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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

利用的装置及其使用方法，由长方形物料入口、

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螺旋式挤压机、直角钢

管、打碎机、鸭嘴管口、固体传送带、太阳能烘干

杀菌装置、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质储存装置、一

组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鸭嘴喷口、超声装置、

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数控阀门、絮凝剂储存

装置、一组絮凝反应池、过滤和除异味装置、储水

池、真空泵、蓄油池、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

口和软毛刷组成；对于泔水固相废料经打碎，烘

干，霉菌发酵后可转化为直接使用的动物饲料，

液相废水则采用最普遍的絮凝沉淀技术，净化之

后可作非饮用水循环使用，可以有效地对泔水进

行分类和高效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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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

用装置由长方形物料入口（1）、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2）、螺旋式挤压机（3）、直角钢管

（4）、打碎机（5）、鸭嘴管口（6）、固体传送带（7）、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霉菌或饲料化处

理物质储存装置（9）、一组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鸭嘴喷口（11）、超声装置（12）、高分

子亲油疏水复合板（13）、数控阀门（14）、絮凝剂储存装置（15）、一组絮凝反应池（16）、一组

过滤和除异味装置（17）、一组储水池（18）、真空泵（19）、一组蓄油池（20）、一组单锥双螺旋

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和软毛刷（22）组成，所述长方形物料入口（1）与螺旋式挤压机（3）顶

部的进料口相连，螺旋式挤压机（3）一侧设有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2），所述螺旋式挤压

机（3）另一侧通过直角钢管（4）与打碎机（5）相连，螺旋式挤压机（3）底部设有漏斗，漏斗底

部设有鸭嘴喷口（11），所述打碎机（5）底部设有带有软毛刷（22）的鸭嘴管口（6），所述固体

传送带（7）一端与带有软毛刷（22）的鸭嘴管口（6）的底部相连，固体传送带（7）的另一端与

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顶部相连，所述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设在固体传送

带（7）上，所述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上方设有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质储存装

置（9），所述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设在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顶部，鸭嘴

喷口（11）与油水分离装置相连，所述油水分离装置是矩形容器，超声装置（12）设在矩形容

器外围与矩形容器直接相连，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13）斜放在矩形容器内，高分子亲油

疏水复合板（13）与矩形容器接触部位密封连接；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13）下空腔通过输

油管道连接蓄油池（20），所述输油管道的进口处设有真空泵（19）；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

（13）上空腔通过输水管道与矩形容器下方的一组净水装置相连，所述输水管道上设有数控

阀门（14），所述净水装置由絮凝反应池（16）和储水池（18）组成，絮凝反应池（16）顶部设有

絮凝剂储存装置（15），絮凝反应池（16）底部通过储水管道连接储水池（18），所述储水管道

中间位置设有过滤和除异味装置（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烘

干杀菌装置（8）由太阳能聚光加热器和电热套加热装置共同构成发热装置，整个太阳能烘

干杀菌装置（8）覆盖固体传送带（7）中间部分，所述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由合金外壳包

围，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两侧设有鼓风机增加空气流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和除

异味装置（17）由过滤装置和除异味装置构成，所述过滤装置为上疏下密的连续梯度密度滤

床结构，所述滤床结构的过滤介质采用孔径小于5微米的纤维介质，过滤装置再通过管道与

存有活性炭的除异味装置相连，所述活性炭粒径小于1毫米，所述上疏下密的连续梯度密度

滤床结构为过滤装置进口处每500mm设置一层过滤介质到过滤装置出口处每10mm设置一层

过滤介质，进口处到出口处中间过滤介质间隔连续梯度递减。

4.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为：

第一步：首先将校园餐厨垃圾集中统一预处理并运输至校园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处，把

泔水通过长方形物料入口（1）倒入螺旋式挤压机（3）中，打开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2）进

行固液分离，当物料开始进入螺旋式挤压机（3）时先关闭螺旋式挤压机（3）的出口，待螺旋

式挤压机（3）中物料积累到螺旋式挤压机（3）内部空间总容量1/3处时，再打开螺旋式挤压

机（3）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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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从螺旋式挤压机（3）中分离出的固体物，通过直角钢管（4）进入打碎机（5）中进

行打碎处理，得到固体碎渣，固体碎渣从带有软毛刷（22）的鸭嘴管口（6）流出，通过固体传

送带（7）进入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中进行烘干和杀菌处理，最后通过传送带传输到单锥

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中，投入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处理，同时打开霉菌或

饲料化处理物质储存装置（9），在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中加入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

质，进行搅拌和饲料化处理，最终得到饲料；

第三步：从螺旋式挤压机（3）中挤压出的液体物，通过螺旋式挤压机（3）底部的漏斗汇

集，再通过漏斗底部设有的鸭嘴喷口（11）均匀的流入到矩形容器的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

（13）表面，同时打开超声装置（12）通过超声装置（12）产生超声波，利用超声波对液体进行

更进一步的油水分离，在流经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13）表面时，经真空泵（19）的作用，在

亲油疏水板的下方产生真空，使亲油疏水板两侧产生压强差，从而得到分离油，液体相分成

油、水两相；

第四步：油相经过汇集进入蓄油池（20）中，当蓄油池（20）达到2/3的量之后，更换空的

蓄油池（20），并从入口加入甲烷气体密封处理后成为生物柴油的原材料，水相通过输水管

道上的数控阀门（14）流入絮凝反应池（16）中，打开絮凝剂储存装置（15）加入絮凝剂进行沉

降处理，对水相中的大分子物质进行吸附和凝结，再通过过滤和除异味装置（17）过滤和除

异味，最终的得到非饮用市政用水储存在储水池（18）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净水装置一共设有三套轮换设备交替进行处理，当絮凝反应池（16）中的水装满后，由自

动化装置控制轮换，同时可进行滤渣处理工作，所述自动化装置由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

组成，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絮凝反应池（16）入口处，所述自动开关与轮换设备直接相连，

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由电缆线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设备一共设有三套轮换设备，当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

中的固体物达到搅拌机所能正常工作的最大量时，由自动化装置控制轮换，同时进行搅拌

和饲料化处理工作，所述自动化装置由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组成，其中质量传感器和自

动开关通过电缆相连，所述自动开关与轮换设备直接相连，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单锥双

螺旋混合搅拌机（10）底部。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蓄油池（20）设备一共设有两套轮换设备，当蓄油池（20）的量达到2/3时，由自动化装置控

制轮换，所述自动化装置由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组成，其中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通过

电缆相连，所述自动开关与轮换设备直接相连，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蓄油池（20）底部。

8.根据权利要求5-7任一所述的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超声装置（12）在鸭嘴喷口（11）将液体喷出时开始作业，所述真空泵（19）在鸭嘴

喷口（11）将液体喷出前开始工作。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系统装置全部由数字仪器控制并检测信息，所述数字仪器由

一组传感器和显示装置组成，其中传感器安装在各个装置的入口处和管道中央，显示装置

安装在整个系统的外部，所述传感器和显示装置由电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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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安装于密闭厂房内，厂房顶部铺设太阳能电池板和聚

光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和聚光板网状交替铺设，所述系统能源由太阳能和电能协同供给，

其中太阳能一部分用作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另一部分则用作转化电能供给设备能源，

所述设置在厂房顶部的太阳能电池板和聚光板由光源传感器控制，所述光源传感器会根据

不同时间的太阳光照射角度，自动校正太阳能电池板和聚光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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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校园餐厨垃圾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

置及其使用方法。

[0002]

背景技术

[0003] 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对环境问题越发重视，以前泔水喂猪的现象已经一

去不复返，大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于泔水不能直接出校园的规定，造成了大量的食堂

泔水剩余而无法处理,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对于食堂泔水的处理在技术上有一定的创新

以及突破,保证泔水的处理不浪费,不污染,能够及时的与大学餐饮的发展相匹配。

[0004] 泔水油中存在大量黄曲霉素和苯并芘等有害物质，其中还有很多细菌真菌等微生

物，会引起人们腹痛腹泻，严重的可以导致食物中毒或癌症等情况的发生。但是如果泔水油

经过加工处理，可以回收利用用于生产生物柴油，被人类二次利用且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0005] 目前我国在处理泔水这一块仍存在技术问题，现在常用的处理办法有填埋处理

法、焚烧处理法、厌氧发酵处理方法、饲料和肥料化方法和生化处理技术。这些技术有些会

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危害，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并且有些技术并不完善，可能带来巨大

的资源浪费或增加处理成本。而且一些处理方法需要很长的周期，占地面积也较大也可能

带来二次污染。现阶段我国所存在的泔水处理设备普遍存在不能大规模使用或不适用于校

园环境等缺点，而且设备耗能大，并且可能会产生二次污染，不能有效达到环保的要求。

[0006] 在国外，一些规模较大的餐饮企业都有垃圾粉碎机和油脂脱离设备，粉碎后的垃

圾进入油脂脱离设备里进行处理，处理后的碎料冲进了下水道，脱离出来的油脂则被单独

保持起来。这些油脂会有专门的公司定期收集，它们都被送到制皂厂或是相关企业当原料

使用了。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企业，则是会选择泔水养家畜的处理方法。根据中国污

水处理工程网公布，美国普遍是通过从源头控制或减少用量、采取食物捐赠机制、泔水养家

畜和工业填埋或焚烧的方法处理泔水。超过90%的美国家庭是用粉碎机，将泔水垃圾粉碎后

直接通过下水道排放。

[0007] 申请内容

解决的技术问题：

本申请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技术中校园餐厨垃圾不能通过罐车直接运输至校

外进行处理，并且如果请校外人员来校进行泔水处理，不仅需要巨大资金，而且会造成环境

的污染和泔水中一些有价值的物质的浪费等技术问题，提出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

用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0008] 技术方案：

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所述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由长方形

物料入口、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螺旋式挤压机、直角钢管、打碎机、鸭嘴管口、固体传送

带、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质储存装置、一组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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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嘴喷口、超声装置、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数控阀门、絮凝剂储存装置、一组絮凝反应

池、一组过滤和除异味装置、一组储水池、真空泵、一组蓄油池、一组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

入料口和软毛刷组成，所述长方形物料入口与螺旋式挤压机顶部的进料口相连，螺旋式挤

压机一侧设有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所述螺旋式挤压机另一侧通过直角钢管与打碎机相

连，螺旋式挤压机底部设有漏斗，漏斗底部设有鸭嘴喷口，所述打碎机底部设有带有软毛刷

的鸭嘴管口，所述固体传送带一端与带有软毛刷的鸭嘴管口的底部相连，固体传送带的另

一端与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顶部相连，所述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设在固体传送带

上，所述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上方设有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质储存装置，所述单

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设在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顶部，鸭嘴喷口与油水分离装置相

连，所述油水分离装置是矩形容器，超声装置设在矩形容器外围与矩形容器直接相连，高分

子亲油疏水复合板斜放在矩形容器内，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与矩形容器接触部位密封连

接；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下空腔通过输油管道连接蓄油池，所述输油管道的进口处设有

真空泵；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上空腔通过输水管道与矩形容器下方的一组净水装置相

连，所述输水管道上设有数控阀门，所述净水装置由絮凝反应池和储水池组成，絮凝反应池

顶部设有絮凝剂储存装置，絮凝反应池底部通过储水管道连接储水池，所述储水管道中间

位置设有过滤和除异味装置。

[0009]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由太阳能聚光加热器

和电热套加热装置共同构成发热装置，整个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覆盖固体传送带中间部

分，所述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由铝合金外壳包围，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两侧设有鼓风机增

加空气流通。

[0010]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过滤和除异味装置由过滤装置和除异味装

置构成，所述过滤装置为上疏下密的连续梯度密度滤床结构，所述滤床结构的过滤介质采

用孔径小于5微米的纤维介质，过滤装置再通过管道与存有活性炭的除异味装置相连，所述

活性炭粒径小于0.5毫米，所述上疏下密的连续梯度密度滤床结构为过滤装置进口处每

500mm设置一层过滤介质到过滤装置出口处每10mm设置一层过滤介质，进口处到出口处中

间过滤介质间隔连续梯度递减。

[0011] 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使用方法为：

第一步：首先将校园餐厨垃圾集中统一预处理并运输至校园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处，把

泔水通过长方形物料入口倒入螺旋式挤压机中，打开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进行固液分

离，当物料开始进入螺旋式挤压机时先关闭螺旋式挤压机出口，待螺旋式挤压机中物料积

累到螺旋式挤压机内部空间总容量1/3处时，再打开螺旋式挤压机的出口；

第二步：从螺旋式挤压机中分离出的固体物，通过直角钢管进入打碎机中进行打碎处

理，得到固体碎渣，固体碎渣从带有软毛刷的鸭嘴管口流出，通过固体传送带进入太阳能烘

干杀菌装置中进行烘干和杀菌处理，最后通过传送带传输到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

中，投入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处理，同时打开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质储存装置，在单锥双

螺旋混合搅拌机中加入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质，进行搅拌和饲料化处理，最终得到饲料；

第三步：从螺旋式挤压机中挤压出的液体物，通过螺旋式挤压机底部的漏斗汇集，再通

过漏斗底部设有的鸭嘴喷口均匀的流入到矩形容器的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表面，同时打

开超声装置通过超声装置产生超声波，利用超声波对液体进行更进一步的油水分离，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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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表面时，经真空泵的作用，在亲油疏水板的下方产生真空，使亲油

疏水板两侧产生压强差，从而得到分离油，液体相分成油、水两相；

第四步：油相经过汇集进入蓄油池中，当蓄油池达到2/3的量之后，更换空的蓄油池，并

从入口加入甲烷气体密封处理后成为生物柴油的原材料，水相通过输水管道上的数控阀门

流入絮凝反应池中，打开絮凝剂储存装置加入絮凝剂进行沉降处理，对水相中的大分子物

质进行吸附和凝结，再通过过滤和除异味装置过滤和除异味，最终的得到非饮用市政用水

储存在储水池中。

[0012]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净水装置一共设有三套轮换设备交替进行

处理，当絮凝反应池中的水装满后，由自动化装置控制轮换，同时可进行滤渣处理工作，所

述自动化装置由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组成，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絮凝反应池入口处，

所述自动开关与轮换设备直接相连，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由电缆线连接。

[0013]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设备一共设有三套

轮换设备，当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中的固体物达到搅拌机所能正常工作的最大量时，由

自动化装置控制轮换，同时进行搅拌和饲料化处理工作，所述自动化装置由质量传感器和

自动开关组成，其中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通过电缆相连，所述自动开关与轮换设备直接

相连，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底部。

[0014]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蓄油池设备一共设有两套轮换设备，当蓄

油池的量达到2/3时，由自动化装置控制轮换，所述自动化装置由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组

成，其中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通过电缆相连，所述自动开关与轮换设备直接相连，所述质

量传感器安装在蓄油池底部。

[0015]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超声装置在鸭嘴喷口将液体喷出时开始作

业，所述真空泵在鸭嘴喷口将液体喷出前开始工作。

[0016]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系统装置全部

由数字仪器控制并检测信息，所述数字仪器由一组传感器和显示装置组成，其中传感器安

装在各个装置的入口处和管道中央，显示装置安装在整个系统的外部，所述传感器和显示

装置由电缆连接。

[0017]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安装于密

闭厂房内，厂房顶部铺设太阳能电池板和聚光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和聚光板网状交替铺

设，所述系统能源由太阳能和电能协同供给，其中太阳能一部分用作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

另一部分则用作转化电能供给设备能源，所述设置在厂房顶部的太阳能电池板和聚光板由

光源传感器控制，所述光源传感器会根据不同时间的太阳光照射角度，自动校正太阳能电

池板和聚光板的方向。

[0018] 有益效果：

本申请所述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及其使用方法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与

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技术效果：1、校园餐厨垃圾的高效环保的处理，用于对校园食堂产

生的泔水进行处理，以此达到校园餐厨垃圾的高效环保回收和再利用的目的；2、可以高效

的对校园内的泔水进行处理，达到国家运输的要求。并且可进行连续性作业，使泔水中的有

潜在价值的物质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泔水中的泔水油可以经过分离和粗加工处理成生物

原油，运输至校外工厂制备生物柴油；泔水中的固体物质如淀粉、纤维素、蛋白质和无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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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饲料化处理，加工成精品饲料，运输至饲养场当作饲料被利用；泔水中的水可以经

过净化处理后，作为非饮用的市政用水被再利用；3、本系统所用的装置设计并建设出来以

后，所有能源供给来源于太阳能电池转化太阳能所产生的电能和外部电能。并且本系统输

入的是校园餐厨垃圾，输出的物质包括饲料、生物柴油原料和非饮用的市政用水。没有产生

对周围环境污染和二次污染的物质或有毒物质；4、整个校园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可以不间

断的运行，当泔水从系统入料空倒入是，系统便开始运行，期间不会存在间隙，通过设备控

制也可达到系统自动清洗和净化的目的。产生的饲料、生物柴油原料和非饮用市政用水可

以直接利用；5、本发明设计一款从原始泔水到可供直接使用的产物的完整处理链。该设备

在科技元素中融入环保理念，以尽可能小的损耗将泔水的利用价值最大化。以太阳能作原

始能源，通过光电转换来为设备的运行提供能源，绿色环保；突破传统的滚筒式离心脱水

法，采用旋转挤压实现固液分离，高效节能；此外，该设备引入了一种特殊的新型油水分离

材料作为滤板，通过减压抽滤实现油水的快速分离，整个过程快速高效，相对于传统的化学

分离，时间可减少一半以上；在后续处理中，泔水固相废料经过打碎，烘干，霉菌发酵，转化

为可直接使用的动物饲料，整个过程一步到位；液相废水则采用最普遍的絮凝沉淀技术，净

化之后可作非饮用水循环使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友好；6、所述泔水在进入螺旋式

挤压机后能有效进行固液分离，产生较为干燥的固体物，且周围的空腔能够有效的对泔水

中的液相进行收集，所述超声仪器能对混合在一起的油和水进行高效的分离作用，后经过

亲油疏水材料表面时，由于真空泵所产生的压强差使油和水进行分离，汇集时使残油被抽

滤干净，固体在经打碎机处理后通过叶轮的旋转，有效的被移出打碎机，在螺旋式挤压机液

相流出口，通过增加鸭嘴喷口的方法，使液体均匀的分散的流出，后经亲油疏水材料表面由

重力作用缓慢流下，在打碎机的下方出口，可以通过鸭嘴管口，使固体打碎物均匀分散的平

铺在传送带上，传送带在运动过程中即可同时进行干燥、杀菌和脱水处理，固体物在被打碎

过程中，打碎机可以达到不间断的持续作业，整个系统在密闭空间内，反应产生的气体经处

理加工合格排放，且也可避免噪声污染。

[0019]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申请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中长方形物料入口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申请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中鸭嘴喷口的侧视图图A和俯视图

图B。

[0022] 图3：为本申请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中鸭嘴管口的侧视图图A和主视图

图B。

[0023] 图4：为本申请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1、长方形物料入口，2、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3、螺旋式挤压机，

4、直角钢管，5、打碎机，6、鸭嘴管口，7、固体传送带，8、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9、霉菌或饲料

化处理物质储存装置，10、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1、鸭嘴喷口，12、超声装置，13、高分子

亲油疏水复合板，14、数控阀门，15、絮凝剂储存装置，16、絮凝反应池，17、过滤和除异味装

置，18、储水池，19、真空泵，20、蓄油池，21、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2、软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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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申请的内容，但不应理解为对本申请的限制。在不背离

本申请精神和实质的情况下，对本申请方法、步骤或条件所作的修改和替换，均属于本申请

的范围。

[0027] 若未特别指明，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手段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规手段。

本申请中螺旋式挤压机采用捷干0，打碎机采用博朗特PBC，固体传送带采用德鑫齐全，单锥

双螺旋混合搅拌机采用客松干燥DSH系列，声装置采用锐志超声，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采

用互穿网络型可调控表面性能的多孔聚合物，过滤设备采用海承SHEW，太能能电池板采用

恒日东旭DXM6-72P，质量传感器采用图克电器TA18-8NA，光源传感器采用华强电子太阳发

电自动光源跟踪系统，数字仪器采用NI提供和设计。

[0028] 实施例:

如图1-4所示，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由长方形物料入口1、螺旋式挤压

机动力装置2、螺旋式挤压机3、直角钢管4、打碎机5、鸭嘴管口6、固体传送带7、太阳能烘干

杀菌装置8、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质储存装置9、一组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鸭嘴喷口

11、超声装置12、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13、数控阀门14、絮凝剂储存装置15、一组絮凝反应

池16、一组过滤和除异味装置17、一组储水池18、真空泵19、一组蓄油池20、一组单锥双螺旋

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和软毛刷22组成，所述长方形物料入口1与螺旋式挤压机3顶部的进料

口相连，螺旋式挤压机3一侧设有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2，所述螺旋式挤压机3另一侧通过

直角钢管4与打碎机5相连，螺旋式挤压机3底部设有漏斗，漏斗底部设有鸭嘴喷口11，所述

打碎机5底部设有带有软毛刷22的鸭嘴管口6，所述固体传送带7一端与带有软毛刷22的鸭

嘴管口6的底部相连，固体传送带7的另一端与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顶部相连，

所述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设在固体传送带7上，所述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上方

设有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质储存装置9，所述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设在单锥双

螺旋混合搅拌机10顶部，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底部，鸭嘴喷口

11与油水分离装置相连，所述油水分离装置是矩形容器，超声装置12设在矩形容器外围与

矩形容器直接相连，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13斜放在矩形容器内，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

13与矩形容器接触部位密封连接；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13下空腔通过输油管道连接蓄油

池20，所述输油管道的进口处设有真空泵19，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蓄油池20底部；高分子

亲油疏水复合板13上空腔通过输水管道与矩形容器下方的一组净水装置相连，所述输水管

道上设有数控阀门14，所述净水装置由絮凝反应池16和储水池18组成，絮凝反应池16顶部

设有絮凝剂储存装置15，絮凝反应池16底部通过储水管道连接储水池18，所述储水管道中

间位置设有过滤和除异味装置17，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絮凝反应池16底部。

[0029] 所述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由太阳能聚光加热器和电热套加热装置共同构成发热

装置，整个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覆盖固体传送带7中间部分，所述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由

铝合金外壳包围，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两侧设有鼓风机增加空气流通；所述过滤和除异味

装置17由过滤装置和除异味装置构成，所述过滤装置为上疏下密的连续梯度密度滤床结

构，所述滤床结构的过滤介质采用孔径小于5微米的纤维介质，过滤装置再通过管道与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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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的除异味装置相连，所述活性炭粒径小于5微米，所述上疏下密的连续梯度密度滤床

结构为过滤装置进口处每500mm设置一层过滤介质到过滤装置出口处每10mm设置一层过滤

介质，进口处到出口处中间过滤介质间隔连续梯度递减；所述系统能源由太阳能和电能协

同供给，其中太阳能一部分用作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另一部分则用作转化电能供给设备

能源。

[0030] 一种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的使用方法为：

第一步：首先将校园餐厨垃圾集中统一预处理并运输至校园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处，把

泔水通过长方形物料入口1倒入螺旋式挤压机3中，打开螺旋式挤压机动力装置2给螺杆提

供动力，当物料开始进入螺旋式挤压机3时先关闭螺旋式挤压机3出口，待螺旋式挤压机3中

物料积累到螺旋式挤压机3内部空间总容量1/3处时，再打开螺旋式挤压机3的出口，螺旋式

挤压机3可以对泔水进行有效的分离，产生较为干燥的固体物，且能有效地对泔水中的液体

进行收集，泔水物质在锥度螺旋轴和变径螺旋的作用下，使物料产生体积上的压缩，从而使

物料中的油和水通滤孔迅速被分离出去；而固体物在不断压缩的作用下由于螺旋的输送作

用，被送至螺旋式挤压机末端的直角钢管4处；

第二步：从螺旋式挤压机3中分离出的固体物，由螺旋式挤压机3中螺旋的作用通过直

角钢管4使固体物掉落到5打碎机中进行打碎处理，打碎机5可以对泔水固体成分进行有效

粉碎，由高速旋转的刀片将固体物打碎，由于打碎机高速的离心作用，从打碎机上方掉落的

固体残渣，打碎掉落至底部被抛至带有软毛刷22的鸭嘴管口6处，由鸭嘴管口6和软毛刷22

的共同作用并被均匀的铺洒在固体传送带7上进行转移。在固体传送带7的运输过程中，经

过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装置产生的400-500度高温，可以达到干燥、杀菌和脱水处理，在

经过烘干区域之后，固体干燥物同霉菌或饲料化处理物质储存装置9中的霉菌或饲料化处

理物质共同从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入料口21初步混合进入混合机中，所述单锥双螺旋混

合搅拌机10设备一共设有三套轮换设备，根据质量传感器的信息传达，当单锥双螺旋混合

搅拌机10中固体物达到搅拌机所能正常工作的最大工作量时，由自动化装置控制轮换，同

时进行搅拌和饲料化处理工作，所述自动化装置由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组成，其中质量

传感器和自动开关通过电缆相连，所述自动开关与轮换设备直接相连，所述质量传感器安

装在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底部，并在装有固体的单锥双螺旋混合搅拌机10中进行充分

的搅拌混合和饲料话处理，形成饲料运输至校外饲养场处理；

第三步：由螺旋式挤压机3中挤压出的液体物，通过螺旋式挤压机3底部的漏斗汇集，再

通过漏斗底部设有的鸭嘴喷口11均匀的流入到矩形容器的高分子亲油疏水复合板13表面

由倾斜而缓慢流动；鸭嘴喷口打开时打开超声装置12，通过超声装置12产生超声波，利用超

声波对对油水结合的分子进行分离，达到真正的油水分离效果；在流经高分子亲油疏水复

合板13表面时，经真空泵19的作用，在亲油疏水板的下方产生真空，使亲油疏水板两侧产生

压强差，从而得到分离油，所述真空泵19在鸭嘴喷口11将液体喷出前开始工作，液体相分成

油、水两相，做到油水两相的分离，油相经过汇集进入蓄油池20中，所述蓄油池20设备一共

设有两套轮换设备，当蓄油池20的量达到2/3时，由自动化装置控制轮换，所述自动化装置

由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组成，其中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通过电缆相连，所述自动开关

与轮换设备直接相连，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蓄油池20底部，并从入口加入甲烷等气体密

封处理后成为生物柴油的原材料运输出校园；水相通过输水管道上的数控阀门14流入絮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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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池16中，通过质量传感器调节数控阀门开关，当絮凝反应池16中的水达到上限，关闭数

控阀门14，由自动化装置控制轮换，同时可进行滤渣处理工作，所述自动化装置由质量传感

器和自动开关组成，所述质量传感器安装在絮凝反应池16入口处，所述自动开关与轮换设

备直接相连，质量传感器和自动开关由电缆线连接，更替另一个净水装置，水相流入絮凝反

应池16后，打开絮凝剂储存装置15加入絮凝剂进行沉降处理，对水相中的大分子物质进行

吸附和凝结，形成固体沉淀在底部，再通过过滤和除异味装置17过滤和除异味，最终的得到

非饮用市政用水储存在储水池18中；所述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系统装置全部由数字

仪器控制并检测信息，所述数字仪器由一组传感器和显示装置组成，其中传感器安装在各

个装置的入口处和管道中央，显示装置安装在整个系统的外部，所述传感器和显示装置由

电缆连接，校园餐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装置安装于密闭厂房内，厂房顶部铺设太阳能电池

板和聚光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和聚光板网状交替铺设，所述系统能源由太阳能和电能协

同供给，其中太阳能一部分用作太阳能烘干杀菌装置8，另一部分则用作转化电能供给设备

能源，所述设置在厂房顶部的太阳能电池板和聚光板由光源传感器控制，所述光源传感器

会根据不同时间的太阳光照射角度，自动校正太阳能电池板和聚光板的方向。

[0031] 校园餐厨垃圾的高效环保的处理，用于对校园食堂产生的泔水进行处理，以此达

到校园餐厨垃圾的高效环保回收和再利用的目的；可以高效的对校园内的泔水进行处理，

达到国家运输的要求。并且可进行连续性作业，使泔水中的有潜在价值的物质充分发挥其

作用，如：泔水中的泔水油可以经过分离和粗加工处理成生物原油，运输至校外工厂制备生

物柴油；泔水中的固体物质如淀粉、纤维素、蛋白质和无机盐可以通过饲料化处理，加工成

精品饲料，运输至饲养场当作饲料被利用；泔水中的水可以经过净化处理后，作为非饮用的

市政用水被再利用；本系统所用的装置设计并建设出来以后，所有能源供给来源于太阳能

电池转化太阳能所产生的电能和外部电能。并且本系统输入的是校园餐厨垃圾，输出的物

质包括饲料、生物柴油原料和非饮用的市政用水。没有产生对周围环境污染和二次污染的

物质或有毒物质；整个校园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可以不间断的运行，当泔水从系统入料空倒

入是，系统便开始运行，期间不会存在间隙，通过设备控制也可达到系统自动清洗和净化的

目的。产生的饲料、生物柴油原料和非饮用市政用水可以直接利用；本发明设计一款从原始

泔水到可供直接使用的产物的完整处理链。该设备在科技元素中融入环保理念，以尽可能

小的损耗将泔水的利用价值最大化。以太阳能作原始能源，通过光电转换来为设备的运行

提供能源，绿色环保；突破传统的滚筒式离心脱水法，采用旋转挤压实现固液分离，高效节

能；此外，该设备引入了一种特殊的新型油水分离材料作为滤板，通过减压抽滤实现油水的

快速分离，整个过程快速高效，相对于传统的化学分离，时间可减少一半以上；在后续处理

中，泔水固相废料经过打碎，烘干，霉菌发酵，转化为可直接使用的动物饲料，整个过程一步

到位；液相废水则采用最普遍的絮凝沉淀技术，净化之后可作非饮用水循环使用，实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环境友好；所述泔水在进入螺旋式挤压机后能有效进行固液分离，产生较为干

燥的固体物，且周围的空腔能够有效的对泔水中的液相进行收集，所述超声仪器能对混合

在一起的油和水进行高效的分离作用，后经过亲油疏水材料表面时，由于真空泵所产生的

压强差使油和水进行分离，汇集时使残油被抽滤干净，固体在经打碎机处理后通过叶轮的

旋转，有效的被移出打碎机，在螺旋式挤压机液相流出口，通过增加鸭嘴喷口的方法，使液

体均匀的分散的流出，后经亲油疏水材料表面由重力作用缓慢流下，在打碎机的下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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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鸭嘴管口，使固体打碎物均匀分散的平铺在传送带上，传送带在运动过程中即可

同时进行干燥、杀菌和脱水处理，固体物在被打碎过程中，打碎机可以达到不间断的持续作

业，整个系统在密闭空间内，反应产生的气体经处理加工合格排放，且也可避免噪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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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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