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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

理设备，包括焚烧炉，支撑脚，观察工作口，辅助

进料头，进水头，输气管道，除尘器，支撑柱，风

管，第一风机，螺旋管，进料管道结构，除尘头结

构，净气箱结构，保护罩结构和废水处理箱结构，

所述的支撑脚分别焊接在焚烧炉下表面的左右

两侧；所述的观察工作口开设在焚烧炉正表面纵

向中间部位的下部；所述的辅助进料头和进水头

分别焊接在焚烧炉左表面的下部和上部；所述的

输气管道一端与焚烧炉的右上部连接，另一端与

除尘器连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进料管

道结构的设置，有利于在进行输送垃圾时，可以

将垃圾中的土壤等杂物排出，进而在使用时避免

了影响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焚烧效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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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

设备，包括焚烧炉（1），支撑脚（2），观察工作口（3），辅助进料头（4），进水头（5），输气管道

（6），除尘器（7），支撑柱（8），风管（9），第一风机（10），螺旋管（11），进料管道结构（12），除尘

头结构（13），净气箱结构（14），保护罩结构（15）和废水处理箱结构（16），所述的支撑脚（2）

分别焊接在焚烧炉（1）下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观察工作口（3）开设在焚烧炉（1）正表面

纵向中间部位的下部；所述的辅助进料头（4）和进水头（5）分别焊接在焚烧炉（1）左表面的

下部和上部；所述的输气管道（6）一端与焚烧炉（1）的右上部连接，另一端与除尘器（7）连

接；所述的支撑柱（8）分别焊接在除尘器（7）下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风管（9）焊接在焚烧

炉（1）右表面的下部，同时在右端法兰连接有第一风机（10）；所述的螺旋管（11）焊接在焚烧

炉（1）外壁的上部，同时右端与废水处理箱结构（16）连接；所述的进料管道结构（12）安装在

焚烧炉（1）左表面的中下部；所述的除尘头结构（13）安装在焚烧炉（1）下表面的纵向中间部

位；所述的净气箱结构（14）安装在除尘器（7）的右上部；所述的保护罩结构（15）安装在焚烧

炉（1）正表面纵向中间部位的下部，同时在内侧设置有观察工作口（3）；所述的废水处理箱

结构（16）上端和左端分别与螺旋管（11）和输气管道（6）焊接；所述的进料管道结构（12）包

括输送筒（121），电机（122），支撑杆（123），搅龙（124），出料头（125），进物头（126），分离管

道（127）和分离网（128），所述的电机（122）安装在输送筒（121）的左下部；所述的支撑杆

（123）焊接在输送筒（121）下表面的左侧；所述的出料头（125）和进物头（126）分别焊接在输

送筒（121）上下表面的外侧，同时出料头（125）的右端与焚烧炉（1）正表面纵向中间部位的

下部焊接；所述的分离管道（127）焊接在输送筒（121）下表面的中右侧，同时在内部的上方

镶嵌有分离网（128）；所述的除尘头结构（13）包括焊接头（131），挡板（132），卡板（133），除

尘管（134）和保护罩（135），所述的焊接头（131）焊接在焚烧炉（1）下表面的纵向中间部位；

所述的除尘管（134）上端与焊接头（131）法兰连接，下端与保护罩（135）胶接；所述的净气箱

结构（14）包括集气箱（141），连通管道（142），第二风机（143），支撑架（144），放水箱（145），

卡边（146），滤网（147）和出气管（148），所述的连通管道（142）镶嵌在集气箱（141）内部左侧

的横向中间部位，同时左右两端分别与放水箱（145）和除尘器（7）焊接；所述的第二风机

（143）法兰连接在连通管道（142）外壁的上部；所述的支撑架（144）右端焊接在集气箱（141）

的左下部，左端与除尘器（7）焊接；所述的放水箱（145）焊接在集气箱（141）内部的右下方；

所述的卡边（146）焊接在集气箱（141）内壁的上方，同时在上表面镶嵌有滤网（147）；所述的

出气管（148）焊接在集气箱（141）的右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保护罩结

构（15）包括安装架（151），防护板（152），保护门（153），密封板（154）和手柄（155），所述的防

护板（152）镶嵌在安装架（151）内壁的前方；所述的保护门（153）轴接在安装架（151）内壁右

侧的后方，同时在前后两部分别安装有密封板（154）和手柄（15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废水处理

箱结构（16）包括储水箱（161），紧固杆（162），进液头（163），出气头（164），吸污管（165），吸

污泵（166）和加热管（167），所述的紧固杆（162）分别焊接在储水箱（161）下表面的左右两

侧；所述的进液头（163）和出气头（164）分别焊接在储水箱（161）的右上部和正表面中下部

的左侧；所述的吸污管（165）焊接在储水箱（161）内部的右下侧，同时在外壁的右侧安装有

吸污泵（166）；所述的加热管（167）焊接在储水箱（161）内壁的中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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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离网

（128）网孔的直径设置为一毫米至三毫米，所述的分离网（128）上表面与输送筒（121）内壁

下方之间的间距设置为一毫米至三毫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龙

（124）安装在输送筒（121）的内部，同时左下部与电机（122）输出轴上的联轴器连接，所述的

搅龙（124）外壁与输送筒（121）内壁之间的间距为一厘米至三厘米。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保护罩

（135）具体采用PVC透明塑料罩，所述的保护罩（135）上端与除尘管（134）连通，所述的除尘

管（134）具体采用PVC塑料软管。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挡板

（132）插入在焊接头（131）内部的横向中间部位，同时在右端焊接有卡板（133）。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放水箱

（145）右端设置有进水的管道，所述的放水箱（145）左端与连通管道（142）连通。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板

（152）具体采用钢化玻璃板，所述的防护板（152）与焚烧炉（1）正表面的观察工作口（3）对

应，所述的防护板（152）与观察工作口（3）之间的间距设置为十厘米至十三厘米。

10.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管

（167）外壁上设置有不锈钢柱，所述的加热管（167）左端与螺旋管（11）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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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弃物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农村逐渐趋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人们产生的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如何

经济、有效地进行对农村废弃物处理已成为农村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废弃物以生

活垃圾和废水处理中生成的污泥为主，处理这些废弃物的方法主要有填埋和焚烧两种，而

目前的农村废弃物的处理方法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填埋法，虽然埋填发

投资小，但占地面积大而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目前焚烧法被认为是处理废弃物最合适的

方法，虽然垃圾焚烧和污泥焚烧的原理不完全相同，但在燃烧后烟气处理这一环节上基本

相同，焚烧法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普遍的废弃物处理方法，此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废弃物资

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程度高，是使废弃物无害化、减容化、资源化最为有效的方法，焚烧法是

将废弃物置于高温炉中，使其中可燃成分充分燃烧后，烟气经过处理达标再通过烟囱排放

的一种方法，现有技术为中国专利公开号为201620098233.4的一种环保型农村废弃物燃烧

装置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废热锅炉以及设置在所述废热锅炉底端的焚烧炉，所述焚

烧炉底端设置助燃炉，并且所述助燃炉侧壁设置进煤口；所述助燃炉底端设置煤渣出口，并

且所述助燃炉侧壁通过鼓风管道与设置在除尘器一侧的鼓风机连通；所述焚烧炉侧壁设置

废物进料口，并且所述焚烧炉顶端与设置所述废热锅炉内部的储水炉连通；所述储水炉顶

端连通蒸汽出口，并且所述储水炉一侧连通加热水管；所述加热水管一侧设置进水口，且所

述进水口通过给水泵与加热水管连通；所述加热水管底端设置飞灰出口，具有节能环保，并

且燃料中不可燃物质的顺利通过煤渣出口排出，燃料热能的有效回收，避免了注水的热量

损失，从而达到了燃料所携带热能的有效回收，内部回旋流动、低循环倍率、低烟速，通过除

尘器将废物产生的灰尘除掉，达到无污染焚烧废物的优点。

[0003] 但是，现有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还存在着不方便将废弃物输送到该设备内且容

易对工作人员造成较大的劳动强度、在处理灰尘时容易四散、容易使该设备发出的气体污

染环境和不具备对废弃污水进行净化功能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以解

决现有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不方便将废弃物输送到该设备内且容易对工作人员造成较

大的劳动强度、在处理灰尘时容易四散、容易使该设备发出的气体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对废

弃污水进行净化功能的问题。一种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包括焚烧炉，支撑脚，

观察工作口，辅助进料头，进水头，输气管道，除尘器，支撑柱，风管，第一风机，螺旋管，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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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结构，除尘头结构，净气箱结构，保护罩结构和废水处理箱结构，所述的支撑脚分别焊

接在焚烧炉下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观察工作口开设在焚烧炉正表面纵向中间部位的下

部；所述的辅助进料头和进水头分别焊接在焚烧炉左表面的下部和上部；所述的输气管道

一端与焚烧炉的右上部连接，另一端与除尘器连接；所述的支撑柱分别焊接在除尘器下表

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风管焊接在焚烧炉右表面的下部，同时在右端法兰连接有第一风机；

所述的螺旋管焊接在焚烧炉外壁的上部，同时右端与废水处理箱结构连接；所述的进料管

道结构安装在焚烧炉左表面的中下部；所述的除尘头结构安装在焚烧炉下表面的纵向中间

部位；所述的净气箱结构安装在除尘器的右上部；所述的保护罩结构安装在焚烧炉正表面

纵向中间部位的下部，同时在内侧设置有观察工作口；所述的废水处理箱结构上端和左端

分别与螺旋管和输气管道焊接；所述的进料管道结构包括输送筒，电机，支撑杆，搅龙，出料

头，进物头，分离管道和分离网，所述的电机安装在输送筒的左下部；所述的支撑杆焊接在

输送筒下表面的左侧；所述的出料头和进物头分别焊接在输送筒上下表面的外侧，同时出

料头的右端与焚烧炉正表面纵向中间部位的下部焊接；所述的分离管道焊接在输送筒下表

面的中右侧，同时在内部的上方镶嵌有分离网。

[0006] 优选的，所述的除尘头结构包括焊接头，挡板，卡板，除尘管和保护罩，所述的焊接

头焊接在焚烧炉下表面的纵向中间部位；所述的除尘管上端与焊接头法兰连接，下端与保

护罩胶接。

[0007] 优选的，所述的净气箱结构包括集气箱，连通管道，第二风机，支撑架，放水箱，卡

边，滤网和出气管，所述的连通管道镶嵌在集气箱内部左侧的横向中间部位，同时左右两端

分别与放水箱和除尘器焊接；所述的第二风机法兰连接在连通管道外壁的上部；所述的支

撑架右端焊接在集气箱的左下部，左端与除尘器焊接；所述的放水箱焊接在集气箱内部的

右下方；所述的卡边焊接在集气箱内壁的上方，同时在上表面镶嵌有滤网；所述的出气管焊

接在集气箱的右上部。

[0008] 优选的，所述的保护罩结构包括安装架，防护板，保护门，密封板和手柄，所述的防

护板镶嵌在安装架内壁的前方；所述的保护门轴接在安装架内壁右侧的后方，同时在前后

两部分别安装有密封板和手柄。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废水处理箱结构包括储水箱，紧固杆，进液头，出气头，吸污管，吸

污泵和加热管，所述的紧固杆分别焊接在储水箱下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进液头和出气

头分别焊接在储水箱的右上部和正表面中下部的左侧；所述的吸污管焊接在储水箱内部的

右下侧，同时在外壁的右侧安装有吸污泵；所述的加热管焊接在储水箱内壁的中下部。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分离网网孔的直径设置为一毫米至三毫米，所述的分离网上表面

与输送筒内壁下方之间的间距设置为一毫米至三毫米。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搅龙安装在输送筒的内部，同时左下部与电机输出轴上的联轴器

连接，所述的搅龙外壁与输送筒内壁之间的间距为一厘米至三厘米。

[0012] 优选的，所述的保护罩具体采用PVC透明塑料罩，所述的保护罩上端与除尘管连

通，所述的除尘管具体采用PVC塑料软管。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挡板插入在焊接头内部的横向中间部位，同时在右端焊接有卡板。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放水箱右端设置有进水的管道，所述的放水箱左端与连通管道连

通。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8592029 B

5



[0015] 优选的，所述的滤网设置有多个，并分别与采用活性炭网，所述的滤网外壁上分别

设置有橡胶垫。

[0016] 优选的，所述的防护板具体采用钢化玻璃板，所述的防护板与焚烧炉正表面的观

察工作口对应，所述的防护板与观察工作口之间的间距设置为十厘米至十三厘米。

[0017] 优选的，所述的保护门正表面的密封板具体采用陶瓷板，所述的密封板与观察工

作口对应。

[0018] 优选的，所述的加热管外壁上设置有不锈钢柱，所述的加热管左端与螺旋管焊接。

[0019] 优选的，所述的出气头上下两端分别与储水箱和输气管道连通。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 .本发明中，所述的分离网网孔的直径设置为一毫米至三毫米，所述的分离网上

表面与输送筒内壁下方之间的间距设置为一毫米至三毫米，有利于在进行输送垃圾时，可

以将垃圾中的土壤等杂物排出，进而在使用时避免了影响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焚烧效果

的问题。

[0022] 2.本发明中，所述的搅龙安装在输送筒的内部，同时左下部与电机输出轴上的联

轴器连接，所述的搅龙外壁与输送筒内壁之间的间距为一厘米至三厘米，有利于方便的将

大量的废弃物输送到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的内部，进而在使用时，可以减轻工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

[0023] 3.本发明中，所述的保护罩具体采用PVC透明塑料罩，所述的保护罩上端与除尘管

连通，所述的除尘管具体采用PVC塑料软管，有利于在排放焚烧后的灰烬时，可以避免灰烬

四散影响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环境。

[0024] 4.本发明中，所述的挡板插入在焊接头内部的横向中间部位，同时在右端焊接有

卡板，有利于方便的打开或关闭该除尘头结构，同时也更加方便的使用该除尘头结构。

[0025] 5.本发明中，所述的放水箱右端设置有进水的管道，所述的放水箱左端与连通管

道连通，有利于在排放气体时，可以使气体中的杂物存留在放水箱内的水中，进而增加了该

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净化效果，进一步有利于避免了废气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问题。

[0026] 6.本发明中，所述的滤网设置有多个，并分别与采用活性炭网，所述的滤网外壁上

分别设置有橡胶垫，有利于可以对气体起到净化的作用，进而增加了该净气箱结构的净化

效果。

[0027] 7.本发明中，所述的防护板具体采用钢化玻璃板，所述的防护板与焚烧炉正表面

的观察工作口对应，所述的防护板与观察工作口之间的间距设置为十厘米至十三厘米，有

利于在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进行观察时，可以起到防护的作用，进而避免了工作人员身

体健康受到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内部的温度或者烟雾的影响。

[0028] 8.本发明中，所述的保护门正表面的密封板具体采用陶瓷板，所述的密封板与观

察工作口对应，有利于在不对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进行观察时，可以起到密封的作用。

[0029] 9.本发明中，所述的加热管外壁上设置有不锈钢柱，所述的加热管左端与螺旋管

焊接，有利于在加热管和螺旋管输送水时，可以采集焚烧炉焚烧

废弃物所产生的热量，从而输送到储水箱内，进一步有利于可以对储水箱内的废水起到加

热蒸发的作用。

[0030] 10.本发明中，所述的出气头上下两端分别与储水箱和输气管道连通，有利于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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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蒸发后，可以将有害气体和水蒸气输送到除尘器和净气箱结构内进行净化处理，进而

达到处理废水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的进料管道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的除尘头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4是本发明的净气箱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5是本发明的保护罩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6是本发明的废水处理箱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

[0038] 1、焚烧炉；2、支撑脚；3、观察工作口；4、辅助进料头；5、进水头；6、输气管道；7、除

尘器；8、支撑柱；9、风管；10、第一风机；11、螺旋管；12、进料管道结构；121、输送筒；122、电

机；123、支撑杆；124、搅龙；125、出料头；126、进物头；127、分离管道；128、分离网；13、除尘

头结构；131、焊接头；132、挡板；133、卡板；134、除尘管；135、保护罩；14、净气箱结构；141、

集气箱；142、连通管道；143、第二风机；144、支撑架；145、放水箱；146、卡边；147、滤网；148、

出气管；15、保护罩结构；151、安装架；152、防护板；153、保护门；154、密封板；155、手柄；16、

废水处理箱结构；161、储水箱；162、紧固杆；163、进液头；164、出气头；165、吸污管；166、吸

污泵；167、加热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40] 实施例：

[0041] 如附图1至附图6所示

[0042] 本发明提供一种节能环保的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包括焚烧炉1，支撑脚2，观察工

作口3，辅助进料头4，进水头5，输气管道6，除尘器7，支撑柱8，风管9，第一风机10，螺旋管

11，进料管道结构12，除尘头结构13，净气箱结构14，保护罩结构15和废水处理箱结构16，所

述的支撑脚2分别焊接在焚烧炉1下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观察工作口3开设在焚烧炉1正

表面纵向中间部位的下部；所述的辅助进料头4和进水头5分别焊接在焚烧炉1左表面的下

部和上部；所述的输气管道6一端与焚烧炉1的右上部连接，另一端与除尘器7连接；所述的

支撑柱8分别焊接在除尘器7下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风管9焊接在焚烧炉1右表面的下

部，同时在右端法兰连接有第一风机10；所述的螺旋管11焊接在焚烧炉1外壁的上部，同时

右端与废水处理箱结构16连接；所述的进料管道结构12安装在焚烧炉1左表面的中下部；所

述的除尘头结构13安装在焚烧炉1下表面的纵向中间部位；所述的净气箱结构14安装在除

尘器7的右上部；所述的保护罩结构15安装在焚烧炉1正表面纵向中间部位的下部，同时在

内侧设置有观察工作口3；所述的废水处理箱结构16上端和左端分别与螺旋管11和输气管

道6焊接；所述的进料管道结构12包括输送筒121，电机122，支撑杆123，搅龙124，出料头

125，进物头126，分离管道127和分离网128，所述的电机122安装在输送筒121的左下部；所

述的支撑杆123焊接在输送筒121下表面的左侧；所述的出料头125和进物头126分别焊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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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筒121上下表面的外侧，同时出料头125的右端与焚烧炉1正表面纵向中间部位的下部

焊接；所述的分离管道127焊接在输送筒121下表面的中右侧，同时在内部的上方镶嵌有分

离网128。

[004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除尘头结构13包括焊接头131，挡板132，卡板133，

除尘管134和保护罩135，所述的焊接头131焊接在焚烧炉1下表面的纵向中间部位；所述的

除尘管134上端与焊接头131法兰连接，下端与保护罩135胶接。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净气箱结构14包括集气箱141，连通管道142，第二

风机143，支撑架144，放水箱145，卡边146，滤网147和出气管148，所述的连通管道142镶嵌

在集气箱141内部左侧的横向中间部位，同时左右两端分别与放水箱145和除尘器7焊接；所

述的第二风机143法兰连接在连通管道142外壁的上部；所述的支撑架144右端焊接在集气

箱141的左下部，左端与除尘器7焊接；所述的放水箱145焊接在集气箱141内部的右下方；所

述的卡边146焊接在集气箱141内壁的上方，同时在上表面镶嵌有滤网147；所述的出气管

148焊接在集气箱141的右上部。

[004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保护罩结构15包括安装架151，防护板152，保护门

153，密封板154和手柄155，所述的防护板152镶嵌在安装架151内壁的前方；所述的保护门

153轴接在安装架151内壁右侧的后方，同时在前后两部分别安装有密封板154和手柄155。

[004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废水处理箱结构16包括储水箱161，紧固杆162，进

液头163，出气头164，吸污管165，吸污泵166和加热管167，所述的紧固杆162分别焊接在储

水箱161下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进液头163和出气头164分别焊接在储水箱161的右上部

和正表面中下部的左侧；所述的吸污管165焊接在储水箱161内部的右下侧，同时在外壁的

右侧安装有吸污泵166；所述的加热管167焊接在储水箱161内壁的中下部。

[004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分离网128网孔的直径设置为一毫米至三毫米，所

述的分离网128上表面与输送筒121内壁下方之间的间距设置为一毫米至三毫米，有利于在

进行输送垃圾时，可以将垃圾中的土壤等杂物排出，进而在使用时避免了影响该农村废弃

物处理设备焚烧效果的问题。

[004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搅龙124安装在输送筒121的内部，同时左下部与电

机122输出轴上的联轴器连接，所述的搅龙124外壁与输送筒121内壁之间的间距为一厘米

至三厘米，有利于方便的将大量的废弃物输送到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的内部，进而在使

用时，可以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004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保护罩135具体采用PVC透明塑料罩，所述的保护罩

135上端与除尘管134连通，所述的除尘管134具体采用PVC塑料软管，有利于在排放焚烧后

的灰烬时，可以避免灰烬四散影响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环境。

[005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挡板132插入在焊接头131内部的横向中间部位，同

时在右端焊接有卡板133，有利于方便的打开或关闭该除尘头结构13，同时也更加方便的使

用该除尘头结构13。

[005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放水箱145右端设置有进水的管道，所述的放水箱

145左端与连通管道142连通，有利于在排放气体时，可以使气体中的杂物存留在放水箱145

内的水中，进而增加了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净化效果，进一步有利于避免了废气对环境

造成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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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滤网147设置有多个，并分别与采用活性炭网，所述

的滤网147外壁上分别设置有橡胶垫，有利于可以对气体起到净化的作用，进而增加了该净

气箱结构14的净化效果。

[005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护板152具体采用钢化玻璃板，所述的防护板152

与焚烧炉1正表面的观察工作口3对应，所述的防护板152与观察工作口3之间的间距设置为

十厘米至十三厘米，有利于在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进行观察时，可以起到防护的作用，进

而避免了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受到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内部的温度或者烟雾的影响。

[005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保护门153正表面的密封板154具体采用陶瓷板，所

述的密封板154与观察工作口3对应，有利于在不对该农村废弃物处理设备进行观察时，可

以起到密封的作用。

[005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加热管167外壁上设置有不锈钢柱，所述的加热管

167左端与螺旋管11焊接，有利于在加热管167和螺旋管11输送水时，可以采集焚烧炉1焚烧

废弃物所产生的热量，从而输送到储水箱161内，进一步有利于可以对储水箱161内的废水

起到加热蒸发的作用。

[005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出气头164上下两端分别与储水箱161和输气管道6

连通，有利于再将废水蒸发后，可以将有害气体和水蒸气输送到除尘器7和净气箱结构14内

进行净化处理，进而达到处理废水的目的。

[0057] 工作原理

[005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首先使工作人员将垃圾倒入到进物头126内，然后启动电机

122使搅龙124旋转，同时带动垃圾上升，在垃圾经过分离网128时，垃圾中的土壤等杂物穿

过分离管道127并通过分离网128下落到指定的容器内，同时其它垃圾通过出料头125进入

到焚烧炉1内，完成输送垃圾后，先通过辅助进料头4在焚烧炉1内放入助燃资源，然后通过

手柄155带动保护门153旋转，同时密封板154与观察工作口3分离，再然后点燃焚烧炉1内的

垃圾即可进行焚烧处理，在焚烧时，所产生的废气通过输气管道6进入到除尘器7内进行初

步的除尘处理，然后启动第二风机143将除尘器7内的气体通过连通管道142输送到放水箱

145内，同时通过放水箱145内的水进行净化，再然后气体在集气箱141内上升并通过滤网

147再次进行处理，最后通过出气管148排放到外界即可，在完成焚烧后，将移动的容器移动

到焚烧炉1的下端，然后弯曲除尘管134并使保护罩135套在容器上，再然后通过卡板133将

挡板132从焊接头131内拉出即可将焚烧炉1内下端的灰烬输送到指定的容器内即可，在使

用的同时，当需要对污水进行处理时，首先将污水通过进液头163输送到储水箱161内，然后

再使螺旋管11和加热管167与水管连接，再然后打开水管上的阀门，并输送水，在水经过螺

旋管11时，可以采集焚烧炉1所散发出的热量，同时再次输送到加热管167内，这样即可通过

加热管167内水的温度将废水加热并雾化，在进行雾化后，废气气体和水蒸气通过输气管道

6进入到除尘器7内进行过滤，然后再次进入到净气箱结构14内进行过滤。

[0059]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

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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