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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

的设备，本发明设有的三级粉碎装置，不仅使得

园林垃圾被循序渐进的彻底的粉碎，同时对粉碎

装置进行一定的保护，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降

低工程成本，雨水收集装置对雨水进行收集并导

入生物降解装置中，对园林垃圾进行浸泡，促进

园林垃圾分解，同时雨水中含有大量微生物，对

生物降解具有促进作用，吸热板可提升生物降解

装置内的温度，使生物降解装置内的温度环境更

加适合微生物降解，进一步微生物降解效率，本

发明生物降解装置与外界环境隔绝，避免不同环

境对生物降解效率产生影响，本发明具有生物降

解效率不受环境和季节的影响、生物降解园林垃

圾的效率高、设备使用寿命长等有益效果。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6页  附图5页

CN 111558604 A

2020.08.21

CN
 1
11
55
86
04
 A



1.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包括雨水收集装置（1）、外壳体（2）、第二级粉碎

装置（3）、第三级粉碎装置（4）、侧盖板（5）、生物降解装置（6）、导热管（7）、驱动机构（8）、吸

热板（9）以及第一级粉碎装置（10），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热板（9）内嵌于侧盖板（5）外侧壁

上，所述侧盖板（5）固定于外壳体（2）侧壁上，所述雨水收集装置（1）内嵌于外壳体（2）内侧，

且雨水收集装置（1）上端贯穿外壳体（2）上端面上，雨水收集装置（1）下端与生物降解装置

（6）贯通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级粉碎装置（10）固定于外壳体（2）内侧上端，所述第一级粉碎

装置（10）上端与外壳体（2）外侧壁贯通连接，所述第一级粉碎装置（10）下端与第二级粉碎

装置（3）上端贯通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级粉碎装置（3）固定于外壳体（2）内侧壁上，所述第二

级粉碎装置（3）下端贯通固定有第三级粉碎装置（4），所述第三级粉碎装置（4）固定于外壳

体（2）内侧壁上，所述第三级粉碎装置（4）下端与生物降解装置（6）上端贯通固定连接，所述

驱动机构（8）设于外壳体（2）内侧，且驱动机构（8）分别与第一级粉碎装置（10）、第二级粉碎

装置（3）以及第三级粉碎装置（4）固定连接，所述生物降解装置（6）上侧壁与外壳体（2）贯通

连接，所述导热管（7）环绕于生物降解装置（6）侧壁上，且内嵌于生物降解装置（6）侧壁上，

所述导热管（7）与侧盖板（5）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

集装置（1）包括筛网（11）、蓄水池（12）以及输水管道（13），所述筛网（11）固定于蓄水池（12）

上端面上，所述蓄水池（12）上端贯穿外壳体（2）上端面且与外壳体（2）上端面固定连接，所

述输水管道（13）上端固定于蓄水池（12）底部，且与蓄水池（12）内部贯通连接，所述输水管

道（13）下端与生物降解装置（6）固定连接，且与生物降解装置（6）内部贯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体

（2）包括外壳体本体（21）、进气窗（22）、雨水槽安装口（23）以及进料口（24），所述雨水槽安

装口（23）设于外壳体本体（21）上端面上，所述进料口（24）设于外壳体本体（21）上侧壁上，

所述进气窗（22）设于外壳体本体（21）左右侧壁的下侧，所述雨水槽安装口（23）与蓄水池

（12）上端面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级

粉碎装置（3）包括左侧螺旋刀片（31）、右侧螺旋刀片（32）、二级粉碎装置壳体（33）、右侧皮

带轮固定架（34）、右侧皮带轮驱动架（35）、驱动电机（36）、电机固定架（37）、旋转刀片皮带

轮（38）、左侧皮带轮驱动架（39）、左侧皮带轮固定架（310）以及皮带（311），所述二级粉碎装

置壳体（33）固定于外壳体本体（21）内侧壁上且固定于第一级粉碎装置（10）下侧，所述左侧

皮带轮固定架（310）以及右侧皮带轮固定架（34）结构相同且分别对称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

壳体（33）左右侧壁上，所述右侧皮带轮驱动架（35）以及左侧皮带轮驱动架（39）结构相同且

分别对称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体（33）左右侧壁拐角上，所述左侧螺旋刀片（31）通过转轴

转动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体（33）内部左侧，所述右侧螺旋刀片（32）通过转轴转动固定于

二级粉碎装置壳体（33）内部右侧，所述右侧螺旋刀片（32）设于左侧螺旋刀片（31）上侧，所

述左侧螺旋刀片（31）以及右侧螺旋刀片（32）转轴下端皆固定有旋转刀片皮带轮（38），所述

左侧螺旋刀片（31）下端的旋转刀片皮带轮（38）通过皮带（311）与左侧皮带轮固定架（310）

传动连接，所述右侧螺旋刀片（32）下端的旋转刀片皮带轮（38）通过皮带（311）与右侧皮带

轮固定架（34）传动连接，所述左侧皮带轮固定架（310）通过皮带（311）与左侧皮带轮驱动架

（39）传动连接，所述右侧皮带轮固定架（34）通过皮带（311）与右侧皮带轮驱动架（35）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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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述驱动电机（36）内嵌于电机固定架（37）上，且驱动电机（36）通过电机固定架（37）

固定于第三级粉碎装置（4）侧壁上，所述驱动电机（36）输出轴与右侧皮带轮驱动架（35）固

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级

粉碎装置（4）包括第一粉碎辊（41）、第二粉碎辊（42）、三级粉碎装置壳体（43）、第二粉碎辊

转轴（44）、第二齿轮（45）、第一齿轮（46）以及第一粉碎辊转轴（47），所述三级粉碎装置壳体

（43）为无顶无底空心矩形壳体，所述第一粉碎辊（41）固定于第一粉碎辊转轴（47）上，所述

第二粉碎辊（42）固定于第二粉碎辊转轴（44）上，所述第一粉碎辊（41）通过第一粉碎辊转轴

（47）转动固定于三级粉碎装置壳体（43）内侧，所述第二粉碎辊（42）通过第二粉碎辊转轴

（44）转动固定于三级粉碎装置壳体（43）内侧，所述第一粉碎辊（41）与第二粉碎辊转轴（44）

相啮合，所述第一粉碎辊转轴（47）两端分别穿透三级粉碎装置壳体（43）左右侧壁，且第一

粉碎辊转轴（47）一端上固定有第一齿轮（46），所述第二粉碎辊转轴（44）两端分别穿透三级

粉碎装置壳体（43）左右侧壁，且第二粉碎辊转轴（44）一端上固定有第二齿轮（45），所述第

二齿轮（45）与第一齿轮（46）相啮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降

解装置（6）包括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透气缝（62）以及进水口（63），所述生物降解装置壳

体（61）为无顶有底空心矩形壳体，所述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左右侧壁上设有透气缝

（62），所述透气缝（62）与进气窗（22）贯通连接，所述进水口（63）设于生物降解装置壳体

（61）一侧侧壁上，所述进水口（63）贯通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内外侧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

构（8）包括第一驱动皮带轮（81）、第一皮带（82）、第二驱动皮带轮（83）、第三驱动皮带轮

（84）、第二皮带（85）、第四驱动皮带轮（86）、驱动电机固定架（87）以及驱动机构电机（88），

所述驱动机构电机（88）内嵌于驱动电机固定架（87）上，且通过驱动电机固定架（87）固定于

三级粉碎装置壳体（43）外侧壁上，所述第四驱动皮带轮（86）固定于驱动机构电机（88）输出

轴上，所述第三驱动皮带轮（84）固定于第一粉碎辊转轴（47）无第一齿轮（46）的一端上，所

述第二驱动皮带轮（83）固定于第二粉碎辊转轴（44）无第二齿轮（45）的一端上，所述第一驱

动皮带轮（81）固定于第一冲击锤转轴（103）上，所述第一驱动皮带轮（81）与第二驱动皮带

轮（83）通过第一皮带（82）传动连接，所述第三驱动皮带轮（84）与第四驱动皮带轮（86）通过

第二皮带（85）传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级

粉碎装置（10）包括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第一粉碎冲击锤（102）、第一冲击锤转轴

（103）、一级粉碎装置第一齿轮（104）、第二冲击锤转轴（105）、一级粉碎装置第二齿轮

（106）、第二粉碎冲击锤（107）以及一级粉碎装置入口（108），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入口（108）

设于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外侧壁上，且一级粉碎装置入口（108）与进料口（24）贯通连

接，所述第一粉碎冲击锤（102）固定于第一冲击锤转轴（103）上，且第一粉碎冲击锤（102）通

过第一冲击锤转轴（103）转动固定于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内，所述第二粉碎冲击锤

（107）固定于第二冲击锤转轴（105）上，且第二粉碎冲击锤（107）通过第二冲击锤转轴（105）

转动固定于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内，所述第一冲击锤转轴（103）两端皆穿透一级粉碎装

置壳体（101）侧壁，且第一冲击锤转轴（103）的一端上固定有一级粉碎装置第一齿轮（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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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冲击锤转轴（105）一端内嵌于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侧壁上，另一端穿透一级粉

碎装置壳体（101）侧壁并固定有一级粉碎装置第二齿轮（106），所述一级粉碎装置第一齿轮

（104）与一级粉碎装置第二齿轮（106）相啮合。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种加

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工作原理，所述工作原理具体如下：

1）启动设备，驱动电机（36）以及驱动机构电机（88）转动；

2）将园林垃圾由进料口（24）投入，垃圾经过一级粉碎装置入口（108）落入第一冲击锤

转轴（103）与第二粉碎冲击锤（107）之间；

3）驱动机构电机（88）转动带动第一驱动皮带轮（81）转动，第一驱动皮带轮（81）带动第

一冲击锤转轴（103）以及第二冲击锤转轴（105）转动，进而使第一粉碎冲击锤（102）与第二

粉碎冲击锤（107）转动，从而对园林垃圾进行初步破碎，破碎后的垃圾通过第一冲击锤转轴

（103）与第二粉碎冲击锤（107）之间落入第二级粉碎装置（3）中；

4）驱动电机（36）转动带动旋转刀片皮带轮（38）转动，进而带动左侧螺旋刀片（31）以及

右侧螺旋刀片（32）转动，左侧螺旋刀片（31）与右侧螺旋刀片（32）切割由第一级粉碎装置

（10）落入第二级粉碎装置（3）中的破碎垃圾，将破碎垃圾进行进一步粉碎，粉碎后的垃圾进

入第三级粉碎装置（4）中；

5）驱动机构电机（88）转动带动第二驱动皮带轮（83）以及第三驱动皮带轮（84）转动，进

而带动第一粉碎辊（41）和第二粉碎辊（42）转动，第一粉碎辊（41）与第二粉碎辊（42）啮合将

落入第三级粉碎装置（4）内的粉碎垃圾彻底破碎，并将该垃圾丢入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

内；

6）雨水由雨水收集装置（1）进入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内，同时吸热板（9）吸收太阳光

热量，将热量导入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内，此时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内为高温湿润状

态，使粉碎的垃圾快速破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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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垃圾处理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

背景技术

[0003] 生物降解是指材料在生物体内通过溶解、酶解、细胞吞噬等作用，在组织长入的过

程中不断从体内排出，修复后的组织完全替代植入材料的位置，而材料在体内不存在残留

的性质，通过生物降解来处理园林垃圾是目前新兴的垃圾处理方式，该方式具有绿色、无污

染、无需消耗大量资源等优点，然后现有的通过生物降解来处理园林垃圾的方式其降解速

度慢，通过现有的生物降解效率受到不同环境和季节的影响，如CN107413501A公开的一种

三级粉碎装置，导致在处理园林垃圾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为提高生物降解园林垃圾的

效率，现有的方式是通过将园林垃圾粉碎之后再进行降解，虽然该方式对生物降解园林垃

圾的效率方面具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依旧无法解决生物降解效率受到不同环境和季节的

影响以及生物降解园林垃圾的效率过慢的问题，因此，一种可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

备的出现迫在眉睫。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包括雨水收集装置、

外壳体、第二级粉碎装置、第三级粉碎装置、侧盖板、生物降解装置、导热管、驱动机构、吸热

板以及第一级粉碎装置，所述吸热板内嵌于侧盖板外侧壁上，所述侧盖板固定于外壳体侧

壁上，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内嵌于外壳体内侧，且雨水收集装置上端贯穿外壳体上端面上，雨

水收集装置下端与生物降解装置贯通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级粉碎装置固定于外壳体内侧上

端，所述第一级粉碎装置上端与外壳体外侧壁贯通连接，所述第一级粉碎装置下端与第二

级粉碎装置上端贯通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级粉碎装置固定于外壳体内侧壁上，所述第二级

粉碎装置下端贯通固定有第三级粉碎装置，所述第三级粉碎装置固定于外壳体内侧壁上，

所述第三级粉碎装置下端与生物降解装置上端贯通固定连接，所述驱动机构设于外壳体内

侧，且驱动机构分别与第一级粉碎装置、第二级粉碎装置以及第三级粉碎装置固定连接，所

述生物降解装置上侧壁与外壳体贯通连接，所述导热管环绕于生物降解装置侧壁上，且内

嵌于生物降解装置侧壁上，所述导热管与侧盖板固定连接。

[0005] 进一步地，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包括筛网、蓄水池以及输水管道，所述筛网固定于蓄

水池上端面上，所述蓄水池上端贯穿外壳体上端面且与外壳体上端面固定连接，所述输水

管道上端固定于蓄水池底部，且与蓄水池内部贯通连接，所述输水管道下端与生物降解装

置固定连接，且与生物降解装置内部贯通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外壳体包括外壳体本体、进气窗、雨水槽安装口以及进料口，所述

雨水槽安装口设于外壳体本体上端面上，所述进料口设于外壳体本体上侧壁上，所述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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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设于外壳体本体左右侧壁的下侧，所述雨水槽安装口与蓄水池上端面固定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级粉碎装置包括左侧螺旋刀片、右侧螺旋刀片、二级粉碎装置

壳体、右侧皮带轮固定架、右侧皮带轮驱动架、驱动电机、电机固定架、旋转刀片皮带轮、左

侧皮带轮驱动架、左侧皮带轮固定架以及皮带，所述二级粉碎装置壳体固定于外壳体本体

内侧壁上且固定于第一级粉碎装置下侧，所述左侧皮带轮固定架以及右侧皮带轮固定架结

构相同且分别对称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体左右侧壁上，所述右侧皮带轮驱动架以及左侧

皮带轮驱动架结构相同且分别对称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体左右侧壁拐角上，所述左侧螺

旋刀片通过转轴转动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体内部左侧，所述右侧螺旋刀片通过转轴转动

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体内部右侧，所述右侧螺旋刀片设于左侧螺旋刀片上侧，所述左侧

螺旋刀片以及右侧螺旋刀片转轴下端皆固定有旋转刀片皮带轮，所述左侧螺旋刀片下端的

旋转刀片皮带轮通过皮带与左侧皮带轮固定架传动连接，所述右侧螺旋刀片下端的旋转刀

片皮带轮通过皮带与右侧皮带轮固定架传动连接，所述左侧皮带轮固定架通过皮带与左侧

皮带轮驱动架传动连接，所述右侧皮带轮固定架通过皮带与右侧皮带轮驱动架传动连接，

所述驱动电机内嵌于电机固定架上，且驱动电机通过电机固定架固定于第三级粉碎装置侧

壁上，所述驱动电机输出轴与右侧皮带轮驱动架固定连接，右侧皮带轮固定架、右侧皮带轮

驱动架、左侧皮带轮驱动架以及左侧皮带轮固定架为现有技术，即通过多个皮带轮配合铰

链座组成的皮带轮组实现传动作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级粉碎装置包括第一粉碎辊、第二粉碎辊、三级粉碎装置壳

体、第二粉碎辊转轴、第二齿轮、第一齿轮以及第一粉碎辊转轴，所述三级粉碎装置壳体为

无顶无底空心矩形壳体，所述第一粉碎辊固定于第一粉碎辊转轴上，所述第二粉碎辊固定

于第二粉碎辊转轴上，所述第一粉碎辊通过第一粉碎辊转轴转动固定于三级粉碎装置壳体

内侧，所述第二粉碎辊通过第二粉碎辊转轴转动固定于三级粉碎装置壳体内侧，所述第一

粉碎辊与第二粉碎辊转轴相啮合，所述第一粉碎辊转轴两端分别穿透三级粉碎装置壳体左

右侧壁，且第一粉碎辊转轴一端上固定有第一齿轮，所述第二粉碎辊转轴两端分别穿透三

级粉碎装置壳体左右侧壁，且第二粉碎辊转轴一端上固定有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与第

一齿轮相啮合。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生物降解装置包括生物降解装置壳体、透气缝以及进水口，所述生

物降解装置壳体为无顶有底空心矩形壳体，所述生物降解装置壳体左右侧壁上设有透气

缝，所述透气缝与进气窗贯通连接，所述进水口设于生物降解装置壳体一侧侧壁上，所述进

水口贯通生物降解装置壳体内外侧壁。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驱动机构包括第一驱动皮带轮、第一皮带、第二驱动皮带轮、第三

驱动皮带轮、第二皮带、第四驱动皮带轮、驱动电机固定架以及驱动机构电机，所述驱动机

构电机内嵌于驱动电机固定架上，且通过驱动电机固定架固定于三级粉碎装置壳体外侧壁

上，所述第四驱动皮带轮固定于驱动机构电机输出轴上，所述第三驱动皮带轮固定于第一

粉碎辊转轴无第一齿轮的一端上，所述第二驱动皮带轮固定于第二粉碎辊转轴无第二齿轮

的一端上，所述第一驱动皮带轮固定于第一冲击锤转轴上，所述第一驱动皮带轮与第二驱

动皮带轮通过第一皮带传动连接，所述第三驱动皮带轮与第四驱动皮带轮通过第二皮带传

动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级粉碎装置包括一级粉碎装置壳体、第一粉碎冲击锤、第一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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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锤转轴、一级粉碎装置第一齿轮、第二冲击锤转轴、一级粉碎装置第二齿轮、第二粉碎冲

击锤以及一级粉碎装置入口，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入口设于一级粉碎装置壳体外侧壁上，且

一级粉碎装置入口与进料口贯通连接，所述第一粉碎冲击锤固定于第一冲击锤转轴上，且

第一粉碎冲击锤通过第一冲击锤转轴转动固定于一级粉碎装置壳体内，所述第二粉碎冲击

锤固定于第二冲击锤转轴上，且第二粉碎冲击锤通过第二冲击锤转轴转动固定于一级粉碎

装置壳体内，所述第一冲击锤转轴两端皆穿透一级粉碎装置壳体侧壁，且第一冲击锤转轴

的一端上固定有一级粉碎装置第一齿轮，所述第二冲击锤转轴一端内嵌于一级粉碎装置壳

体侧壁上，另一端穿透一级粉碎装置壳体侧壁并固定有一级粉碎装置第二齿轮，所述一级

粉碎装置第一齿轮与一级粉碎装置第二齿轮相啮合。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工作原理，所述工作原理具

体如下：

1）启动设备，驱动电机以及驱动机构电机转动；

2）将园林垃圾由进料口投入，垃圾经过一级粉碎装置入口落入第一冲击锤转轴与第二

粉碎冲击锤之间；

3）驱动机构电机转动带动第一驱动皮带轮转动，第一驱动皮带轮带动第一冲击锤转轴

以及第二冲击锤转轴转动，进而使第一粉碎冲击锤与第二粉碎冲击锤转动，从而对园林垃

圾进行初步破碎，破碎后的垃圾通过第一冲击锤转轴与第二粉碎冲击锤之间落入第二级粉

碎装置中；

4）驱动电机转动带动旋转刀片皮带轮转动，进而带动左侧螺旋刀片以及右侧螺旋刀片

转动，左侧螺旋刀片与右侧螺旋刀片切割由第一级粉碎装置落入第二级粉碎装置中的破碎

垃圾，将破碎垃圾进行进一步粉碎，粉碎后的垃圾进入第三级粉碎装置中；

5）驱动机构电机转动带动第二驱动皮带轮以及第三驱动皮带轮转动，进而带动第一粉

碎辊和第二粉碎辊转动，第一粉碎辊与第二粉碎辊啮合将落入第三级粉碎装置内的粉碎垃

圾彻底破碎，并将该垃圾丢入生物降解装置壳体内；

6）雨水由雨水收集装置进入生物降解装置壳体内，同时吸热板吸收太阳光热量，将热

量导入生物降解装置壳体内，此时生物降解装置壳体内为高温湿润状态，使粉碎的垃圾快

速破败分解。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设有的三级粉碎装置，通过第一级粉碎装置对投入本

设备时，通过冲击锤进行初步粉碎，使大径垃圾或者大体垃圾被敲击粉碎，粉碎之后的后垃

圾进入第二级粉碎装置内，第二级粉碎装置通过交替转动的切割刀片，使粉碎后的垃圾被

进一步切碎，从而使园林垃圾变得更小，经过第二级粉碎装置粉碎后的垃圾会进入第三级

粉碎装置进行最终粉碎，通过两个啮合的粉碎辊，使得园林垃圾彻底变成极小状态，从而使

生物与园林垃圾能够充分接触，进而提高生物降解效率，通过三级粉碎装置使得园林垃圾

由大径被依次粉碎，不仅使得园林垃圾被更加彻底的粉碎，同时通过依次渐进的方式粉碎

垃圾对粉碎装置进行一定的保护，从而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工作成本，设有的雨水收

集装置可对雨水进行收集，收集的雨水会进入生物降解装置中，从而对生物降解装置内的

园林垃圾进行浸泡，进而促进园林垃圾分解，同时雨水中含有大量微生物，对设备内部的生

物降解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设有的吸热板可收集太阳温度，并通过导热管将温度传递至生

物降解装置内，从而提升生物降解装置内的温度，使生物降解装置内的温度环境更加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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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降解，从而进一步提高本设备的微生物降解效率，本发明生物降解装置设于外壳体

内，从而与外界环境隔绝，进而避免在严寒天气由于外界低温导致生物降解装置内温度下

降而影响生物降解效率的情况出现，本发明具有生物降解效率不受环境和季节的影响、生

物降解园林垃圾的效率高、设备使用寿命长等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雨水收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外壳体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第二级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第三级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生物降解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发明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第一级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请参阅图1-8所示，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包括雨水收集装置1、外壳

体2、第二级粉碎装置3、第三级粉碎装置4、侧盖板5、生物降解装置6、导热管7、驱动机构8、

吸热板9以及第一级粉碎装置10，吸热板9内嵌于侧盖板5外侧壁上，侧盖板5固定于外壳体2

侧壁上，雨水收集装置1内嵌于外壳体2内侧，且雨水收集装置1上端贯穿外壳体2上端面上，

雨水收集装置1下端与生物降解装置6贯通固定连接，第一级粉碎装置10固定于外壳体2内

侧上端，第一级粉碎装置10上端与外壳体2外侧壁贯通连接，第一级粉碎装置10下端与第二

级粉碎装置3上端贯通固定连接，第二级粉碎装置3固定于外壳体2内侧壁上，第二级粉碎装

置3下端贯通固定有第三级粉碎装置4，第三级粉碎装置4固定于外壳体2内侧壁上，第三级

粉碎装置4下端与生物降解装置6上端贯通固定连接，驱动机构8设于外壳体2内侧，且驱动

机构8分别与第一级粉碎装置10、第二级粉碎装置3以及第三级粉碎装置4固定连接，生物降

解装置6上侧壁与外壳体2贯通连接，导热管7环绕于生物降解装置6侧壁上，且内嵌于生物

降解装置6侧壁上，导热管7与侧盖板5固定连接。

[0017] 如图2所示，雨水收集装置1包括筛网11、蓄水池12以及输水管道13，筛网11固定于

蓄水池12上端面上，蓄水池12上端贯穿外壳体2上端面且与外壳体2上端面固定连接，输水

管道13上端固定于蓄水池12底部，且与蓄水池12内部贯通连接，输水管道13下端与生物降

解装置6固定连接，且与生物降解装置6内部贯通连接。

[0018] 如图3所示，外壳体2包括外壳体本体21、进气窗22、雨水槽安装口23以及进料口

24，雨水槽安装口23设于外壳体本体21上端面上，进料口24设于外壳体本体21上侧壁上，进

气窗22设于外壳体本体21左右侧壁的下侧，雨水槽安装口23与蓄水池12上端面固定连接。

[0019] 如图4所示，第二级粉碎装置3包括左侧螺旋刀片31、右侧螺旋刀片32、二级粉碎装

置壳体33、右侧皮带轮固定架34、右侧皮带轮驱动架35、驱动电机36、电机固定架37、旋转刀

片皮带轮38、左侧皮带轮驱动架39、左侧皮带轮固定架310以及皮带311，二级粉碎装置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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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固定于外壳体本体21内侧壁上且固定于第一级粉碎装置10下侧，左侧皮带轮固定架310

以及右侧皮带轮固定架34结构相同且分别对称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体33左右侧壁上，右

侧皮带轮驱动架35以及左侧皮带轮驱动架39结构相同且分别对称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

体33左右侧壁拐角上，左侧螺旋刀片31通过转轴转动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体33内部左

侧，右侧螺旋刀片32通过转轴转动固定于二级粉碎装置壳体33内部右侧，右侧螺旋刀片32

设于左侧螺旋刀片31上侧，左侧螺旋刀片31以及右侧螺旋刀片32转轴下端皆固定有旋转刀

片皮带轮38，左侧螺旋刀片31下端的旋转刀片皮带轮38通过皮带311与左侧皮带轮固定架

310传动连接，右侧螺旋刀片32下端的旋转刀片皮带轮38通过皮带311与右侧皮带轮固定架

34传动连接，左侧皮带轮固定架310通过皮带311与左侧皮带轮驱动架39传动连接，右侧皮

带轮固定架34通过皮带311与右侧皮带轮驱动架35传动连接，驱动电机36内嵌于电机固定

架37上，且驱动电机36通过电机固定架37固定于第三级粉碎装置4侧壁上，驱动电机36输出

轴与右侧皮带轮驱动架35固定连接，右侧皮带轮固定架34、右侧皮带轮驱动架35、左侧皮带

轮驱动架39以及左侧皮带轮固定架310为现有技术，即通过多个皮带轮配合铰链座组成的

皮带轮组实现传动作用。

[0020] 如图5所示，第三级粉碎装置4包括第一粉碎辊41、第二粉碎辊42、三级粉碎装置壳

体43、第二粉碎辊转轴44、第二齿轮45、第一齿轮46以及第一粉碎辊转轴47，三级粉碎装置

壳体43为无顶无底空心矩形壳体，第一粉碎辊41固定于第一粉碎辊转轴47上，第二粉碎辊

42固定于第二粉碎辊转轴44上，第一粉碎辊41通过第一粉碎辊转轴47转动固定于三级粉碎

装置壳体43内侧，第二粉碎辊42通过第二粉碎辊转轴44转动固定于三级粉碎装置壳体43内

侧，第一粉碎辊41与第二粉碎辊转轴44相啮合，第一粉碎辊转轴47两端分别穿透三级粉碎

装置壳体43左右侧壁，且第一粉碎辊转轴47一端上固定有第一齿轮46，第二粉碎辊转轴44

两端分别穿透三级粉碎装置壳体43左右侧壁，且第二粉碎辊转轴44一端上固定有第二齿轮

45，第二齿轮45与第一齿轮46相啮合。

[0021] 如图6所示，生物降解装置6包括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透气缝62以及进水口63，生

物降解装置壳体61为无顶有底空心矩形壳体，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左右侧壁上设有透气缝

62，透气缝62与进气窗22贯通连接，进水口63设于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一侧侧壁上，进水口

63贯通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内外侧壁。

[0022] 如图7所示，驱动机构8包括第一驱动皮带轮81、第一皮带82、第二驱动皮带轮83、

第三驱动皮带轮84、第二皮带85、第四驱动皮带轮86、驱动电机固定架87以及驱动机构电机

88，驱动机构电机88内嵌于驱动电机固定架87上，且通过驱动电机固定架87固定于三级粉

碎装置壳体43外侧壁上，第四驱动皮带轮86固定于驱动机构电机88输出轴上，第三驱动皮

带轮84固定于第一粉碎辊转轴47无第一齿轮46的一端上，第二驱动皮带轮83固定于第二粉

碎辊转轴44无第二齿轮45的一端上，第一驱动皮带轮81固定于第一冲击锤转轴103上，第一

驱动皮带轮81与第二驱动皮带轮83通过第一皮带82传动连接，第三驱动皮带轮84与第四驱

动皮带轮86通过第二皮带85传动连接。

[0023] 如图8所示，第一级粉碎装置10包括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第一粉碎冲击锤102、

第一冲击锤转轴103、一级粉碎装置第一齿轮104、第二冲击锤转轴105、一级粉碎装置第二

齿轮106、第二粉碎冲击锤107以及一级粉碎装置入口108，一级粉碎装置入口108设于一级

粉碎装置壳体101外侧壁上，且一级粉碎装置入口108与进料口24贯通连接，第一粉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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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102固定于第一冲击锤转轴103上，且第一粉碎冲击锤102通过第一冲击锤转轴103转动固

定于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内，第二粉碎冲击锤107固定于第二冲击锤转轴105上，且第二粉

碎冲击锤107通过第二冲击锤转轴105转动固定于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内，第一冲击锤转

轴103两端皆穿透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侧壁，且第一冲击锤转轴103的一端上固定有一级

粉碎装置第一齿轮104，第二冲击锤转轴105一端内嵌于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侧壁上，另一

端穿透一级粉碎装置壳体101侧壁并固定有一级粉碎装置第二齿轮106，一级粉碎装置第一

齿轮104与一级粉碎装置第二齿轮106相啮合。

[0024] 一种加速园林垃圾生物降解的设备的工作原理，工作原理具体如下：

1）启动设备，驱动电机36以及驱动机构电机88转动；

2）将园林垃圾由进料口24投入，垃圾经过一级粉碎装置入口108落入第一冲击锤转轴

103与第二粉碎冲击锤107之间；

3）驱动机构电机88转动带动第一驱动皮带轮81转动，第一驱动皮带轮81带动第一冲击

锤转轴103以及第二冲击锤转轴105转动，进而使第一粉碎冲击锤102与第二粉碎冲击锤107

转动，从而对园林垃圾进行初步破碎，破碎后的垃圾通过第一冲击锤转轴103与第二粉碎冲

击锤107之间落入第二级粉碎装置3中；

4）驱动电机36转动带动旋转刀片皮带轮38转动，进而带动左侧螺旋刀片31以及右侧螺

旋刀片32转动，左侧螺旋刀片31与右侧螺旋刀片32切割由第一级粉碎装置10落入第二级粉

碎装置3中的破碎垃圾，将破碎垃圾进行进一步粉碎，粉碎后的垃圾进入第三级粉碎装置4

中；

5）驱动机构电机88转动带动第二驱动皮带轮83以及第三驱动皮带轮84转动，进而带动

第一粉碎辊41和第二粉碎辊42转动，第一粉碎辊41与第二粉碎辊42啮合将落入第三级粉碎

装置4内的粉碎垃圾彻底破碎，并将该垃圾丢入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内；

6）雨水由雨水收集装置1进入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内，同时吸热板9吸收太阳光热量，

将热量导入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内，此时生物降解装置壳体61内为高温湿润状态，使粉碎

的垃圾快速破败分解。

[0025]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的

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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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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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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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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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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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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