化生物滤池，臭气先经过预洗池洗涤

加湿后，再进入生物滤池与滤液和生物填料层接触的过程中，滤液中和附着在生物填料表

面的微生物将恶臭物质作为营养物进行吸收并分解，最后进入光催化除臭装置后达标排

放，从而达到净化去除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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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经过本系统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后的餐厨垃圾得到油脂、沼气和有机肥三部分。有

机肥及利用油脂制成的生物柴油均可使垃圾变废为宝产生不错的经济效益；而利用沼气进

行加热蒸汽供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加热；废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浓缩液不在是采用回灌填埋场

的传统治标不治本的处理方式，而是采用MVR蒸发装置进一步处理；预处理产生的渣料不在

采取外运填埋或者焚烧的处理方式，而是进行好氧发酵成有机肥料。针对预处理系统、污水

处理系统和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的废气，增加了除臭系统，从而使整个系统运行起来更

环保，有效避免了对环境的二次污染，是一种绿色、环保、经济、高效的处理方式，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三废零排放。

[0043] 通过采用本发明公开的上述技术方案，得到了如下有益的效果：

[004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通过预处理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得到的固

体渣料，利用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发酵成有机肥料，既避免由于直接填埋或者焚烧产生

二次污染和资源浪费，又可以得到有机肥料从而提高餐厨垃圾的经济效益。通过本系统处

理餐厨垃圾可以得到油脂和沼气，利用油脂制作生物柴油并能利用沼气进行烧锅炉给餐厨

垃圾处理系统加热提供热源。经本系统处理后产生的浓缩液废水再利用污水处理系统进一

步处理，提高了污水处理效果，避免回灌产生二次污染。利用除臭系统将预处理系统、污水

处理系统和固体渣料好氧堆肥系统产生的臭气，进行集中收集处理，避免因处理餐厨垃圾

产生废气污染环境。

[004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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