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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设备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包括上底板、一号侧

板、下底板、挤压单元、粉碎单元、过滤单元、除油

单元、水循环单元和储油盒；除油单元包括吸油

装置和挤压装置；吸油装置包括转动齿轮、限位

轮、半圆齿轮、链带、限位板和吸油海绵；吸油海

绵和限位板按照链带的方向交错布置在链带上；

半圆齿轮通过转动齿轮来带动链带移动；限位轮

用于将链带的形状设置成五边形；转动齿轮、限

位轮和半圆齿轮都是通过转轴安装在一号侧板

的内表面上；挤压装置用于将吸油海绵中的油挤

出。本发明主要用于饭店污水的处理，能够将污

水中的残渣过滤烘干收集，同时能够将污水中的

油脂回收,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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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底板(1)、一号侧板(11)、下底板

(12)、挤压单元(2)、粉碎单元(3)、过滤单元(4)、除油单元(5)、水循环单元(6)和储油盒

(7)；所述上底板(1)通过一号侧板(11)安装在下底板(12)上，且上底板(1)的上表面设有贯

穿上底板(1)的一号进料口(13)；所述一号进料口(13)的下方设有挤压单元(2)；所述下底

板(12)的上表面上从左往右依次设有一号板(14)、二号板(15)和三号板(16)；所述粉碎单

元(3)位于一号板(14)的左侧；所述过滤单元(4)位于一号板(14)和二号板(15)之间；所述

除油单元(5)位于二号板(15)和三号板(16)之间；所述水循环单元(6)位于三号板(16)的右

侧，且水循环单元(6)包括一号水槽(61)和二号水槽(62)；所述三号板(16)和一号侧板(11)

之间从上往下设有一号挡板(161)和过滤网(162)；所述一号水槽(61)位于过滤网(162)和

下底板(12)之间；所述二号水槽(62)位于一号挡板(161)和过滤网(162)之间；所述储油盒

(7)用于储存除油单元(5)中的油脂；其中，

一号板(14)从上往下依次设有一号出渣口(41)、二号出渣口(42)；所述二号板(15)的

下端设有一号进液口(151)；所述三号板(16)从上往下依次设有二号进液口(163)、三号进

液口(164)；位于左侧的所述一号侧板(11)的左下方设有三号出渣口(165)，且一号侧板

(11)的右表面从上往下依次设有出油口(166)、四号进液口(167)和五号进液口(168)；

所述除油单元(5)包括吸油装置(51)和挤压装置(52)；所述吸油装置(51)包括转动齿

轮(511)、限位轮(512)、半圆齿轮(513)、链带(514)、限位板(515)和吸油海绵(516)；所述吸

油海绵(516)和限位板(515)按照链带(514)的方向交错布置在链带(514)上；所述半圆齿轮

(513)通过转动齿轮(511)来带动链带(514)移动；所述限位轮(512)用于将链带(514)的形

状设置成五边形；所述转动齿轮(511)、限位轮(512)和半圆齿轮(513)都是通过转轴安装在

一号侧板(11)的内表面上；所述挤压装置(52)包括一号气压杆(521)和一号推块(522)；所

述一号推块(522)通过一号气压杆(521)安装在位于右侧的一号侧板(11)的内表面上；所述

挤压装置(52)用于将吸油海绵(516)中的油挤出；

所述挤压单元(2)包括挤压盒(21)、安装盒(22)、过滤板(23)、二号气压杆(24)、切割板

(213)和滑轨转轮机构(25)；所述挤压盒(21)通过安装盒(22)与上底板(1)的下表面连接，

且挤压盒(21)与安装盒(22)之间设有滑轨转轮机构(25)；所述滑轨转轮机构(25)用于挤压

盒(21)能够与安装盒(22)之间相对运动；所述挤压盒(21)为无右侧板的长方型结构；所述

安装盒(22)为无右侧板的长方型结构；所述挤压盒(21)的右侧设有过滤板(23)，且过滤板

(23)通过二号气压杆(24)与二号板(15)的左侧表面相连；所述安装盒(22)和挤压盒(21)的

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号进料口(26)和三号进料口(27)；所述二号进料口(26)和三号进料口

(27)之间通过折叠管(28)连接；所述安装盒(22)和挤压盒(21)的侧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号

出料口(211)和三号出料口(212)；所述二号出料口(211)和三号出料口(212)之间通过折叠

管(28)连接；所述切割板(213)通过三号气压杆(214)安装在挤压盒(21)的内表面上；所述

切割板(213)通过与过滤板(23)挤压来将污水中的残渣挤压切割；

所述粉碎单元(3)包括粉碎叶片(31)、烘干机(32)、过滤筒(33)、挡料板(34)和粉碎杆

(35)；所述过滤筒(33)与下底板的上表面转动连接；所述粉碎叶片(31)通过电机安装在过

滤筒(33)的下表面上；所述粉碎杆沿烘干机(32)的圆周方向水平布置在过滤筒(33)的内表

面上；所述烘干机(32)通过挡料板(34)安装在侧板和一号板(14)之间；所述挡料板(34)的

中心设有二号孔(341)，所述二号孔(341)为圆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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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三号板(16)的上表面设有油污检测器(17)；所述一号推块(522)为棱台型结构，且

一号推块(522)的上底面设有半圆柱形凹槽(523)；所述凹槽(523)与限位轮(512)的曲面弧

度一致；所述凹槽(523)的表面设有贯穿至一号推块(522)下底面的通孔(524)；所述通孔

(524)通过管道与抽吸泵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盒(22)的内

表面设有震动单元(525)；所述震动单元(525)包括定位块(526)和弹性件(527)；所述定位

块(526)的上下两侧设有弹性件(527)；所述弹性件(527)为滑动伸缩杆，且滑动伸缩杆的外

层套有弹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板(515)的

上端设有引流板(528)；所述引流板(528)的左侧面为圆弧形曲面，且引流板(528)的右侧面

设有半圆柱型孔(529)；所述半圆柱型孔(529)用于避免油脂沿着引流板(528)流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板(213)为

矩形板，且切割板(213)上均匀设有十二个圆形槽(214)；所述圆形槽(214)中安装有锥形刮

齿(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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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设备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的利用一直是我国高度关注的事情，资源的高效利用

能够改善我们的环境、提高人们的收入，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污水处理及回用是开发利

用水资源的有效措施。污水回用是将城市污水通过污水处理设备处理之后,将其用于绿化、

冲洗、补充观赏水体等非饮用目的。餐饮行业中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剩饭剩菜，如果直接排

放不仅会对人们的生活环境产生污染，而且还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制作成地沟油危害人们的

生命财产安全；餐饮业产生的剩饭剩菜中可以通过压干来制作成饲料，通过废水中的有能

够回收并转化成生物柴油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0003] 现有技术中也出现了气浮除油装置的技术方案，如申请号为201521061095.4的一

项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气浮除油装置，属于物理除油设备领域。其包括气浮室和澄清室，气

浮室内有气浮管和离心轮，气浮管在气浮室底部四周，离心轮在气浮室底部中间，气浮室上

有挡网，气浮室中部有进料管，气浮室顶部有油层刮板，气浮室顶部侧壁上有出油口，气浮

室底部侧壁上有第一出液口，出液口与澄清室连通，澄清室内有挡板，澄清室侧壁上有出液

管，出液管上有第二出液口，第二出液口在出液管的侧边，出液管上部有调节管，调节管套

在出液管内壁上且能沿着出液管上下滑动，澄清室上有油份回流管。该技术方案虽然能够

实现油污的自动化去除，但该技术方案仅能够通过离心轮带动污水转动来对油污进行深度

清除，设备占用空间较大，且不能对其他可以回收的杂质进行有效处理；使得该发明的使用

受到限制。

[0004] 鉴于此，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能够对饭菜进行过滤烘干粉碎，

同时，能够对油污进行高效回收，适用范围较广，其具体有益效果如下：

[0005]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本发明所述除油单元包括吸油装置和

挤压装置；所述吸油装置包括转动齿轮、限位轮、半圆齿轮、链带、限位板和吸油海绵；所述

海绵和限位板按照链带的方向交错布置在链带上；所述半圆齿轮通过转动齿轮来带动链带

移动；所述限位轮用于将链带的形状设置成五边形；所述齿轮、限位轮和半圆齿轮都是通过

转轴安装在一号侧板的内表面上；所述挤压装置包括一号气压杆和一号推块；所述一号推

块通过一号气压杆安装在一号侧板的内表面上；所述挤压装置用于将吸油海绵中的油挤

出。吸油装置通过与挤压装置配合来实现对污水中油污的清理和回收。

[0006]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所述挤压单元包括挤压盒、安装盒、过

滤板、二号气压杆和滑轨转轮机构；所述挤压盒通过安装盒与上底板的下表面连接，且挤压

盒与安装盒之间设有滑轨转轮机构；所述滑轨转轮机构用于挤压盒能够与安装盒之间相对

运动；所述挤压盒为没有右侧板的长方型结构；所述安装盒为没有右侧板的长方型结构；所

述挤压盒的右侧设有过滤板，且过滤板通过二号气压杆与二号板的左侧表面相连；所述安

装盒和挤压盒的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号进料口和三号进料口；所述二号进料口和三号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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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间通过折叠管连接；所述安装盒和挤压盒的侧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号出料口和三号出

料口；所述二号出料口和三号出料口之间通过折叠管连接。挤压盒通过与过滤板配合来实

现对将残渣中的水份挤出；水份通过过滤板的网孔流出；使得本发明能够将残渣进行固液

分离。

[0007]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所述粉碎单元包括粉碎叶片、烘干机

和烘干箱；所述烘干箱的上方设有抽吸泵；所述抽吸泵用于将挤压单元中的残渣输送到烘

干箱中；所述烘干机位于烘干箱的左侧内壁上；所述粉碎叶片用于将烘干箱中的残渣打碎。

烘干机通过与粉碎叶片配合来实现对残渣的粉碎烘干，便于将残渣回收制作成饲料。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本发明主要

用于饭店污水的处理，能够将污水中的残渣过滤烘干收集，同时能够将污水中的油脂回收。

本发明通过挤压装置用于将吸油海绵中的油挤出。吸油装置通过与挤压装置配合来实现对

污水中油污的清理和回收；同时，挤压盒通过与过滤板配合来实现对将残渣中的水份挤出，

简化了本发明的结构。

[0009]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

装置，包括上底板、一号侧板、下底板、挤压单元、粉碎单元、过滤单元、除油单元、水循环单

元和储油盒；所述上底板通过一号侧板安装在下底板上，且上底板的上表面设有贯穿上底

板的一号进料口；所述一号进料口的下方设有挤压单元；所述下底板的上表面上从左往右

依次设有一号板、二号板和三号板；所述粉碎单元位于一号板的左侧；所述过滤单元位于一

号板和二号板之间；所述除油单元位于二号板和三号板之间；所述水循环单元位于三号板

的右侧，且水循环单元包括一号水槽和二号水槽；所述三号板和一号侧板之间从上往下设

有一号挡板和过滤网；所述一号水槽位于过滤网和下底板之间；所述二号水槽位于一号挡

板和过滤网之间；所述储油盒用于储存除油单元中的油脂；其中，

[0010] 一号板从上往下依次设有一号出渣口、二号出渣口；所述二号板的下端设有一号

进液口；所述三号板从上往下依次设有二号进液口、三号进液口；位于左侧的所述一号侧板

的左下方设有三号出渣口，且一号侧板的右表面从上往下依次设有出油口、四号进液口和

五号进液口；

[0011] 所述除油单元包括吸油装置和挤压装置；所述吸油装置包括转动齿轮、限位轮、半

圆齿轮、链带、限位板和吸油海绵；所述吸油海绵和限位板按照链带的方向交错布置在链带

上；所述半圆齿轮通过转动齿轮来带动链带移动；所述限位轮用于将链带的形状设置成五

边形；所述转动齿轮、限位轮和半圆齿轮都是通过转轴安装在一号侧板的内表面上；所述挤

压装置包括一号气压杆和一号推块；所述一号推块通过一号气压杆安装在位于右侧的一号

侧板的内表面上；所述挤压装置用于将吸油海绵中的油挤出。

[0012] 优选的，所述挤压单元包括挤压盒、安装盒、过滤板、二号气压杆和滑轨转轮机构；

所述挤压盒通过安装盒与上底板的下表面连接，且挤压盒与安装盒之间设有滑轨转轮机

构；所述滑轨转轮机构用于挤压盒能够与安装盒之间相对运动；所述挤压盒为无右侧板的

长方型结构；所述安装盒为无右侧板的长方型结构；所述挤压盒的右侧设有过滤板，且过滤

板通过二号气压杆与二号板的左侧表面相连；所述安装盒和挤压盒的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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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进料口和三号进料口；所述二号进料口和三号进料口之间通过折叠管连接；所述安装盒

和挤压盒的侧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号出料口和三号出料口；所述二号出料口和三号出料口

之间通过折叠管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粉碎单元包括粉碎叶片、烘干机和烘干箱；所述烘干箱的上方设有抽

吸泵；所述抽吸泵用于将挤压单元中的残渣输送到烘干箱中；所述烘干机位于烘干箱的左

侧内壁上；所述粉碎叶片用于将烘干箱中的残渣打碎。

[0014] 优选的，所述三号板的上表面设有油污检测器；所述一号推块为棱台型结构，且一

号推块的上底面设有半圆柱形凹槽；所述凹槽与限位轮的曲面弧度一致；所述凹槽的表面

设有贯穿至一号推块下底面的通孔；所述通孔通过管道与抽吸泵相连。

[0015] 优选的，所述安装盒的内表面设有震动单元；所述震动单元包括定位块和弹性件；

所述定位块的上下两侧设有弹性件；所述弹性件为滑动伸缩杆，且滑动伸缩杆的外层套有

弹簧。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本发明所述除油单元包括吸油装置和

挤压装置；所述吸油装置包括转动齿轮、限位轮、半圆齿轮、链带、限位板和吸油海绵；所述

海绵和限位板按照链带的方向交错布置在链带上；所述半圆齿轮通过转动齿轮来带动链带

移动；所述限位轮用于将链带的形状设置成五边形；所述齿轮、限位轮和半圆齿轮都是通过

转轴安装在一号侧板的内表面上；所述挤压装置包括一号气压杆和一号推块；所述一号推

块通过一号气压杆安装在一号侧板的内表面上；所述挤压装置用于将吸油海绵中的油挤

出。吸油装置通过与挤压装置配合来实现对污水中油污的清理和回收。

[0018]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所述挤压单元包括挤压盒、安装盒、过

滤板、二号气压杆和滑轨转轮机构；所述挤压盒通过安装盒与上底板的下表面连接，且挤压

盒与安装盒之间设有滑轨转轮机构；所述滑轨转轮机构用于挤压盒能够与安装盒之间相对

运动；所述挤压盒为没有右侧板的长方型结构；所述安装盒为没有右侧板的长方型结构；所

述挤压盒的右侧设有过滤板，且过滤板通过二号气压杆与二号板的左侧表面相连；所述安

装盒和挤压盒的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号进料口和三号进料口；所述二号进料口和三号进料

口之间通过折叠管连接；所述安装盒和挤压盒的侧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号出料口和三号出

料口；所述二号出料口和三号出料口之间通过折叠管连接。挤压盒通过与过滤板配合来实

现对将残渣中的水份挤出；水份通过过滤板的网孔流出；使得本发明能够将残渣进行固液

分离。

[0019]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所述粉碎单元包括粉碎叶片、烘干机

和烘干箱；所述烘干箱的上方设有抽吸泵；所述抽吸泵用于将挤压单元中的残渣输送到烘

干箱中；所述烘干机位于烘干箱的左侧内壁上；所述粉碎叶片用于将烘干箱中的残渣打碎。

烘干机通过与粉碎叶片配合来实现对残渣的粉碎烘干，便于将残渣回收制作成饲料。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剖视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中切割板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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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3是本发明中一号推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中限位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上底板1、一号侧板11、下底板12、挤压单元2、粉碎单元3、过滤单元4、除油单

元5、水循环单元6、储油盒7、一号进料口13、一号板14、二号板15、三号板16、一号水槽61、二

号水槽62、一号挡板161、过滤网162、一号出渣口41、二号出渣口42、一号进液口151、二号进

液口163、三号进液口164、三号出渣口165、出油口166、四号进液口167、五号进液口168、吸

油装置51、挤压装置52、转动齿轮511、限位轮512、半圆齿轮513、链带514、限位板515、吸油

海绵516、一号气压杆521、一号推块522、一号轮531、二号轮532、三号轮533、四号轮534、集

油槽19、挤压盒21、安装盒22、过滤板23、二号气压杆24、滑轨转轮机构25、抽吸泵18、凹槽

523、通孔524、震动单元525、定位块526、弹性件527、进气口23、引流板528、半圆柱型孔529、

切割板213、圆形槽214、刮齿215、粉碎叶片31、烘干机32、过滤筒33、挡料板34、粉碎杆35、二

号孔341、检测器17、二号进料口26、三号进料口27、折叠管28、二号出料口211、三号出料口

212、三号气压杆214、一级过滤网43、二级过滤网44。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7]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餐饮业污水过滤装置，包括上底板1、一号侧

板11、下底板12、挤压单元2、粉碎单元3、过滤单元4、除油单元5、水循环单元6和储油盒7；所

述上底板1通过一号侧板11安装在下底板12上，且上底板1的上表面设有贯穿上底板1的一

号进料口13；所述一号进料口13的下方设有挤压单元2；所述下底板12的上表面上从左往右

依次设有一号板14、二号板15和三号板16；所述粉碎单元3位于一号板14的左侧；所述过滤

单元4位于一号板14和二号板15之间；所述除油单元5位于二号板15和三号板16之间；所述

水循环单元6位于三号板16的右侧，且水循环单元6包括一号水槽61和二号水槽62；所述三

号板16和一号侧板11之间从上往下设有一号挡板161和过滤网162；所述一号水槽61位于过

滤网162和下底板12之间；所述二号水槽62位于一号挡板161和过滤网162之间；所述储油盒

7用于储存除油单元5中的油脂；其中，

[0028] 一号板14从上往下依次设有一号出渣口41、二号出渣口42；所述二号板15的下端

设有一号进液口151；所述三号板16从上往下依次设有二号进液口163、三号进液口164；位

于左侧的所述一号侧板11的左下方设有三号出渣口165，且一号侧板11的右表面从上往下

依次设有出油口166、四号进液口167和五号进液口168；

[0029] 所述除油单元5包括吸油装置51和挤压装置52；所述吸油装置51包括转动齿轮

511、限位轮512、半圆齿轮513、链带514、限位板515和吸油海绵516；所述吸油海绵516和限

位板515按照链带514的方向交错布置在链带514上；所述半圆齿轮513通过转动齿轮511来

带动链带514移动；所述限位轮512用于将链带514的形状设置成五边形；所述转动齿轮511、

限位轮512和半圆齿轮513都是通过转轴安装在一号侧板11的内表面上；所述挤压装置52包

括一号气压杆521和一号推块522；所述一号推块522通过一号气压杆521安装在位于右侧的

一号侧板11的内表面上；所述挤压装置52用于将吸油海绵516中的油挤出。

[0030] 限位轮512包括一号轮531、二号轮532、三号轮533和四号轮534；其中四号轮53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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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挤压装置52配合来对吸油海绵516中的油污进行挤压；工作时，油脂进入二号板15和三

号板16之间的，控制器通过控制水循环单元6向油脂中加水来实现对集油槽19中的油脂进

行稀释；控制器通过控制半圆齿轮513来带动转动齿轮511间歇性转动；转动齿轮511通过与

棘爪配合来实现转动齿轮511只能够逆时针转动；在转动齿轮511通过与限位轮512配合来

带动吸油海绵516对油脂进行吸附；半圆齿轮513转动一圈，带动吸油海绵516沿链带514方

向间歇式移动一个单位；当吸油海绵516在四号轮534处停歇时，控制器通过控制一号气压

杆521拉伸来带动一号推块522对吸油海绵516进行挤压，挤压后的油落到储油盒7中。

[003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挤压单元2包括挤压盒21、安装盒22、过滤板23、

二号气压杆24、切割板213和滑轨转轮机构25；所述挤压盒21通过安装盒22与上底板1的下

表面连接，且挤压盒21与安装盒22之间设有滑轨转轮机构25；所述滑轨转轮机构25用于挤

压盒21能够与安装盒22之间相对运动；所述挤压盒21为无右侧板的长方型结构；所述安装

盒22为无右侧板的长方型结构；所述挤压盒21的右侧设有过滤板23，且过滤板23通过二号

气压杆24与二号板15的左侧表面相连；所述安装盒22和挤压盒21的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号

进料口26和三号进料口27；所述二号进料口26和三号进料口27之间通过折叠管28连接；所

述安装盒22和挤压盒21的侧表面分别同心设有二号出料口211和三号出料口212；所述二号

出料口211和三号出料口212之间通过折叠管28连接；所述切割板213通过三号气压杆214安

装在挤压盒21的内表面上；所述切割板213通过与过滤板23挤压来将污水中的残渣挤压切

割。

[0032] 过滤单元4包括一级过滤网43和二级过滤网44；所述过滤单元4设于一号板14和二

号板15之间；所述一级过滤网43位于二级过滤网44的上方；污水从一号进料口13、二号进料

口26和三号进料口27落入到挤压盒21中,控制器通过控制三号气压杆214收缩来使切割板

213向左运动，切割板213与挤压盒21的内壁贴合；然后控制器通过控制二号气压杆24拉伸

来推动过滤板23向左侧运动，污水中的水份沿着过滤板23的网孔落入到过滤单元4中；同时

过滤板23将污水中的饭菜压缩成块；然后控制器控制三号气压杆214拉伸，同时二号气压杆

24收缩；使切割板213与过滤板23向右侧运动；然后控制器控制二号气压杆24停止收缩；三

号气压杆214推动切割板213继续向右侧运动，实现对残渣的切割。

[003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粉碎单元3包括粉碎叶片31、烘干机32、过滤筒

33、挡料板34和粉碎杆35；所述过滤筒33与下底板12的上表面转动连接；所述粉碎叶片31通

过电机安装在过滤筒33的下表面；所述粉碎杆沿烘干机32的圆周方向水平铰接在过滤筒33

的内表面上；所述烘干机32通过挡料板34安装在侧板和一号板14之间；所述挡料板34的中

心设有二号孔341，所述二号孔341为圆台型；所述粉碎杆35的表面设有锯齿凸块。

[0034] 抽吸泵18通过二号出料口211和三号出料口212来对挤压块中的饭菜进行抽吸，并

将挤压块中的饭菜输送到过滤筒33中；控制器通过电机带动过滤筒33转动，同时控制器通

过电机带动粉碎叶片31反向转动；过滤筒33的曲面上设有过滤孔，其中，粉碎叶片31通过相

对与过滤筒33反向转动来将残渣打碎；在过滤筒33转动的同时，粉碎杆35受到离心力的作

用而向水平方向靠拢，粉碎杆35通过与残渣发生碰撞来将残渣打碎；过滤筒33转动的同时，

小颗粒的残渣通过过滤筒33的通孔甩出到过滤筒33的外层，烘干机32起到对残渣烘干的效

果。

[003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三号板16的上表面设有油污检测器17；所述一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7998688 B

8



号推块522为棱台型结构，且一号推块522的上底面设有半圆柱形凹槽523；所述凹槽523与

限位轮512的曲面弧度一致；所述凹槽523的表面设有贯穿至一号推块522下底面的通孔

524；所述通孔524通过管道与抽吸泵相连。

[0036] 一号推块522上设有半圆柱形凹槽523，用于对吸油海绵516进行深度挤压，同时抽

吸泵通过通孔524对吸油海绵516中的油脂进行抽吸；同时减小了吸油海绵516与一号压块

之间的气压，便于一号推块522对吸油海绵516进行挤压。抽吸泵将从吸油海绵516中吸取的

油脂输送到储油盒7中；油污检测器17用于检测油污的高度，然后控制器通过控制水循环系

统向集油槽19中加水和抽水来实现控制集油槽19中液位的高度。

[003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安装盒22的内表面设有震动单元525；所述震动

单元525包括定位块526和弹性件527；所述定位块526的上下两侧设有弹性件527；所述弹性

件527为滑动伸缩杆，且滑动伸缩杆的外层套有弹簧。

[0038] 安装盒22的内表面设有与抽吸泵相连的进气口23；当抽吸泵通过进气口23向安装

盒22内部输出空气，挤压盒21通过滑轨转轮机相对与安装盒22向右侧移动，同时弹性件527

拉伸；当抽吸泵向安装盒22内部吸气时，挤压盒21相对与安装盒22向左侧移动，同时弹性件

527收缩加速挤压盒21向左运动；当挤压盒21与定位块526接触时会突然停止向左运动，用

于将挤压盒21中附着的残渣振动下来。

[003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限位板515的上端设有引流板528；所述引流板

528的左侧面为圆弧形曲面，且引流板528的右侧面设有半圆柱型孔529；所述半圆柱型孔

529用于避免油脂沿着引流板528流动。

[004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切割板213为矩形板，且切割板213上均匀设有

十二个圆形槽214；所述圆形槽214中安装有锥形刮齿215。切割板213通过与过滤板23配合

来实现对残渣的挤压切割。

[0041] 工作时，污水从一号进料口13、二号进料口26和三号进料口27落入到挤压单元2

中，挤压单元2将污水中的残渣挤压，污水沿着挤压单元2中的过滤板23落到过滤单元4中，

且残渣通过抽吸泵落入到粉碎单元3中粉碎；过滤单元4将污水进一步过滤，残渣从一号出

渣口41和二号出渣口42落入到粉碎单元3中粉碎。控制器通过控制抽吸泵来使一号进液口

151将过滤单元4中的滤液输送到集油槽19中，控制器通过控制水循环系统从二号进液口

163向集油槽19中加水稀释；除油单元5将污水中的油脂输送到储油盒7中；集油槽19中液位

高度大于预定值时，控制器控制水循环系统从三号进液口164使集油槽19中的水流入一号

水槽61中，水通过过滤网162流到二号水槽62中；在集油槽19中水位小于预定值时，二号水

槽62中的水通过二号进液口163向集油槽19输入；一号水槽61中的杂质通过五号进液口168

排出；四号进液口167用于外界向水循环系统中加水。

[004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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