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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

包括入口预处理部件、破碎装置、研磨室、固液分

离室、发酵装置和油水分离装置。通过设置破碎、

研磨、固液分离、油水分离和发酵装置，实现了在

居民小区内即可对分类投放的厨余垃圾进行初

级的处理，处理之后可以分别将油脂和初级发酵

肥料进行转运，将中水返回到居民区内作为中水

使用，从而避免了厨余垃圾在转运过程中出现微

生物大量繁殖和出现恶臭情况的发生，不仅变害

为利，而且使得整体环境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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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入口预处理部件、破碎装置、研磨

室、固液分离室、发酵装置和油水分离装置；

所述入口预处理部件包括垃圾主入口、方筒壁、缠绕轴和缠绕轴电机；所述垃圾主入口

设置在最顶端且为漏斗形结构，在垃圾主入口下方连通有所述方筒壁，在方筒壁内横置有

所述缠绕轴，所述缠绕轴为横轴上设置有多排尖刺，在方筒壁外部设置有缠绕轴电机，所述

缠绕轴电机用于驱动所述缠绕轴转动；

所述破碎装置设置在入口预处理部件的下方，包括破碎室和蒸气发生室，所述破碎室

包括破碎室入口、破碎轴、破碎内齿、破碎外齿、多孔支撑板、破碎轴电机、破碎室出料口、辅

料添加盒和蒸气入口；所述破碎室入口与所述方筒壁的底部连通，所述破碎轴横置在破碎

室内，在破碎轴上密排有多排破碎内齿，在破碎轴下方设置有所述多孔支撑板，在多孔支撑

板上方密排有多排破碎外齿，每排破碎外齿与所述破碎内齿间隔设置，所述多孔支撑板为

半圆弧板结构包围在破碎轴的下部，在多孔支撑板的边部设置有密布的通孔，所述密布的

通孔能够使得水蒸气通过，在多孔支撑板的中部向下开设有开口形成所述破碎室出料口，

所述破碎内齿和破碎外齿均为圆锥体结构；在破碎室外部设置有所述破碎轴电机，所述破

碎轴电机通过联轴器与所述破碎轴连通并对其进行驱动，在破碎室顶部设置有所述辅料添

加盒，在破碎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蒸气入口；所述蒸气发生室通过管道与所述蒸气入口

连通，并通过多孔支撑板向破碎室上部充设水蒸气；

所述研磨室设置在破碎室的下方，包括研磨室入口、研磨锥、研磨锥电机、研磨外壁和

研磨料出口；所述研磨室入口设置在研磨室顶部中央且通过管道与所述破碎室出料口连

通，在研磨室入口正下方设置有所述研磨锥，所述研磨锥上半部为圆锥体结构，下半部为圆

柱体结构，在研磨锥底部设置有所述研磨锥电机，所述研磨锥电机驱动所述研磨锥以自身

为轴转动，所述研磨外壁以弧形漏斗形结构设置在研磨锥外部，所述研磨锥外表面和研磨

外壁的内表面均经过粗糙化处理，所述研磨锥与研磨外壁之间的距离从上到下逐步缩小，

在研磨锥和研磨外壁之间间隙的下部设置有环形的所述研磨料出口；

所述固液分离室设置在研磨室的下方，包括固液分离室入口、压缩角板、内螺纹块、外

螺纹轴、外螺纹轴电机、固定斜滤板、出水滤网、释水开闭挡板和固体料出口；所述固液分离

室入口设置在固液分离室的顶部并与所述研磨料出口连通，在固液分离室入口正下方的两

侧分别设置有所述压缩角板和固定斜滤板，所述压缩角板包括与固定斜滤板相同倾斜方向

的倾斜压板和与倾斜压板固接的且横向设置在倾斜压板底部的压缩角板底板，在倾斜压板

后部转动连接有横置的所述外螺纹轴，在固液分离室的侧壁外部固接有所述内螺纹块，所

述外螺纹轴贯穿所述内螺纹块，且外螺纹轴的外部设置有单螺旋的外螺纹而内螺纹块内部

设置有与外螺纹相啮合和内螺纹，在外螺纹轴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有所述外螺纹轴电

机，在所述压缩角板和固定斜滤板之间的固液分离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固体料出口，所

述固定斜滤板为密布通孔板，且其倾斜方向为顶部远离所述压缩角板一侧，在固定斜滤板

后方的固液分离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出水滤网，且在出水滤网的顶部设置有所述释水开

闭挡板；

所述发酵装置设置在固液分离室的下方，包括发酵室和发酵料储存室，其中发酵室包

括发酵室入口、发酵室出料口、发酵室出料口开闭挡板、菌群添加盒、出风管道、出风电磁

阀、进风管道、进风风机；所述发酵室入口设置在发酵室的顶部并与所述固体料出口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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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酵室的侧壁最上部设置有所述菌群添加盒，在发酵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发酵室出料

口，且在发酵室出料口上设置有所述发酵室出料口开闭挡板，在发酵室的一侧壁上设置有

所述出风管道，且在出风管道上设置有所述出风电磁阀，在发酵室的另一侧壁上设置有所

述进风管道，且在进风管道上设置有所述进风风机；所述发酵料储存室设置在发酵室下方

并通过所述发酵室出料口与发酵室连通；

所述油水分离装置包括油水分离室和储油箱，所述油水分离室设置在固液分离室的下

方，包括油水分离室入口、排油口、释油滑动挡块、油分传感器、喷气腔、喷气口、入气管、入

气风机和释水口；所述油水分离室入口设置在油水分离室的顶壁上且通过所述出水滤网与

固液分离室连通，在油水分离室的底部横置有所述喷气腔，所述喷气腔的顶部设置有多个

喷气口，在喷气腔的底部连通有所述入气管，在入气管上设置有所述入气风机，在油水分离

室的侧壁底部设置有所述释水口，在油水分离室的侧壁上部设置有所述排油口，在排油口

的内侧设置有所述释油滑动挡块，所述释油滑动挡块能够上下滑动，在释油滑动挡块的上

部和下部均设置有所述油分传感器；所述储油箱包括储油箱入口和过滤囊包，所述储油箱

入口和所述排油口通过出油管连通，且在储油箱入口上包设所述过滤囊包，所述过滤囊包

为弹性织物材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缠绕轴为横轴上

设置有多排尖刺，且每个尖刺的表面上还设置有倒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破碎室的外壳为

方壳（或为长方体外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蒸气发生室内设

置有增压风机，用于对进入到破碎室底部的蒸气压力进行增压操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滤网的网孔

直径小于所述固定斜滤板的通孔直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滤网为可拆

卸结构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囊包通过可

拆卸的卡接形式卡接在储油箱入口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油水分离室的顶壁

上设置有出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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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领域，具体为垃圾回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其中厨余垃圾在居民产生的垃圾中的占

比是最多的，目前对于分类之后的垃圾的处理方式是分类运输到不同的垃圾处理厂进行分

别处理，但是对于厨余垃圾而言，由于其内部有机物非常复杂，并且残存有大量的微生物，

在运输过程中其中的微生物会大量繁殖，从而对运输车和运输人员的工作环境带来极大负

面影响，同时由于大量繁殖的有害微生物的滋生，使得后续处理的时候对微生物的杀灭工

作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果能够在居民区进行无臭化初级处理后再分类运输，则会大大改善

上述问题的出现。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

[0004] 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

一种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包括入口预处理部件、破碎装置、研磨室、固液分离室、

发酵装置和油水分离装置。

[0005] 所述入口预处理部件包括垃圾主入口、方筒壁、缠绕轴和缠绕轴电机；所述垃圾主

入口设置在最顶端且为漏斗形结构，在垃圾主入口下方连通有所述方筒壁，在方筒壁内横

置有所述缠绕轴，所述缠绕轴为横轴上设置有多排尖刺，在方筒壁外部设置有缠绕轴电机，

所述缠绕轴电机用于驱动所述缠绕轴转动。

[0006] 所述破碎装置设置在入口预处理部件的下方，包括破碎室和蒸气发生室，所述破

碎室包括破碎室入口、破碎轴、破碎内齿、破碎外齿、多孔支撑板、破碎轴电机、破碎室出料

口、辅料添加盒和蒸气入口；所述破碎室入口与所述方筒壁的底部连通，所述破碎轴横置在

破碎室内，在破碎轴上密排有多排破碎内齿，在破碎轴下方设置有所述多孔支撑板，在多孔

支撑板上方密排有多排破碎外齿，每排破碎外齿与所述破碎内齿间隔设置，所述多孔支撑

板为半圆弧板结构包围在破碎轴的下部，在多孔支撑板的边部设置有密布的通孔，所述密

布的通孔能够使得水蒸气通过，在多孔支撑板的中部向下开设有开口形成所述破碎室出料

口，所述破碎内齿和破碎外齿均为圆锥体结构；在破碎室外部设置有所述破碎轴电机，所述

破碎轴电机通过联轴器与所述破碎轴连通并对其进行驱动，在破碎室顶部设置有所述辅料

添加盒，在破碎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蒸气入口；所述蒸气发生室通过管道与所述蒸气入

口连通，并通过多孔支撑板向破碎室上部充设水蒸气。

[0007] 所述研磨室设置在破碎室的下方，包括研磨室入口、研磨锥、研磨锥电机、研磨外

壁和研磨料出口；所述研磨室入口设置在研磨室顶部中央且通过管道与所述破碎室出料口

连通，在研磨室入口正下方设置有所述研磨锥，所述研磨锥上半部为圆锥体结构，下半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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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体结构，在研磨锥底部设置有所述研磨锥电机，所述研磨锥电机驱动所述研磨锥以自

身为轴转动，所述研磨外壁以弧形漏斗形结构设置在研磨锥外部，所述研磨锥外表面和研

磨外壁的内表面均经过粗糙化处理，所述研磨锥与研磨外壁之间的距离从上到下逐步缩

小，在研磨锥和研磨外壁之间间隙的下部设置有环形的所述研磨料出口。

[0008] 所述固液分离室设置在研磨室的下方，包括固液分离室入口、压缩角板、内螺纹

块、外螺纹轴、外螺纹轴电机、固定斜滤板、出水滤网、释水开闭挡板和固体料出口；所述固

液分离室入口设置在固液分离室的顶部并与所述研磨料出口连通，在固液分离室入口正下

方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所述压缩角板和固定斜滤板，所述压缩角板包括与固定斜滤板相同倾

斜方向的倾斜压板和与倾斜压板固接的且横向设置在倾斜压板底部的压缩角板底板，在倾

斜压板后部转动连接有横置的所述外螺纹轴，在固液分离室的侧壁外部固接有所述内螺纹

块，所述外螺纹轴贯穿所述内螺纹块，且外螺纹轴的外部设置有单螺旋的外螺纹而内螺纹

块内部设置有与外螺纹相啮合和内螺纹，在外螺纹轴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有所述外螺

纹轴电机，在所述压缩角板和固定斜滤板之间的固液分离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固体料出

口，所述固定斜滤板为密布通孔板，且其倾斜方向为顶部远离所述压缩角板一侧，在固定斜

滤板后方的固液分离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出水滤网，且在出水滤网的顶部设置有所述释

水开闭挡板。

[0009] 所述发酵装置设置在固液分离室的下方，包括发酵室和发酵料储存室，其中发酵

室包括发酵室入口、发酵室出料口、发酵室出料口开闭挡板、菌群添加盒、出风管道、出风电

磁阀、进风管道、进风风机；所述发酵室入口设置在发酵室的顶部并与所述固体料出口连

通，在发酵室的侧壁最上部设置有所述菌群添加盒，在发酵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发酵室

出料口，且在发酵室出料口上设置有所述发酵室出料口开闭挡板，在发酵室的一侧壁上设

置有所述出风管道，且在出风管道上设置有所述出风电磁阀，在发酵室的另一侧壁上设置

有所述进风管道，且在进风管道上设置有所述进风风机；所述发酵料储存室设置在发酵室

下方并通过所述发酵室出料口与发酵室连通。

[0010] 所述油水分离装置包括油水分离室和储油箱，所述油水分离室设置在固液分离室

的下方，包括油水分离室入口、排油口、释油滑动挡块、油分传感器、喷气腔、喷气口、入气

管、入气风机和释水口；所述油水分离室入口设置在油水分离室的顶壁上且通过所述出水

滤网与固液分离室连通，在油水分离室的底部横置有所述喷气腔，所述喷气腔的顶部设置

有多个喷气口，在喷气腔的底部连通有所述入气管，在入气管上设置有所述入气风机，在油

水分离室的侧壁底部设置有所述释水口，在油水分离室的侧壁上部设置有所述排油口，在

排油口的内侧设置有所述释油滑动挡块，所述释油滑动挡块能够上下滑动，在释油滑动挡

块的上部和下部均设置有所述油分传感器；所述储油箱包括储油箱入口和过滤囊包，所述

储油箱入口和所述排油口通过出油管连通，且在储油箱入口上包设所述过滤囊包，所述过

滤囊包为弹性织物材质。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缠绕轴为横轴上设置有多排尖刺，且每个尖刺的表面上还设置有

倒刺。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破碎室的外壳为方壳（或为长方体外壳）。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蒸气发生室内设置有增压风机，用于对进入到破碎室底部的蒸气

压力进行增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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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优选，所述出水滤网的网孔直径小于所述固定斜滤板的通孔直径。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出水滤网为可拆卸结构设置。

[0016]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囊包通过可拆卸的卡接形式卡接在储油箱入口上。

[0017] 作为优选，在油水分离室的顶壁上设置有出风口。

[0018]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在于：

1，由于居民处于垃圾在投入的时候需要袋装，而装袋的外皮性质与厨余垃圾的性质差

别非常大，因此需要首先对其进行除去。通过在垃圾主入口下方即设置缠绕轴，通过其上的

长尖刺将塑料外皮除去，同时由于厨余垃圾在居民室内倾倒的时候也会裹入一些薄膜类的

合成物，该缠绕轴在转动的过程中也会将这类物品缠绕除去，从而避免了在后续肥料中掺

入难降解的塑料制品，从而对后续有机肥或油脂实现了纯净化。

[0019] 通过在破碎室底部设置有向上喷射的水蒸气，由于水蒸气在碰到温度较低的物质

时会发生冷凝反应，而冷凝反应会释放出大量的热，从而可以通过高热反应而对厨余垃圾

中的有害微生物实现杀灭，实现了在破碎的过程中即对有害菌类（微生物）进行杀灭的目

的，同时在破碎室即将发酵的辅料添加进去，不仅可以对发酵辅料进行同步破碎研磨，同时

也可以将辅料与厨余垃圾实现高效的混合。

[0020] 通过设置特定结构的研磨室，通过设置逐渐缩小的研磨空间，将物料进行筛分式

的研磨，只有上部研磨的颗粒达到一定粒度以下后才能进入到圆柱体部分，从而大大提高

了研磨的效果。

[0021] 2，通过设置底部喷气的油水分离装置，根据水和油密度的性质，将漂浮在表层的

油脂撇去的同时，由于底部喷气腔的向上喷气的设置，气体以小气泡的方式向上移动的过

程中将水体中的微粒依靠气泡表面张力的缘故而吸附在气泡的外表面，继而漂浮到油和水

的表面形成泡沫，不仅将暂时混杂在水体中的油脂通过气泡上浮到表面，同时也将水体中

的杂物得到了去除。配合在储油箱入口处设置过滤囊包，过滤囊包将液态物质通过而固态

微粒滤除在囊包内，从而在提高油水分离效果的同时还对水体中的有害微粒进行了去除，

实现了协同的处理效果。

[0022] 3，通过设置固液分离装置，通过挤压部件配合固定斜滤板的设置方式，实现了对

破碎研磨之后的颗粒状的固态物料以及液体混合物，通过挤压的方式得到分离。通过设置

与倾斜压板固接的压缩角板底板，在挤压的过程中将固态物料的出口封闭，避免液态物料

从该处流出从而使得液态物料在挤压的过程中通过固定斜滤板通过，而在挤压结束之后，

压缩角板撤回的过程中，将固态物料向下掉落，实现了高效的固液分离。

[0023] 通过在发酵室设置进风管和出风管，实现了在适当的时候对发酵室内气体进行置

换，同时在出风管上也设置电磁阀，可以实现在关闭出风管的情况下，仅开通进风管而对发

酵室内进行微正压的压力调节。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多孔支撑板的侧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多孔支撑板的俯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其中：11-垃圾主入口，12-缠绕轴，13-缠绕轴电机，21-破碎轴，22-破碎内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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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外齿，24-多孔支撑板，241-多孔支撑板的通孔部分，25-破碎轴电机，26-破碎室出料

口，27-辅料添加盒，28-蒸气入口，29-蒸气发生室，31-研磨锥，311-研磨锥电机，32-研磨外

壁，33-研磨料出口，41-压缩角板，411-压缩角板底板，42-内螺纹块，43-外螺纹轴，44-外螺

纹轴电机，45-固定斜滤板，46-出水滤网，461-释水开闭挡板，51-发酵室入口，52-发酵室出

料口，521-发酵室出料口开闭挡板，53-菌群添加盒，54-出风管道，541-出风电磁阀，55-进

风管道，551-进风风机，56-发酵料储存室，60-水油液面，61-释油滑动挡块，611-油分传感

器，62-喷气腔，621-喷气口，63-入气管，64-入气风机，65-出油管，651-过滤囊包，66-储油

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结合附图进行进一步说明：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的居民厨余垃圾预处理装置，包括入

口预处理部件、破碎装置、研磨室、固液分离室、发酵装置和油水分离装置。

[0029] 如图1所示，所述入口预处理部件包括垃圾主入口、方筒壁、缠绕轴和缠绕轴电机；

所述垃圾主入口设置在最顶端且为漏斗形结构，在垃圾主入口下方连通有所述方筒壁，在

方筒壁内横置有所述缠绕轴，所述缠绕轴为横轴上设置有多5排尖刺（每排5个），且每个尖

刺的表面上还设置有倒刺。在方筒壁外部设置有缠绕轴电机，所述缠绕轴电机用于驱动所

述缠绕轴转动。

[0030] 如图1所示，所述破碎装置设置在入口预处理部件的下方，包括破碎室和蒸气发生

室，所述破碎室包括破碎室入口、破碎轴、破碎内齿、破碎外齿、多孔支撑板、破碎轴电机、破

碎室出料口、辅料添加盒和蒸气入口；所述破碎室入口与所述方筒壁的底部连通，所述破碎

轴横置在破碎室内，在破碎轴上密排有15排破碎内齿，在破碎轴下方设置有所述多孔支撑

板，在多孔支撑板上方密排有15排破碎外齿（如图2和图3所示每排有3个），每排破碎外齿与

所述破碎内齿间隔设置，如图2和图3所示的所述多孔支撑板为半圆弧板结构包围在破碎轴

的下部，在多孔支撑板的边部设置有密布的通孔，所述密布的通孔能够使得水蒸气通过，在

多孔支撑板的中部向下开设有开口形成所述破碎室出料口，所述破碎内齿和破碎外齿均为

圆锥体结构；在破碎室外部设置有所述破碎轴电机，所述破碎轴电机通过联轴器与所述破

碎轴连通并对其进行驱动，在破碎室顶部设置有所述辅料添加盒，在破碎室的底壁上设置

有所述蒸气入口；所述蒸气发生室通过管道与所述蒸气入口连通，并通过多孔支撑板向破

碎室上部充设水蒸气。

[0031] 所述破碎室的外壳为方壳。

[0032] 所述蒸气发生室内设置有增压风机，用于对进入到破碎室底部的蒸气压力进行增

压操作。

[0033] 所述研磨室设置在破碎室的下方，包括研磨室入口、研磨锥、研磨锥电机、研磨外

壁和研磨料出口；所述研磨室入口设置在研磨室顶部中央且通过管道与所述破碎室出料口

连通，在研磨室入口正下方设置有所述研磨锥，所述研磨锥上半部为圆锥体结构，下半部为

圆柱体结构，在研磨锥底部设置有所述研磨锥电机，所述研磨锥电机驱动所述研磨锥以自

身为轴转动，所述研磨外壁以弧形漏斗形结构设置在研磨锥外部，所述研磨锥外表面和研

磨外壁的内表面均经过粗糙化处理，所述研磨锥与研磨外壁之间的距离从上到下逐步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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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在研磨锥和研磨外壁之间间隙的下部设置有环形的所述研磨料出口。

[0034] 如图1所示的所述固液分离室设置在研磨室的下方，包括固液分离室入口、压缩角

板、内螺纹块、外螺纹轴、外螺纹轴电机、固定斜滤板、出水滤网、释水开闭挡板和固体料出

口；所述固液分离室入口设置在固液分离室的顶部并与所述研磨料出口连通，在固液分离

室入口正下方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所述压缩角板和固定斜滤板，所述压缩角板包括与固定斜

滤板相同倾斜方向的倾斜压板（即图1中的左低右高）和与倾斜压板固接的且横向设置在倾

斜压板底部的压缩角板底板，在倾斜压板后部转动连接有横置的所述外螺纹轴，在固液分

离室的侧壁外部固接有所述内螺纹块，所述外螺纹轴贯穿所述内螺纹块，且外螺纹轴的外

部设置有单螺旋的外螺纹而内螺纹块内部设置有与外螺纹相啮合和内螺纹，在外螺纹轴的

另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有所述外螺纹轴电机，在所述压缩角板和固定斜滤板之间的固液分

离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固体料出口，所述固定斜滤板为密布通孔板，且其倾斜方向为顶

部远离所述压缩角板一侧（即图1中的左低右高），在固定斜滤板后方的固液分离室的底壁

上设置有所述出水滤网，且在出水滤网的顶部设置有所述释水开闭挡板。

[0035] 所述出水滤网的网孔直径小于所述固定斜滤板的通孔直径。

[0036] 所述出水滤网为可拆卸结构设置。

[0037] 所述发酵装置设置在固液分离室的下方，包括发酵室和发酵料储存室，其中发酵

室包括发酵室入口、发酵室出料口、发酵室出料口开闭挡板、菌群添加盒、出风管道、出风电

磁阀、进风管道、进风风机；所述发酵室入口设置在发酵室的顶部并与所述固体料出口连

通，在发酵室的侧壁最上部设置有所述菌群添加盒，在发酵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发酵室

出料口，且在发酵室出料口上设置有所述发酵室出料口开闭挡板，在发酵室的一侧壁上设

置有所述出风管道，且在出风管道上设置有所述出风电磁阀，在发酵室的另一侧壁上设置

有所述进风管道，且在进风管道上设置有所述进风风机；所述发酵料储存室设置在发酵室

下方并通过所述发酵室出料口与发酵室连通。

[0038] 所述油水分离装置包括油水分离室和储油箱，所述油水分离室设置在固液分离室

的下方，包括油水分离室入口、排油口、释油滑动挡块、油分传感器、喷气腔、喷气口、入气

管、入气风机和释水口；所述油水分离室入口设置在油水分离室的顶壁上且通过所述出水

滤网与固液分离室连通，在油水分离室的底部横置有所述喷气腔，所述喷气腔的顶部设置

有多个喷气口，在喷气腔的底部连通有所述入气管，在入气管上设置有所述入气风机，在油

水分离室的侧壁底部设置有所述释水口，在油水分离室的侧壁上部设置有所述排油口，在

排油口的内侧设置有所述释油滑动挡块，所述释油滑动挡块能够上下滑动，在释油滑动挡

块的上部和下部均设置有所述油分传感器；所述储油箱包括储油箱入口和过滤囊包，所述

储油箱入口和所述排油口通过出油管连通，且在储油箱入口上包设所述过滤囊包，所述过

滤囊包为弹性织物材质。在油水分离室的顶壁上设置有出风口。

[0039] 所述过滤囊包通过可拆卸的卡接形式卡接在储油箱入口上，当内容物达到一定数

量后，通过更换过滤囊包的方式将囊包内容物清洗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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