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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

它包括进料斗、均料装置、丝攘物剔除机构、金属

分选机构、筛网分选机构一、接力风选机构、吸附

机构、破碎机构、筛网分选机构二、悬浮分选机

构、颗粒分离机构，所述的进料斗设置在第一传

送装置端部，所述的第一输送装置末端衔接有筛

网分选机构一，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一后衔接有

接力分选机构，所述的接力分选机构后从上往下

依次设置有吸附机构、破碎机构和重物料斗，所

述的破碎机构下方设置有筛网分选机构二；总

的，本发明设计合理，具有使用方便、高效节能、

可有效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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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它包括进料斗、均料装置、丝攘物剔除机构、金属分

选机构、筛网分选机构一、接力风选机构、吸附机构、破碎机构、筛网分选机构二、悬浮分选

机构、颗粒分离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料斗设置在第一传送装置端部，所述的第一传

送装置上依次安装有均料装置和金属分选装置，所述的第一输送装置末端衔接有筛网分选

机构一，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一上部设置有丝攘物剔除机构，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一后衔

接有接力分选机构，所述的接力分选机构后从上往下依次设置有吸附机构、破碎机构和重

物料斗，所述的破碎机构下方设置有筛网分选机构二，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衔接设置有

颗粒分离机构，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衔接设置有悬浮分选机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均料装置主

要是由布料机组成，所述的布料机前方衔接有蓬松装置或者破袋设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接力风选机

构至少是由传输机构、接力滚、出风口组成，所述的接力滚的旋转方向与传输机构传送的方

向一致，接力滚与传输机构之间的距离及高低可调节控制，所述的接力滚至少一个，所述的

出风口至少两个，一个出风口朝向斜上方，位于传输装置下方中心处，另一个出风口朝设在

接力筒的下方，且吹风方向向上并与接力滚筒相切。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力风选机构

后面设有吸附机构并且设在接力风选机构上方前段，所述的吸附机构至少有负压腔、正压

腔、第三传送机构组成，所述的第三传送机构设有透气孔与负压腔以及正压腔相通，所述的

负压腔设在朝向接力风选机构一侧。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悬浮分选机

构为立式风选系统，所述的立式风选系统设有调节进风风量风压和出口风量风压的控制装

置，立式风选系统可以采用旋风装置机构或采用多级涡旋风装置机构；所述的筛网分选机

构一为震动筛网，震动筛网呈一定角度并且网口口径可以由前往后从小到大分级设置；所

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为滚筒风选筛网，所述的滚筒风选筛网内部的进料口上端设有滚筒筛

径向进风风管，滚筒风选筛网对应的筛网内均匀设有多个扬料板，滚筒风选筛网对应筛网

的下面设有适配的筛下物出口，滚筒风选筛网对应的筛网的尾端设有适配的筛上物出口，

筛上物的出口与悬浮分选机构衔接，滚筒风选筛网末端设有大小适配的轻质物出口，最优

的，筛上物出口与轻质物出口之间采用滚动滚作为分水岭，滚筒滚上可以设有适配的叶片。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金属分选机

构采用磁铁分选机或采用涡电流分选机；所述的丝攘物剔除机构至少是由一个或多个驱动

滚轮和驱动滚轮上的挑刺组成。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颗粒分离机

构是由在设置在主轴上一端的动刀和壳体上的定刀组成，主轴的另一端设有螺旋叶片，螺

旋叶片对应的壳体上设置有颗粒出口和颗粒杂物出口，最优的颗粒出口设在壳体下端。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颗粒分离机

构衔接筛网分选机构二的滚筒筛筛下物以及衔接筛网分选机构一的震动筛网，颗粒分离机

构对滚筒筛筛下物以及震动筛下物再进行分类提纯。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接力分选机

构、吸附机构、悬浮分选机构的风流方向都采用循环回收方式，由风机的排风口吹风，到风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303026 A

2



机的进风口吸风，并且设有风流控制装置控制风的流量，在闭路循环的风流内设置有收尘

装置和除臭装置。

10.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的垃圾分离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将混合垃圾装入进料斗中，使用第一传送装置将垃圾向后运输；

使用均料装置控制垃圾的进料速度和流量，使用蓬松装置勾破塑料袋等装垃圾的袋

子，将混合垃圾挑散使之蓬松；

分别使用丝攘物剔除机构和金属分选机构除去混合垃圾中的布条、衣服等丝攘物和金

属垃圾；

将步骤3中处理过的垃圾输送至筛网分选机构一，使用振动筛网筛出垃圾中的细颗粒，

进行回收，做优质营养土使用；

步骤4中剩余垃圾进入接力分选机构，使用传输机构将垃圾倾斜运输，利用传输机构与

接力滚之间的出风口吹出的定向风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5.1）极轻质垃圾被吹至最上方的吸附装置上，吸附装置前端的负压腔产生的吸力将极

轻质垃圾吸住，运至吸附装置后端的正压腔时，极轻质垃圾被正压风吹进优质塑料回收装

置内；

5.2）轻质垃圾被吹至中部的滚筒进料口内，使用加湿设备对垃圾进行加湿处理后，进

入破碎机构对垃圾进行破碎处理，破碎后进入筛网分选机构二，用扬料板将垃圾扬起，滚筒

风选筛网内部上端的风管对扬起的垃圾进行直吹分类，极轻物质从上层直接吹入优质塑料

回收装置内；剩余的垃圾被滚筒风选筛网进行筛选，筛网上部的筛上物从滚筒筛端部流出

进入悬浮分选机构，对分选出来的优质塑料进行回收；穿过筛网的筛下物进入颗粒分离机

构，将分离出来的细颗粒进行回收；

5.3）重质垃圾落入最下方重物料斗内，进行回收做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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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及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垃圾处理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及处理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是城市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衡量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

重要标志，垃圾分类不仅是人们精神文明素质提升的体现，更是对“垃圾”资源再生利用的

促进和发展，生活垃圾中含有大量的塑料、有机质、金属、砂石等物质，垃圾成分复杂，所以

不仅垃圾处理量大，而且处理难度也非常大，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填埋、堆肥和焚烧均会带

来二次污染及严重的弊端，近几年，垃圾综合分选方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能够真正达到垃

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理要求，垃圾综合分选方式中的一个首要任务便是将垃圾分

类筛选，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再利用，现有的垃圾筛分设备虽然种类繁多，但是效果均不理

想；因此需要提供一种使用方便、高效节能、可有效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混合垃圾分类

一体化设备及处理工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使用方便、高效节能、可有效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

率的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及处理工艺。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它包括进料斗、均料

装置、丝攘物剔除机构、金属分选机构、筛网分选机构一、接力风选机构、吸附机构、破碎机

构、筛网分选机构二、悬浮分选机构、颗粒分离机构，所述的进料斗设置在第一传送装置端

部，所述的第一传送装置上依次安装有均料装置和金属分选装置，所述的第一输送装置末

端衔接有筛网分选机构一，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一上部设置有丝攘物剔除机构，所述的筛

网分选机构一后衔接有接力分选机构，所述的接力分选机构后从上往下依次设置有吸附机

构、破碎机构和重物料斗，所述的破碎机构下方设置有筛网分选机构二，所述的筛网分选机

构二衔接设置有颗粒分离机构，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衔接设置有悬浮分选机构。

[0005] 所述的均料装置主要是由布料机组成，所述的布料机前方衔接有蓬松装置或者破

袋设备。

[0006] 所述的接力风选机构至少是由传输机构、接力滚、出风口组成，所述的接力滚的旋

转方向与传输机构传送的方向一致，接力滚与传输机构之间的距离及高低可调节控制，所

述的接力滚至少一个，所述的出风口至少两个，一个出风口朝向斜上方，位于传输装置下方

中心处，另一个出风口朝设在接力筒的下方，且吹风方向向上并与接力滚筒相切。

[0007] 所述接力风选机构后面设有吸附机构并且设在接力风选机构上方前段，所述的吸

附机构至少有负压腔、正压腔、第三传送机构组成，所述的第三传送机构设有透气孔与负压

腔以及正压腔相通，所述的负压腔设在朝向接力风选机构一侧。

[0008] 所述的悬浮分选机构为立式风选系统，所述的立式风选系统设有调节进风风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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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和出口风量风压的控制装置，立式风选系统可以采用旋风装置机构或采用多级涡旋风装

置机构；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一为震动筛网，震动筛网呈一定角度并且网口口径可以由前

往后从小到大分级设置；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为滚筒风选筛网，所述的滚筒风选筛网内

部的进料口上端设有滚筒筛径向进风风管，滚筒风选筛网对应的筛网内均匀设有多个扬料

板，滚筒风选筛网对应筛网的下面设有适配的筛下物出口，滚筒风选筛网对应的筛网的尾

端设有适配的筛上物出口，筛上物的出口与悬浮分选机构衔接，滚筒风选筛网末端设有大

小适配的轻质物出口，最优的，筛上物出口与轻质物出口之间采用滚动滚作为分水岭，滚筒

滚上可以设有适配的叶片。

[0009] 所述的金属分选机构采用磁铁分选机或采用涡电流分选机；所述的丝攘物剔除机

构至少是由一个或多个驱动滚轮和驱动滚轮上的挑刺组成。

[0010] 所述的颗粒分离机构是由在设置在主轴上一端的动刀和壳体上的定刀组成，主轴

的另一端设有螺旋叶片，螺旋叶片对应的壳体上设置有颗粒出口和颗粒杂物出口，最优的

颗粒出口设在壳体下端。

[0011] 所述的颗粒分离机构衔接筛网分选机构二的滚筒筛筛下物以及衔接筛网分选机

构一的震动筛网，颗粒分离机构对滚筒筛筛下物以及震动筛下物再进行分类提纯。

[0012] 所述的接力分选机构、吸附机构、悬浮分选机构的风流方向都采用循环回收方式，

由风机的排风口吹风，到风机的进风口吸风，并且设有风流控制装置控制风的流量，在闭路

循环的风流内设置有收尘装置和除臭装置。

[0013] 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的垃圾分离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将混合垃圾装入进料斗中，使用第一传送装置将垃圾向后运输；

2）使用均料装置控制垃圾的进料速度和流量，使用蓬松装置勾破塑料袋等装垃圾的袋

子，将混合垃圾挑散使之蓬松；

3）分别使用丝攘物剔除机构和金属分选机构除去混合垃圾中的布条、衣服等丝攘物和

金属垃圾；

4）将步骤3中处理过的垃圾输送至筛网分选机构一，使用振动筛网筛出垃圾中的细颗

粒，进行回收，做优质营养土使用；

5）步骤4中剩余垃圾进入接力分选机构，使用传输机构将垃圾倾斜运输，利用传输机构

与接力滚之间的出风口吹出的定向风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5.1）极轻质垃圾被吹至最上方的吸附装置上，吸附装置前端的负压腔产生的吸力将极

轻质垃圾吸住，运至吸附装置后端的正压腔时，极轻质垃圾被正压风吹进优质塑料回收装

置内；

5.2）轻质垃圾被吹至中部的滚筒进料口内，使用加湿设备对垃圾进行加湿处理后，进

入破碎机构对垃圾进行破碎处理，破碎后进入筛网分选机构二，用扬料板将垃圾扬起，滚筒

风选筛网内部上端的风管对扬起的垃圾进行直吹分类，极轻物质从上层直接吹入优质塑料

回收装置内；剩余的垃圾被滚筒风选筛网进行筛选，筛网上部的筛上物从滚筒筛端部流出

进入悬浮分选机构，对分选出来的优质塑料进行回收；穿过筛网的筛下物进入颗粒分离机

构，将分离出来的细颗粒进行回收；

5.3）重质垃圾落入最下方重物料斗内，进行回收做后续处理。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使用多种装置对混合垃圾进行挑拣、破碎、筛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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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等工序，有效的对混合垃圾做分类回收处理，对垃圾原料要求低，能够有效将混合垃圾

中的可回收物质进行最大程度的回收，最大限度的提高了废物利用率，极大的减少了不可

回收垃圾的比例；本发明无需人工对垃圾进行挑拣，极大的提高了垃圾的处理效率，且减小

了垃圾中有害成分对工作人员的危害，能够有效降低垃圾处理的成本，减小对环境的危害；

破袋机的双轴上的环形切刀之间的间隙设有均匀的颈项刀，颈项刀设为滑动连接方式，当

遇见硬物质，刀可以伸缩滑动，以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破碎机构前部设置的加湿设备对垃

圾加湿处理后，有利于对垃圾进行破碎；总的，本发明设计合理，具有使用方便、高效节能、

可有效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的运行示意图。

[0017] 图中：1、进料斗   2、彭松装置   3、均料装置   4、第一传送装置   5、筛网分选机构

一   6、丝攘物剔除机构   7、第二传送装置   8、传输机构   9、风管   10、出风口   11、接力

分选机构   12、接力滚   13、重物料斗   14、第三传送结构   15、滚筒进料口   16、滚筒风选

筛网   17、吸附机构   18、颗粒分离机构   19、悬浮分选装置   20、优质塑料回收装置   21、

第四传送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9] 实施例1

如图1、图2所示，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它包括进料斗1、均料装置2、丝攘物剔

除机构6、金属分选机构、筛网分选机构一5、接力风选机构11、吸附机构17、破碎机构、筛网

分选机构二、悬浮分选机构19、颗粒分离机构18，所述的进料斗1设置在第一传送装置4端

部，所述的第一传送装置4上依次安装有均料装置3和金属分选装置，所述的第一输送装置4

末端衔接有筛网分选机构一5，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一5上部设置有丝攘物剔除机构6，所述

的筛网分选机构一5后衔接有接力分选机构11，所述的接力分选机构11后从上往下依次设

置有吸附机构17、破碎机构和重物料斗13，所述的破碎机构下方设置有筛网分选机构二，所

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下方衔接设置有颗粒分离机构18，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后方衔接设

置有悬浮分选机构19。

[0020] 本发明使用多种装置对混合垃圾进行挑拣、破碎、筛分、分类、回收等工序，有效的

对混合垃圾做分类回收处理，对垃圾原料要求低，能够有效将混合垃圾中的可回收物质进

行最大程度的回收，最大限度的提高了废物利用率，极大的减少了不可回收垃圾的比例；本

发明无需人工对垃圾进行挑拣，极大的提高了垃圾的处理效率，且减小了垃圾中有害成分

对工作人员的危害，能够有效降低垃圾处理的成本，减小对环境的危害；破袋机的双轴上的

环形切刀之间的间隙设有均匀的颈项刀，颈项刀设为滑动连接方式，当遇见硬物质，刀可以

伸缩滑动，以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破碎机构前部设置的加湿设备对垃圾加湿处理后，有利

于对垃圾进行破碎；总的，本发明设计合理，具有使用方便、高效节能、可有效提高垃圾的回

收利用率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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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实施例2

如图1、图2所示，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它包括进料斗1、均料装置2、丝攘物剔

除机构6、金属分选机构、筛网分选机构一5、接力风选机构11、吸附机构17、破碎机构、筛网

分选机构二、悬浮分选机构19、颗粒分离机构18，所述的进料斗1设置在第一传送装置4端

部，所述的第一传送装置4上依次安装有均料装置3和金属分选装置，所述的第一输送装置4

末端衔接有筛网分选机构一5，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一5上部设置有丝攘物剔除机构6，所述

的筛网分选机构一5后衔接有接力分选机构11，所述的接力分选机构11后从上往下依次设

置有吸附机构17、破碎机构和重物料斗13，所述的破碎机构下方设置有筛网分选机构二，所

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下方衔接设置有颗粒分离机构18，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后方衔接设

置有悬浮分选机构19，所述的均料装置3主要是由布料机组成，所述的布料机前方衔接有蓬

松装置2或者破袋设备，所述的接力风选机构11至少是由传输机构8、接力滚12、出风口组成

10，所述的接力滚的旋转方向12与传输机构8传送的方向一致，接力滚12与传输机构8之间

的距离及高低可调节控制，所述的接力滚12至少一个，所述的出风口10至少两个，一个出风

口朝向斜上方，位于传输装置下方中心处，另一个出风口朝设在接力滚12的下方，且吹风方

向向上并与接力滚12相切，所述接力风选机构11后面设有吸附机构17并且设在接力风选机

构11上方前段，所述的吸附机构17至少有负压腔、正压腔、第三传送机构组成，所述的第三

传送机构设有透气孔与负压腔以及正压腔相通，所述的负压腔设在朝向接力风选机构11一

侧，所述的悬浮分选机构19为立式风选系统，所述的立式风选系统设有调节进风风量风压

和出口风量风压的控制装置，立式风选系统可以采用旋风装置机构或采用多级涡旋风装置

机构；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一5为震动筛网，震动筛网呈一定角度并且网口口径可以由前往

后从小到大分级设置；所述的筛网分选机构二为滚筒风选筛网16，所述的滚筒风选筛网16

内部的进料口上端设有滚筒筛径向进风风管，滚筒风选筛网16对应的筛网内均匀设有多个

扬料板，滚筒风选筛网16对应筛网的下面设有适配的筛下物出口，滚筒风选筛网16对应的

筛网的尾端设有适配的筛上物出口，筛上物的出口与悬浮分选机构19衔接，滚筒风选筛网

16末端设有大小适配的轻质物出口，最优的，筛上物出口与轻质物出口之间采用滚动滚作

为分水岭，滚筒滚上可以设有适配的叶片，所述的金属分选机构采用磁铁分选机或采用涡

电流分选机，所述的丝攘物剔除机构6至少是由一个或多个驱动滚轮和驱动滚轮上的挑刺

组成，所述的颗粒分离机构18是由在设置在主轴上一端的动刀和壳体上的定刀组成，主轴

的另一端设有螺旋叶片，螺旋叶片对应的壳体上设置有颗粒出口和颗粒杂物出口，最优的

颗粒出口设在壳体下端，所述的颗粒分离机构18衔接筛网分选机构二的滚筒筛筛下物以及

衔接筛网分选机构一的震动筛网，颗粒分离机构对滚筒筛筛下物以及震动筛下物再进行分

类提纯，所述的接力分选机构11、吸附机构17、悬浮分选机构19的风流方向都采用循环回收

方式，由风机的排风口吹风，到风机的进风口吸风，并且设有风流控制装置控制风的流量，

在闭路循环的风流内设置有收尘装置和除臭装置。

[0022] 一种混合垃圾分类一体化设备的垃圾分离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将混合垃圾装入进料斗中，使用第一传送装置将垃圾向后运输；

2）使用均料装置控制垃圾的进料速度和流量，使用蓬松装置勾破塑料袋等装垃圾的袋

子，将混合垃圾挑散使之蓬松；

3）分别使用丝攘物剔除机构和金属分选机构除去混合垃圾中的布条、衣服等丝攘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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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垃圾；

4）将步骤3中处理过的垃圾输送至筛网分选机构一，使用振动筛网筛出垃圾中的细颗

粒，进行回收，做优质营养土使用；

5）步骤4中剩余垃圾进入接力分选机构，使用传输机构将垃圾斜向上运输，利用传输机

构与接力滚之间的出风口吹出的定向风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5.1）极轻质垃圾被吹至最上方的吸附装置上，吸附装置前端的负压腔产生的吸力将极

轻质垃圾吸住，运至吸附装置后端的正压腔时，极轻质垃圾被正压风吹进优质塑料回收装

置内；

5.2）轻质垃圾被吹至中部的滚筒进料口内，使用加湿设备对垃圾进行加湿处理后，进

入破碎机构对垃圾进行破碎处理，破碎后进入筛网分选机构二，用扬料板将垃圾扬起，滚筒

风选筛网内部上端的风管对扬起的垃圾进行直吹分类，极轻物质从上层直接吹入优质塑料

回收装置内；剩余的垃圾被滚筒风选筛网进行筛选，筛网上部的筛上物从滚筒筛端部流出

进入悬浮分选机构，对分选出来的优质塑料进行回收；穿过筛网的筛下物进入颗粒分离机

构，将分离出来的细颗粒进行回收；

5.3）重质垃圾落入最下方重物料斗内，进行回收做后续处理。

[0023] 本发明使用多种装置对混合垃圾进行挑拣、破碎、筛分、分类、回收等工序，有效的

对混合垃圾做分类回收处理，对垃圾原料要求低，能够有效将混合垃圾中的可回收物质进

行最大程度的回收，最大限度的提高了废物利用率，极大的减少了不可回收垃圾的比例；本

发明无需人工对垃圾进行挑拣，极大的提高了垃圾的处理效率，且减小了垃圾中有害成分

对工作人员的危害，能够有效降低垃圾处理的成本，减小对环境的危害；破袋机的双轴上的

环形切刀之间的间隙设有均匀的颈项刀，颈项刀设为滑动连接方式，当遇见硬物质，刀可以

伸缩滑动，以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破碎机构前部设置的加湿设备对垃圾加湿处理后，有利

于对垃圾进行破碎；总的，本发明设计合理，具有使用方便、高效节能、可有效提高垃圾的回

收利用率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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