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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设置的收

集装置、粉碎研磨装置、渗透过滤装置、杠杆压缩

分离装置、油水分离装置及管道振动传输装置；

所述收集装置将收集的垃圾送入其下方的粉碎

研磨装置进一步粉碎研磨处理后，将垃圾送入渗

透过滤装置初步固液分离，再由杠杆压缩分离装

置进一步压缩，固体垃圾被压缩取出成为有机肥

使用，液体垃圾进入油水分离装置进一步分离后

分别导出加以利用，管道振动传输装置促进管道

内垃圾的传输及油水分离；本发明具有结构合

理、成本低廉、环保节能及实用高效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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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设置的收集装置(A)、粉碎研磨装置

(B)、渗透过滤装置(C)、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油水分离装置(E)及管道振动装置(F)；所述

收集装置(A)将收集的垃圾送入其下方的粉碎研磨装置(B)进一步粉碎研磨处理后，将垃圾

送入渗透过滤装置(C)初步固液分离，再由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进一步压缩，固体垃圾被

压缩取出成为有机肥使用，液体垃圾进入油水分离装置(E)，管道振动传输装置(F)设置于

渗透过滤装置(C)与油水分离装置(E)之间的连接管道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装置(A)包括

传送腔(1)，所述传送腔(1)顶部设置有带有毛刷的垃圾收集盖(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研磨装置(B)

包括外壳(3)，外壳(3)顶部设有垃圾入料口(3-1)，所述入料口(3-1)与传送腔(1)底部可拆

卸连接，入料口(3-1)顶部设置有硅胶圈(3-2)，入料口(3-1)内可拆卸连接有防溅罩(3-3)，

所述外壳(3)一侧，入料口(3-1)下方连接有废水接口(3-4)；

外壳(3)内底部设置有永磁电机(4-1)，所述永磁电机(4-1)通过联轴器与动力输出轴

的一端相连接，动力输出轴的另一端穿过设置在其上方的防腐研磨腔(4-2)底壁，与防腐研

磨腔(4-2)内的研磨盘(4-3)相连接，研磨盘(4-3)下方，防腐研磨腔(4-2)底部侧壁还设有

第一排出口(4-4)；所述防腐研磨腔(4-2)顶部为圆锥状结构，防腐研磨腔(4-2)顶部入口端

与废水接口(3-4)的出口端相连接；

研磨盘(4-3)的盘面设有镂空孔，研磨盘(4-3)的盘面径向上还对称设置有研磨刀头

(4-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拆卸连接为螺纹

连接或卡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述防溅罩(3-3)中间设

有弹性穹隆状瓣膜(3-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渗透过滤装置(C)

包括壳体(5)及其底部设置的可拆卸收集盒(6)；所述壳体(5)顶部与第一排出口(4-4)出口

端相连接，壳体(5)前壁为敞口，两侧壁及后壁为双层结构，内层设有镂空孔，其中底壁还设

有加强网(5-1)，两侧壁及后壁的双层结构之间设有空腔，空腔底部和可拆卸收集盒(6)相

连通，可拆卸收集盒(6)底部设有第二排出口(6-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杠杆压缩分离装置

(D)包括活动连接于壳体(5)内的主动压缩板(7)，主动压缩板(7)正中位置与第一从动杆

(8)一端固定连接，第一从动杆(8)另一端与主动杆(9)的一端可旋转连接，主动杆(9)另一

端设有手柄，主动杆(9)近中段与第二从动杆(10)的一端可旋转连接，第二从动杆(10)的另

一端与壳体(5)的顶壁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油水分离装置(E)

包括集液管(11)，集液管(11)进口端与第二排出口(6-1)相连通，集液管(11)出口端穿过分

离箱(12)侧壁，进入分离箱(12)内与带有抽油泵的扩散喷嘴(13)相连接；分离箱(12)内设

有隔板(14)，分离箱(12)的左侧壁及隔板(14)之间，扩散喷嘴(13)下方，可拆卸连接有细滤

器(15)；第一隔板(14)另一侧，分离箱(12)内底部还依次设有可拆卸的波纹板聚结器(16)

及纤维聚合器(17)；分离箱(12)右侧壁近底部设有第三排出口(18)，所述第三排出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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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端设有电导率传感器(19)，第三排出口(18)出口端设有电磁三通阀(20)，电导率传感

器(19)将测量数据传送至外部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电磁三通阀(20)的开合。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振动传输装置

(F)包括设置于渗透过滤装置(C)与油水分离装置(E)之间连接管道上的振动马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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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垃圾处理机，具体涉及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餐厨垃圾具有含水量高，易腐烂的特点。据统计，一般餐厨垃圾含水率在80％

以上，高含水率给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理都带来很大困难。并且餐厨垃圾的有机物含

量高，蛋白质、淀粉、脂肪等占干物质质量约90％，容易滋生细菌，腐败发臭。

[0003] 目前国家对于餐厨垃圾的处理方法包括:粉碎后排入下水道、焚烧等。但此类都只

适宜处理小规模的成分比较简单的家庭餐厨垃圾，且只适用于烹饪方式简单、人口密度较

小的欧美国家，处理不当还可能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污染。对于餐厨垃圾产出量巨大的中

国，与国情不太相符。

[0004] 现有技术如公告号为CN207307393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的油水

分离装置，对排出的餐厨垃圾进行固液分层处理，实现油水分离。但是该专利没有对油水和

固体进行深度的分离，也没有提到对分离的油水进行回收利用。再如公告号为

CN2018116141898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可根据垃圾体积大小对垃圾进行分选的餐厨垃

圾处理机器，利用油水的比重不同，对油水进行分离；现有装置具有结构复杂，成本相对较

高、厨余垃圾易黏管壁及堵塞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能够通过

人工操作与机械化处理有机结合，更加灵活彻底的处理厨余垃圾，使垃圾得到有效利用；具

有结构合理、成本低廉、环保节能及实用高效的优点。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设置的收集装置A、粉碎研磨装置B、渗透过滤装

置C、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油水分离装置E及管道振动装置F；所述收集装置A将收集的垃圾

送入其下方的粉碎研磨装置B进一步粉碎研磨处理后，将垃圾送入渗透过滤装置C初步固液

分离，再由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进一步压缩，固体垃圾被压缩取出成为有机肥使用，液体垃

圾进入油水分离装置E，管道振动传输装置F设置于渗透过滤装置C与油水分离装置E之间的

连接管道上。

[0008] 所述收集装置A包括传送腔1，所述传送腔1顶部设置有带有毛刷的垃圾收集盖2。

[0009] 所述粉碎研磨装置B包括外壳3，外壳3顶部设有垃圾入料口3-1，所述入料口3-1与

传送腔1底部可拆卸连接，入料口3-1顶部设置有硅胶圈3-2，入料口3-1内可拆卸连接有防

溅罩3-3，所述外壳3一侧，入料口3-1下方设置有废水接口3-4；

[0010] 外壳3内底部设置有永磁电机4-1，所述永磁电机4-1通过联轴器与动力输出轴的

一端相连接，动力输出轴的另一端穿过设置在其上方的防腐研磨腔4-2底壁，与防腐研磨腔

4-2内的研磨盘4-3相连接，研磨盘4-3下方，防腐研磨腔4-2底部侧壁还设有第一排出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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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述防腐研磨腔4-2顶部为圆锥状结构，防腐研磨腔4-2顶部入口端与废水接口3-4的出

口端相连接；

[0011] 研磨盘4-3的盘面设有镂空孔，研磨盘4-3的盘面径向上还对称设置有研磨刀头4-

5。

[0012] 所述可拆卸连接为螺纹连接或卡接。

[0013] 所述防溅罩3-3中间设有弹性穹隆状瓣膜3-5。

[0014] 所述渗透过滤装置C包括壳体5及其底部设置的可拆卸收集盒6；所述壳体5顶部与

第一排出口4-4出口端相连接，壳体5前壁为敞口，两侧壁及后壁为双层结构，内层设有镂空

孔，其中底壁还设有加强网5-1，两侧壁及后壁的双层结构之间设有空腔，空腔底部和可拆

卸收集盒6相连通，可拆卸收集盒6底部设有第二排出口6-1。

[0015] 所述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包括活动连接于壳体5内的主动压缩板7，主动压缩板7正

中位置与第一从动杆8一端固定连接，第一从动杆8另一端与主动杆9的一端可旋转连接，主

动杆9另一端设有手柄，主动杆9近中段与第二从动杆10的一端可旋转连接，第二从动杆10

的另一端与壳体5的顶壁相连接。

[0016] 所述油水分离装置E包括集液管11，集液管11进口端与第二排出口6-1相连通，集

液管11出口端穿过分离箱12侧壁，进入分离箱12内与带有抽油泵的扩散喷嘴13相连接；分

离箱12内设有隔板14，分离箱12的左侧壁及隔板14之间，扩散喷嘴13下方，可拆卸连接有细

滤器15；隔板14另一侧，分离箱12内底部还依次设有可拆卸的波纹板聚结器16及纤维聚合

器17；分离箱12右侧壁近底部设有第三排出口18，所述第三排出口18入口端设有电导率传

感器19，第三排出口18出口端设有电磁三通阀20，电导率传感器19将测量数据传送至外部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电磁三通阀20的开合。

[0017] 所述管道振动传输装置F包括设置于渗透过滤装置C与油水分离装置E之间连接管

道上的振动马达21。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9] 1、防腐研磨腔4-2顶部为圆锥状，避免残食垃圾滞留在防腐研磨腔4-2壁上，提高

该垃圾处理机的使用性能。

[0020] 2、渗透过滤装置C中，可拆卸滤网及可拆卸收集盒6的结构，方便清理垃圾，清洗滤

网。

[0021] 3、通过设置手动的杠杆压缩装置，根据需要灵活将厨余垃圾固液分离，且可活动

的压缩板及可拆卸的杠杆方便将压缩后的固体垃圾取出二次利用，成本低，省时省力。

[0022] 4、通过油水分离装置E的细滤器15、波纹板聚结器16及纤维聚合器17三级过滤设

置进一步对液体垃圾处理，最后将液体垃圾，通过第三排出口18根据电导率传感器19识别，

通过控制芯片控制电磁三通阀20将液体垃圾中的油与水分别导出，处理彻底，环保节能。

[0023] 5、通过管道振动传输装置F的共振作用将管道上黏连的杂质震下来，成本低，效果

好。

[0024] 综上，本发明具有结构合理、成本低廉、环保节能及实用高效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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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2为本发明的收集装置A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的粉碎研磨装置B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的防溅罩3-3的结构示意图，其中：图4(a)为防溅罩3-3仰视图，图4

(b)为防溅罩3-3侧视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的研磨盘4-3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的渗透过滤装置C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的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的结构的轴侧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的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的左视图

[0033] 图9为本发明的油水分离装置E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1、传送腔；2、垃圾收集盖；3、外壳；3-1、垃圾入料口；3-2、硅胶圈；3-3、防溅

罩；3-4、废水接口；3-5、弹性穹隆状瓣膜；4、內构；4-1、永磁电机；4-2、防腐研磨腔；4-3、研

磨盘；4-4、第一排出口；4-5、研磨刀头；5、壳体；5-1、加强网；6、可拆卸收集盒；6-1、第二排

出口；7、主动压缩板；8、从动杆；9、主动杆；10、第二从动杆；11、集液管；12、分离箱；13、扩散

喷嘴；14、隔板；15、细滤器；16、波纹板聚结器；17、纤维聚合器；18、第三排出口；19、电导率

传感器；20、电磁三通阀；21、振动马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参见图1，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设置的收集装置A、粉碎研磨装置B、渗

透过滤装置C、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油水分离装置E及管道振动装置F；所述收集装置A将收

集的垃圾送入其下方的粉碎研磨装置B进一步粉碎研磨处理后，将垃圾送入渗透过滤装置C

初步固液分离，再由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进一步压缩，固体垃圾被压缩取出成为有机肥使

用，液体垃圾进入油水分离装置E，管道振动传输装置F设置于渗透过滤装置C与油水分离装

置E之间的连接管道上，通过振动管道使垃圾不易附着于管壁。

[0037] 参见图2，所述收集装置A包括传送腔1，所述传送腔1顶部设置有带有毛刷的垃圾

收集盖2。

[0038] 参见图3、图5，所述粉碎研磨装置B包括外壳3，外壳3顶部设有垃圾入料口3-1，所

述入料口3-1与传送腔1底部可拆卸连接，入料口3-1顶部设置有硅胶圈3-2，入料口3-1内可

拆卸连接有防溅罩3-3，外壳3一侧，入料口3-1下方设置有废水接口3-4；

[0039] 外壳3内底部设置有永磁电机4-1，所述永磁电机4-1通过联轴器与动力输出轴的

一端相连接，动力输出轴的另一端穿过设置在其上方的防腐研磨腔4-2底壁，与防腐研磨腔

4-2内的研磨盘4-3相连接，研磨盘4-3下方，防腐研磨腔4-2底部侧壁还设有第一排出口4-

4；所述防腐研磨腔4-2顶部为圆锥状结构，有效避免垃圾停留附着于研磨腔内壁；防腐研磨

腔4-2顶部入口端与废水接口3-4的出口端相连接，废水接口3-4可与旁支下水管相连接，扩

大应用范围；

[0040] 研磨盘4-3的盘面设有镂空孔，便于研磨碎的垃圾通过，研磨盘4-3的盘面径向上

还对称设置有研磨刀头4-5。

[0041] 所述可拆卸连接为螺纹连接或卡接。

[0042] 参见图4，所述防溅罩3-3中间设有弹性穹隆状瓣膜3-5，以便于垃圾通过及防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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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过程中垃圾溅出。

[0043] 参见图6，所述渗透过滤装置C包括壳体5及其底部设置的可拆卸收集盒6；所述壳

体5顶部与第一排出口4-4出口端相连接，壳体5前壁为敞口，两侧壁、后壁及底壁为双层结

构，内层设有镂空孔，其中底壁还设有加强网5-1，加强网5-1在提高过滤效果的同时增强底

壁强度；两侧壁及后壁的双层结构之间设有空腔，空腔底部和可拆卸收集盒6相连通，液体

可通过镂空孔及加强网5-1进入可拆卸收集盒；可拆卸收集盒6底部设有第二排出口6-1。

[0044] 参见图7、图8，所述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包括活动连接于壳体5内的主动压缩板7，

主动压缩板7与壳体5活动连接，可以从壳体5中取出，方便清除固体垃圾和清理滤网；主动

压缩板7正中位置与第一从动杆8一端固定连接，第一从动杆8另一端与主动杆9的一端可旋

转连接，主动杆9另一端设有手柄，主动杆9近中段与第二从动杆10的一端可旋转连接，第二

从动杆10的另一端与壳体5的顶壁相连接；通过杠杆平衡条件原理，使动力臂大于阻力臂，

即平衡时动力小于阻力，再通过人力作用在杠杆动力点，由内部机械结构连动主动压缩板，

可控制受力大小，使其作用于下方的残食及过滤网，将液体压出过滤，固体垃圾压缩后取出

作为有机肥料再利用。

[0045] 参见图9，所述油水分离装置E包括集液管11，集液管11进口端与第二排出口6-1相

连通，集液管11出口端穿过分离箱12侧壁，进入分离箱12内与带有抽油泵的扩散喷嘴13相

连接；分离箱12内设有隔板14，分离箱12的左侧壁及隔板14之间，扩散喷嘴13下方，可拆卸

连接有细滤器15；隔板14另一侧，分离箱12内底部还依次设有可拆卸的波纹板聚结器16及

纤维聚合器17，其中波纹板聚结器16及纤维聚合器17可以通过扩散及振动作用将油滴聚合

成的较大的油滴与水分离；分离箱12右侧壁近底部设有第三排出口18，所述第三排出口18

入口端设有电导率传感器19，第三排出口18出口端设有电磁三通阀20，油与水的电导率显

著不同，电导率传感器19将测量数据传送至外部控制系统，外部控制系统根据所测得的数

据控制电磁三通阀20的开合，将油与水分别导出。

[0046] 所述管道振动传输装置F包括设置于渗透过滤装置C与油水分离装置E之间连接管

道上的振动马达21，有利于管道内垃圾的传输、避免堵塞，同时能够促进油水分离。

[004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48] 将厨余垃圾倾倒进收集装置A收集，通过粉碎研磨装置B的永磁电机4-1带动研磨

盘4-2将厨余垃圾磨碎，在管道振动传输装置F振动以及重力作用下将粉碎的垃圾导入渗透

过滤装置C，利用杠杆压缩分离装置D挤压，将固体与液体垃圾充分分离，其中固体停留在压

缩分离装置D内，由人工清除，而液体则进入油水分离装置E，通过油水分离装置E的细滤器

15、波纹板聚结器16及纤维聚合器17的三级过滤，将液体垃圾进一步油水过滤分离，经电导

率传感器19识别，由外部控制系统控制电磁三通阀20的开合，最后通过第三排出口18将油

水分别导出；其中收集的固体残食可再次脱水烘干，变为有机肥料，油可制成生物柴油或者

肥皂，水可通过过滤和消毒得到处理水。

[0049] 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此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

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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