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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

油脂的装置，进料罐体上部内设隔渣网、与外界

连接的自来水管，隔渣网下方的进料罐体壁面上

还设有回流管，回流管另一端连接到油水分离罐

体，在进料罐体中轴上设有搅拌系统以及驱动系

统；油脂提取分离罐体内下端设有蒸汽支管、蒸

汽总管以及蒸汽发生器,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底

端设有集渣斗、排渣管，集渣斗与离心机连接；在

油脂提取分离罐体中部内设有网状聚结器和出

油堰板；油水分离罐体内上部设有过滤筛网和集

油斗以及与其连接的导流管，油水分离罐体壁面

上还连接有出油管和出水管。能够实现连续、高

效提取、分离餐厨垃圾的乳化油、悬浮油、分散

油、溶解油和固相内部油脂等，也能分离垃圾中

的无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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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进料罐体

(23)、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和油水分离罐体(36)；

所述进料罐体(23)上部内设隔渣网(22)、与外界连接的自来水管(35)，隔渣网(22)下

方的进料罐体(23)壁面上还设有回流管(34)，回流管(34)另一端连接到油水分离罐体

(36)，在进料罐体(23)中轴上设有搅拌系统以及用于驱动搅拌系统的驱动系统；

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内下端设有蒸汽支管(13)、与蒸汽支管(13)连接的蒸汽总管

(12)以及与蒸汽总管(12)外接的蒸汽发生器(47) ,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底端设有集渣

斗(16)，集渣斗(16)底端设有排渣管(17)，集渣斗(16)依次通过出渣管(15)、出渣泵(20)与

离心机(46)连接；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中部内设有网状聚结器(8)，网状聚结器(8)上方

设有出油堰板(6)；油水分离罐体(36)内上部设有过滤筛网(42)，过滤筛网(42)下方设有集

油斗(44)和与其连接的导流管(45)，油水分离罐体(36)壁面上还连接有出油管(38)和出水

管(39)。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外壁设有保温层(7)，在蒸汽支管(13)所在的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

壁面上设有温度探测器(14)。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油

脂提取分离罐体(1)上部外设有检修口(2)，顶部设有排气口(4)，排气口(4)内设有除雾器

(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料罐体(23)、油水分离罐体(36)和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上分别连接有排气管，排气管另一

端依次连接到引风机(49)和活性炭吸附器(48)。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

拌系统包括位于进料罐体(23)中轴上的搅拌轴(29)，以及分别连接在搅拌轴(29)上的上桨

叶(25)和下桨叶(26)，搅拌轴(29)被进料罐体(23)内壁上的搅拌轴固定绳(24)固定在进料

罐体(23)内；搅拌轴(29)伸出进料罐体(23)的一端上连接所述驱动系统，所述驱动系统包

括电机(28)和与电机(28)连接的减速器(27)。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侧壁上还设有两个视镜(10)。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油水分离罐体(36)顶部还设有活动盖板(41)。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

状聚结器(8)高度为0.6米，网状孔径为2厘米，表面覆盖环氧树脂层，网状聚结器(8)通过不

锈钢框架固定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内壁的支撑板(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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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餐厨垃圾油脂提取和分离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

圾油脂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是指酒楼、饭店、食堂等餐饮企业和家庭的餐后剩余物，主要成份包括剩

余的米和面粉类食物、蔬菜、植物油、动物油、肉骨类、鱼刺等，餐厨垃圾具有高含油率、高含

水率、高有机物、高盐分以及易腐败、易孳生蚊蝇、病菌等特性，是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关部门统计表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每天的餐厨垃圾排放量都超过上千吨，

其它一些中等城市每天也有超过数百吨的餐厨垃圾产生。由于餐厨垃圾含有大量的动、植

物油，常常被一些不法之徒加工成地沟油回流到餐桌，从而严重危害大众的身体健康。餐厨

垃圾油脂是制备生物柴油的一种很好原料，因此，把餐厨垃圾油脂提取和分离出来，既能减

少地沟油危害人民身体健康，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0003] 餐厨垃圾所含油脂的成分和存在形式相当复杂,一般以乳化油、悬浮油、分散油、

溶解油和固相内部油脂等形式存在于餐厨废弃物中，其中较难提取和分离的是以乳化状态

存在的油脂和吸附在固体餐厨废弃物上的油脂。餐厨垃圾油脂的提取分离主要有破碎后沉

淀分离，离心分离和加热分离等技术，目前，现有的各种油脂提取分离装置存在分离效率

低、分离时间较长、恶臭气体容易污染周围环境和不能实现连续提取分离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高效、操作简单和能实现连

续提取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

[0005] 为达到上述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

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进料罐体、油脂提取分离罐体和油水分离罐体；所述进

料罐体上部内设隔渣网、与外界连接的自来水管，隔渣网下方的进料罐体壁面上还设有回

流管，回流管另一端连接到油水分离罐体，在进料罐体中轴上设有搅拌系统以及用于驱动

搅拌系统的驱动系统；油脂提取分离罐体内下端设有蒸汽支管、与蒸汽支管连接的蒸汽总

管以及与蒸汽总管外接的蒸汽发生器,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底端设有集渣斗，集渣斗底端

设有排渣管，集渣斗依次通过出渣管、出渣泵、与离心机连接；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中部内

设有网状聚结器，网状聚结器上方设有出油堰板；油水分离罐体内上部设有过滤筛网，过滤

筛网下方设有集油斗和与其连接的导流管，油水分离罐体壁面上还连接有出油管和出水

管，油脂提取分离罐体上部通过管道与油水分离罐体上部连接。

[0006] 在所述油脂提取分离罐体外壁设有保温层，在蒸汽支管所在的油脂提取分离罐体

壁面上设有温度探测器。保温层可使罐内物料保持一定的温度，有利于油脂从餐厨垃圾中

分离。温度探测器与蒸汽发生器联动使用能使罐内的物料温度保持在80℃左右，实践证明，

在80℃左右，餐厨垃圾内90％以上的油脂能被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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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油脂提取分离罐体上部外设有检修口，顶部设有排气口，排气口内设有除雾

器。除雾器能使水蒸汽凝结成水滴回流到罐内，减少罐内水份的流失

[0008] 所述进料罐体、油水分离罐体和油脂提取分离罐体上分别连接有排气管，排气管

另一端依次连接到引风机和活性炭吸附器。各个罐体内的挥发性气体能通过排气口上的排

气管进入引风机和活性炭吸附器进行净化处理，有利于阻止恶臭气体污染装置的周围环

境。

[0009] 所述搅拌系统包括位于进料罐体中轴上的搅拌轴，以及分别连接在搅拌轴上的上

桨叶和下桨叶，搅拌轴被进料罐体内壁上的搅拌轴固定绳固定在进料罐体内；搅拌轴伸出

进料罐体的一端上连接所述驱动系统，所述驱动系统包括电机和与电机连接的减速器。通

过搅拌系统能将餐厨垃圾切割成细小颗粒，可定期更换桨叶，搅拌轴通过两根钢丝绳固定

在内壁上，能减少搅拌桨叶工作时的振动。

[0010] 优选，在所述的油脂提取分离罐体侧壁上还设有两个视镜，方便观察浮油生成量

和集渣斗的沉渣量。

[0011] 优选，在油水分离罐体内顶部还设有活动盖板，方便取出和清除过滤筛网上的杂

物。

[0012] 优选，所述的出油堰板包括设于罐体内侧壁上的四个支撑板和能固定于安装孔中

的锯齿型堰板，支撑板和锯齿型堰板上分别各设有相对应的4个安装孔，通过安装孔上的螺

丝和螺母，可以上下调节堰板的安装高度和调整堰板的水平，有利于降低油脂、漂浮物和水

分层时的相互影响。

[0013] 优选，所述的网状聚结器高度为0.6米，网状孔径为2厘米，表面覆盖环氧树脂，网

状聚结器采用不锈钢框架固定，通过螺母与罐体内壁的支撑板连接。网状聚结器表面的疏

水性涂料能加快水中的分散油和乳化油聚结成较大的油滴，加快上浮速度。

[0014] 本发明的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装置是这样运行的：餐厨垃圾经过简单的

预处理，挑出混在垃圾中的大块杂物，如木筷、胶袋、纸张、塑料和金属类等后放入进料罐

体，同时加入自来水，物料在三个不同搅拌桨叶高速的切割下被破碎成细小的颗粒物，经进

料泵和管道进入油脂提取分离罐体内。破碎后的餐厨垃圾能被罐内的蒸汽加热到80℃左

右，蒸汽在加热物料的同时也起了搅拌物料的作用，垃圾内的油脂能快速释放到水中，细微

油滴上浮经过网状聚结器时会聚结成较大的油滴，上层的油脂和少量的水通过出油堰板和

管道流入油水分离罐，较重物下沉到集渣斗内，经过出渣管和出渣泵进入离心机分离。温度

探测器与蒸汽发生器联动使用，能使罐内物料温度保持在80℃左右，还能节约蒸汽用量。通

过视镜可观察罐内下沉物的生成量，沉渣能及时排出。油水分离罐上部的过滤筛网能去除

油水的细小杂物，集油斗和导流管能减少水、浮油的相互干扰，有利于油水的分层。分离后

的浮油通过出油管进入收集罐，下层水回流到进料罐。餐厨垃圾连续放入进料罐进行破碎

处理，提取分离罐连续提取分离油脂，油水分离罐也能连续进行油水分层。同时，各罐体产

生的恶臭气体通过排气管进入到活性炭吸附器处理，能保持装置周围环境的清洁。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通过本发明的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

垃圾油脂装置能够实现连续、高效提取、分离餐厨垃圾的乳化油、悬浮油、分散油、溶解油和

固相内部油脂等，也能分离垃圾中的无机物和净化处理装置运行过程产生的恶臭气体，而

且设备占地面积小，操作、维护简便，处理装置周围环境清洁，在使餐厨垃圾变废为宝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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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减少地沟油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危害和促进生物柴油产业化的发展。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检修口2、除雾器3、排气口4、排空管5、出油堰板6、

保温层7、网状聚结器8、支撑板9、视镜10、出油管11、蒸汽总管12、蒸汽支管13、温度探测器

14、出渣管15、集渣斗16、排渣管17、支撑脚架18、管道19、出渣泵20、视镜21、隔渣网22、进料

罐体23、搅拌轴固定绳24、桨叶25、下桨叶26、减速器27、电机28、搅拌轴29、排气管30、出料

管31、进料泵32、进料管33、回流管34、自来水管35、油水分离罐体36、视镜37、出油管38、出

水管39、排气管40、活动盖板41、过滤筛网42、保温层43、集油斗44、导流管45、离心机46、蒸

汽发生器47、活性炭吸附器48、引风机49。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

[0019] 实施例一

[002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连续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的装置，包括依次连接

的进料罐体23、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和油水分离罐体36,进料罐体23上部内设隔渣网22、与

外界连接的自来水管35，隔渣网22下方的进料罐体23壁面上还设有回流管34，回流管34另

一端连接到油水分离罐体36，油水分离罐体36内的水通过回流管34进入进料罐体23内，可

减少自来水的用量和预热罐内的物料，减少能耗。定期补充进料罐体23内的自来水有利于

餐厨垃圾的破碎和下一环节的处理，在进料罐体23中轴上设有搅拌系统以及用于驱动搅拌

系统的驱动系统；进料罐体23底端依次通过出料管31、进料泵32、进料管33与油脂提取分离

罐体1连接，进料管2和进料泵32的进、出料管31上都设有阀门，

[0021] 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内下端设有蒸汽支管13、与蒸汽支管13连接的蒸汽总管12以

及与蒸汽总管12外接的蒸汽发生器47,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底端设有集渣斗16，集渣斗16

底端设有排渣管17，集渣斗16依次通过出渣管15、出渣泵20、管道19与离心机46连接,出渣

管15上设有阀门；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中部内设有网状聚结器8，网状聚结器8上方设有出

油堰板6；

[0022] 油水分离罐体36内上部设有过滤筛网42，过滤筛网42下方设有集油斗44和与其连

接的导流管45，油水分离罐体36壁面上还连接有出油管38和出水管39，出油管38和出水管

39上设有阀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上部通过管道与油水分离罐体36上部连接,油脂提取分

离罐体1上部通过管道与油水分离罐体36上部连接

[0023] 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侧壁上还设有两个视镜10，方便观察浮油生成量和集渣斗16

的沉渣量。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外壁设有保温层7和温度探测器14，保温层7可使罐内物料保

持一定的温度，有利于油脂从餐厨垃圾提取和分离，温度探测器14与蒸汽发生器47联动使

用能使罐内的物料温度保持在80℃左右，实践证明，在80℃左右，餐厨垃圾内90％以上的油

脂能被提取出来；出油堰板6包括设于罐体内侧壁上的四个支撑板9和能固定于安装孔中的

出油堰板，支撑板9和出油堰板上分别各设有相对应的4个安装孔，通过安装孔上的螺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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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母，可以上下调节堰板的安装高度和调整堰板的水平，有利于降低油脂、漂浮物和水分层

时的相互影响；网状聚结器8高度为0.6米，网状孔径为2厘米，表面覆盖环氧树脂，网状聚结

器8采用不锈钢框架固定，通过螺母与罐体内壁的支撑板9连接。网状聚结器8表面的疏水性

涂料能使水中细微油脂聚结成较大的油滴，有利于油水分层。油水分离罐体36顶部还设有

活动盖板41，方便取出和清除过滤筛网42的杂物；各个罐体盖板顶壁上还设有排气口，排气

管上设有阀门，罐体内的挥发性气体能通过排气口上的排气管40和30进入引风机49和活性

炭吸附器48进行净化处理，可阻止恶臭气体污染装置周围的环境。

[0024] 优选的，在油水分离罐体36外壁设有保温层43、在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外壁设有保

温层7，在蒸汽支管13所在的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壁面上设有温度探测器14。保温层可使罐

内物料保持一定的温度，有利于油脂从餐厨垃圾中分离。温度探测器与蒸汽发生器联动使

用能使罐内的物料温度保持在80℃左右，实践证明，在80℃左右，餐厨垃圾内90％以上的油

脂能被提取出来。

[0025] 优选的，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上部外设有检修口2，顶部设有排气口4，排气口4内设

有除雾器3，除雾器3能使水蒸汽凝结成水滴回流到罐内，减少罐内水份的流失。油水分离罐

体36内上部设有过滤筛网42和集油斗44，外部设有出油管38和出水管39，出油管38和出水

管39上设有阀门。

[0026] 优选的，搅拌系统包括位于进料罐体23中轴上的搅拌轴29，以及分别连接在搅拌

轴29上的上桨叶25和下桨叶26，搅拌轴29被进料罐体23内壁上的搅拌轴固定绳24固定在进

料罐体23内；搅拌轴29伸出进料罐体23的一端上连接所述驱动系统，驱动系统包括电机28

和与电机28连接的减速器27。通过搅拌系统能将餐厨垃圾切割成细小颗粒，可定期更换桨

叶，搅拌轴通过两根钢丝绳固定在内壁上，能减少搅拌桨叶工作时的振动。

[0027] 以一个每天处理量为10吨的餐厨垃圾油脂提取分离过程为例，餐厨垃圾经过简单

的预处理，挑出混和在垃圾中的杂物，如木筷、胶袋、纸张、塑料和金属类等后放入进料罐体

23，同时加入一定量自来水，物料在搅拌桨叶高速转动下切割成细小颗粒物，经进料泵32和

进料管33进入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内。破碎后的餐厨垃圾被罐内的蒸汽加热到80℃左右，蒸

汽在加热物料的同时也起到搅拌物料的作用，垃圾内的油脂被释放到水中。细微油滴上浮

经过网状聚结器8时会聚结成较大的油滴，上层的油脂和部分水通过出油堰板6和管道流入

油水分离罐体36，油脂提取分离罐体1内较重物质会下沉到集渣斗16，经排渣管17和出渣泵

20进入离心机46分离。温度探测器14与蒸汽发生器47联动使用，可使罐内物料温度保持在

80℃左右，有利于减少蒸汽用量。通过视镜10可观察罐内油层和下沉物的生成量，便于沉渣

及时排出。油水分离罐体36上部的过滤筛网42能去除油水的细小杂物，集油斗44和导流管

45能减少水、浮油的相互干扰，能加快油水的分层。分离后的浮油通过出油管38进入收集罐

作为制备生物柴油的原料，集渣斗16和离心机46排出的沉渣可作为生活垃圾处理，为了保

持进料罐的用水量，可加入一定量的自来水和回流分离罐的水到进料罐体内23。在油脂提

取分离过程中，各罐体产生的恶臭气体通过排气管30进入到活性炭吸附器48处理。通过本

发明的装置，可实现连续、高效提取和分离餐厨垃圾油脂。

[0028] 在本发明装置的运行过程中，利用温度探测器14、蒸汽发生器47、保温层7、保温层

43控制罐体内物料在一定温度范围。

[0029] 在本发明装置的运行过程中，需要定期打开油水分离罐体36上部的活动盖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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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过滤筛网42上的杂物，以免影响后续处理过程。

[0030] 上述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而并非限制本发明所描述的技术方案；因此，尽管

本说明书参照上述的各个实施例对本发明已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应当理解，仍然可以对本发明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一切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

范围的技术方案及其改进，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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