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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餐厨垃圾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包括传

送装置、粉碎室、研磨室、压缩分离装置、油水分

离装置和水处理装置。由于餐厨垃圾主体即为食

物残渣，食物残渣分为液态的和固态的，通过传

送初级破碎、粉碎和研磨之后其中的固态物质称

为颗粒状，然后通过挤压将固体和液体分离，将

其中固体颗粒充分去水烘干后作为肥料原料，通

过油和水的密度将上层油去除收集，将水通过过

滤和泡沫化后消毒得到处理水，从而可以在餐厅

聚集的区域集中在垃圾产生地即可就地将餐厨

垃圾高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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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传送装置、粉碎室、研磨室、压缩分离装

置、油水分离装置和水处理装置；

所述传送装置包括入口部件和传送腔，所述入口部件包括餐厨垃圾入口和入口舱；所

述传送腔包括传送腔入料口、传送轴、传送刀片和传送腔出料口；所述餐厨垃圾入口设置在

所述入口舱的顶部且与入口舱的顶部连通，所述入口舱的底端与所述传送腔入料口连通，

所述传送轴设置有一个或多个且均横置于传送腔内，所述传送腔入料口设置在传送腔的顶

壁上，在远离传送腔入料口一端的传送腔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传送腔出料口，所述传送轴

上以单螺旋的形式设置有所述传送刀片；

所述粉碎室包括粉碎室外壳、粉碎室入料口、粉碎刀组、粉碎轴、粉碎轴驱动电机、固定

刀和粉碎料出口，所述粉碎室入料口设置在粉碎室外壳的顶部并与所述传送腔出料口连

通，在粉碎室外壳内部横置有粉碎轴，在粉碎轴上均布有多排粉碎刀组，在与粉碎刀组相间

隔位置的粉碎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多排所述固定刀，所述粉碎室外壳的底壁向下收缩延

伸形成所述粉碎料出口；

所述研磨室设置在所述粉碎室的底部，包括研磨室外壳、研磨室入料口、研磨锥、外研

磨筒、研磨锥驱动电机和研磨料出口；所述研磨室入料口设置在研磨室的顶壁上且与所述

粉碎料出口连通，在研磨室入料口正下方设置有所述研磨锥，所述研磨锥上半部为圆锥体

结构下半部为圆柱体结构，且研磨锥的外表面为粗糙化处理的表面，在与研磨锥下半部接

触的研磨室外壳内部设置有筒状结构的所述外研磨筒，所述外研磨筒的内表面为粗糙化处

理的表面，在研磨锥的底部中央设置有所述研磨锥驱动电机，所述研磨锥驱动电机用于驱

动所述研磨锥以自身为轴转动，在研磨室外壳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研磨料出口；

所述压缩分离装置包括压缩室、静置腔和烘干部件；所述压缩室包括压缩室入料口、主

动压缩板部件、被动压缩板部件、压缩室滤水板、固态物料出口；所述静置腔包括静置入口、

静置滤水板、静置腔出水管和静置侧出料口，所述烘干部件包括烘干物料传送带和烘干室；

所述压缩室物料口设置在压缩室的顶端并与所述研磨料出口连通，在压缩室入料口正下方

的一侧设置有所述主动压缩板部件另一侧设置有所述被动压缩板部件，在压缩室入料口正

下方的压缩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压缩室滤水板，所述主动压缩板部件包括主动压缩板、

螺纹轴、内螺纹块和压缩驱动电机；所述主动压缩板竖直设置在压缩室内，在主动压缩板的

背部连接有横置的所述螺纹轴，所述螺纹轴上设置有外螺纹，所述内螺纹块固接在压缩室

的外侧壁上，且在其内部设置有与螺纹轴的外螺纹相匹配的内螺纹，所述压缩驱动电机的

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与所述螺纹轴的一端连接并驱动所述螺纹轴转动，所述螺纹轴的另一端

设置有凸起，在主动压缩板的背部设置有压缩板凹槽，螺纹轴的凸起容置在压缩板凹槽内

并能在压缩板凹槽内转动，所述被动压缩板部件包括被动压缩板、被动压缩杆、弹簧和弹簧

容置腔，所述被动压缩板竖直设置在压缩室内，被动压缩杆固接在被动压缩板的背部，在被

动压缩杆上套设有弹簧，在弹簧外部设置有所述弹簧容置腔，所述弹簧容置腔设置在压缩

室的外侧壁上，所述弹簧容置腔为盲孔结构设置，盲孔内容置所述弹簧，在靠近所述弹簧容

置腔一侧的压缩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固态物料出口；所述静置腔顶端为静置入口，底端

设置所述静置滤水板，在静置腔的侧壁的底端设置所述静置侧出料口，所述静置入口与所

述固态物料出口连通，所述静置腔出水管的顶端与所述静置滤水板连通；所述烘干物料传

送带一端与所述静置侧出料口连通，另一端与所述烘干室连通，所述烘干室通过加热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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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进入的物料实现烘干操作；

所述油水分离装置包括油水分离室、出油管和储油箱；所述油水分离室包括油水分离

室入口、出油口、补充料入口、移动闸门、传感器和释水口；所述油水分离室入口设置在油水

分离室的顶部并与所述压缩室滤水板连通且用于承接压缩室滤水板的滤下物，所述出油口

设置在油水分离室的侧壁上，在出油口的内侧设置有可以上下移动的所述移动闸门，在移

动闸门的内侧设置有多个传感器，所述传感器用于识别液体是否为油，所述补充料入口与

所述静置腔出水管的出口连通，在油水分离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释水口；所述出油管一

端与所述出油口连通，另一端与所述储油箱连通；

所述水处理装置包括过滤吸附室和消毒室，所述过滤吸附室包括过滤吸附室入口、过

滤吸附室外壳、过滤筒壁、沉淀槽、棉布轴部件、喷气腔、喷气口、喷气管、风机和处理水出

口；所述消毒室包括消毒室入口、消毒室出口和紫外线消毒器；所述过滤吸附室入口设置在

过滤吸附室外壳的顶壁上，并且过滤吸附室入口与油水分离室的所述释水口连通，在过滤

吸附室入口正下方设置有倒置漏斗形的过滤筒壁，所述过滤筒壁为密布通孔的筒壁，在过

滤筒壁的下端设置有所述沉淀槽，在过滤筒壁外部的过滤吸附室外壳的内底壁上设置有所

述喷气腔，所述喷气腔的上部设置有多个向上喷气的所述喷气口，所述喷气腔的底部中央

连通有所述喷气管，在所述喷气管上设置有所述风机，在喷气腔上部的过滤吸附室外壳的

内部横置有所述棉布轴部件，所述棉布轴部件包括棉布轴以及缠绕在棉布轴外部的棉布

层，在喷气腔和棉布轴部件之间的过滤吸附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处理水出口，所述

处理水出口和所述消毒室入口通过管道连通，在消毒室内设置有所述紫外线消毒器，所述

消毒室出水口设置在消毒室的底壁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研磨锥外表面上还设置有

研磨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被动压缩杆上设置有限位

凸起，所述限位凸起与弹簧头部进行卡接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室内设置有电阻加

热丝构成的加热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为油分传感器，

包括在上部设置的上部传感器和在下部设置的下部传感器，当上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为油而

下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不是油，则不移动所述移动闸门，当下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也为油，则向

下移动所述移动闸门，当上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也不是油，则向上移动所述移动闸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气管一端与所述喷气

腔底部中央连通，另一端的高度设置为高于所述过滤吸附室的顶壁的高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吸附室外壳为中空

长方体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纹轴和所述被动压缩

杆均横向贯穿所述压缩室的内外。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作为替换，所述螺纹轴与所

述主动压缩板的背部通过轴承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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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垃圾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餐饮企业聚集的地方，餐厨垃圾的产生量巨大，目前的一般性做法即为每天定

时将餐饮企业产生的大量餐厨垃圾通过特定的运输车辆运输到垃圾处理厂与其他垃圾混

合或单独处理。但是由于餐厨垃圾液体含有量非常大，对其运输对车辆的要求相对较高，并

且由于餐厨垃圾的气味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同时由于餐厨垃圾的特点是有机物含量丰

富，但是易腐烂，尤其是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在运输过程中即会腐烂变质并产生大量微生

物，从而也恶化了其运输环境和后续处理的难度。如果能够在餐饮企业集中的区域设置中

型的专门针对餐厨垃圾的处理装置，则会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同时更为主要的，会大大降低

由于短时间内的发酵和腐烂反应而对餐厨垃圾的处理难度增加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

[0004] 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

[0005] 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包括传送装置、粉碎室、研磨室、压缩分离装置、油水分离

装置和水处理装置。

[0006] 所述传送装置包括入口部件和传送腔，所述入口部件包括餐厨垃圾入口和入口

舱；所述传送腔包括传送腔入料口、传送轴、传送刀片和传送腔出料口；所述餐厨垃圾入口

设置在所述入口舱的顶部且与入口舱的顶部连通，所述入口舱的底端与所述传送腔入料口

连通，所述传送轴设置有一个或多个且均横置于传送腔内，所述传送腔入料口设置在传送

腔的顶壁上，在远离传送腔入料口一端的传送腔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传送腔出料口，所述

传送轴上以单螺旋的形式设置有所述传送刀片。

[0007] 所述粉碎室包括粉碎室外壳、粉碎室入料口、粉碎刀组、粉碎轴、粉碎轴驱动电机、

固定刀和粉碎料出口，所述粉碎室入料口设置在粉碎室外壳的顶部并与所述传送腔出料口

连通，在粉碎室外壳内部横置有粉碎轴，在粉碎轴上均布有多排粉碎刀组，在与粉碎刀组相

间隔位置的粉碎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多排所述固定刀，所述粉碎室外壳的底壁向下收缩

延伸形成所述粉碎料出口。

[0008] 所述研磨室设置在所述粉碎室的底部，包括研磨室外壳、研磨室入料口、研磨锥、

外研磨筒、研磨锥驱动电机和研磨料出口；所述研磨室入料口设置在研磨室的顶壁上且与

所述粉碎料出口连通，在研磨室入料口正下方设置有所述研磨锥，所述研磨锥上半部为圆

锥体结构下半部为圆柱体结构，且研磨锥的外表面为粗糙化处理的表面，在与研磨锥下半

部接触的研磨室外壳内部设置有筒状结构的所述外研磨筒，所述外研磨筒的内表面为粗糙

化处理的表面，在研磨锥的底部中央设置有所述研磨锥驱动电机，所述研磨锥驱动电机用

于驱动所述研磨锥以自身为轴转动，在研磨室外壳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研磨料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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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压缩分离装置包括压缩室、静置腔和烘干部件；所述压缩室包括压缩室入料

口、主动压缩板部件、被动压缩板部件、压缩室滤水板、固态物料出口；所述静置腔包括静置

入口、静置滤水板、静置腔出水管和静置侧出料口，所述烘干部件包括烘干物料传送带和烘

干室；所述压缩室物料口设置在压缩室的顶端并与所述研磨料出口连通，在压缩室入料口

正下方的一侧设置有所述主动压缩板部件另一侧设置有所述被动压缩板部件，在压缩室入

料口正下方的压缩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压缩室滤水板，所述主动压缩板部件包括主动压

缩板、螺纹轴、内螺纹块和压缩驱动电机；所述主动压缩板竖直设置在压缩室内，在主动压

缩板的背部连接有横置的所述螺纹轴，所述螺纹轴上设置有外螺纹，所述内螺纹块固接在

压缩室的外侧壁上，且在其内部设置有与螺纹轴的外螺纹相匹配的内螺纹，所述压缩驱动

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与所述螺纹轴的一端连接并驱动所述螺纹轴转动，所述螺纹轴的

另一端设置有凸起，在主动压缩板的背部设置有压缩板凹槽，螺纹轴的凸起容置在压缩板

凹槽内并能在压缩板凹槽内转动，所述被动压缩板部件包括被动压缩板、被动压缩杆、弹簧

和弹簧容置腔，所述被动压缩板竖直设置在压缩室内，被动压缩杆固接在被动压缩板的背

部，在被动压缩杆上套设有弹簧，在弹簧外部设置有所述弹簧容置腔，所述弹簧容置腔设置

在压缩室的外侧壁上，所述弹簧容置腔为盲孔结构设置，盲孔内容置所述弹簧，在靠近所述

弹簧容置腔一侧的压缩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固态物料出口；所述静置腔顶端为静置入

口，底端设置所述静置滤水板，在静置腔的侧壁的底端设置所述静置侧出料口，所述静置入

口与所述固态物料出口连通，所述静置腔出水管的顶端与所述静置滤水板连通；所述烘干

物料传送带一端与所述静置侧出料口连通，另一端与所述烘干室连通，所述烘干室通过加

热的方式对进入的物料实现烘干操作。

[0010] 所述油水分离装置包括油水分离室、出油管和储油箱；所述油水分离室包括油水

分离室入口、出油口、补充料入口、移动闸门、传感器和释水口；所述油水分离室入口设置在

油水分离室的顶部并与所述压缩室滤水板连通且用于承接压缩室滤水板的滤下物，所述出

油口设置在油水分离室的侧壁上，在出油口的内侧设置有可以上下移动的所述移动闸门，

在移动闸门的内侧设置有多个传感器，所述传感器用于识别液体是否为油，所述补充料入

口与所述静置腔出水管的出口连通，在油水分离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释水口；所述出油

管一端与所述出油口连通，另一端与所述储油箱连通。

[0011] 所述水处理装置包括过滤吸附室和消毒室，所述过滤吸附室包括过滤吸附室入

口、过滤吸附室外壳、过滤筒壁、沉淀槽、棉布轴部件、喷气腔、喷气口、喷气管、风机和处理

水出口；所述消毒室包括消毒室入口、消毒室出口和紫外线消毒器；所述过滤吸附室入口设

置在过滤吸附室外壳的顶壁上，在过滤吸附室入口正下方设置有倒置漏斗形的过滤筒壁，

所述过滤筒壁为密布通孔的筒壁，在过滤筒壁的下端设置有所述沉淀槽，在过滤筒壁外部

的过滤吸附室外壳的内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喷气腔，所述喷气腔的上部设置有多个向上喷气

的所述喷气口，所述喷气腔的底部中央连通有所述喷气管，在所述喷气管上设置有所述风

机，在喷气腔上部的过滤吸附室外壳的内部横置有所述棉布轴部件，所述棉布轴部件包括

棉布轴以及缠绕在棉布轴外部的棉布层，在喷气腔和棉布轴部件之间的过滤吸附室外壳的

侧壁上设置有所述处理水出口，所述处理水出口和所述消毒室入口通过管道连通，在消毒

室内设置有所述紫外线消毒器，所述消毒室出水口设置在消毒室的底壁上。

[0012] 作为优选，在研磨锥外表面上还设置有研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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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作为优选，在被动压缩杆上设置有限位凸起，所述限位凸起与弹簧头部进行卡接

设置。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烘干室内设置有电阻加热丝构成的加热网（多层）。

[0015] 作为优选，所述传感器为油分传感器，包括在上部设置的上部传感器和在下部设

置的下部传感器，当上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为油而下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不是油（为水），则不

移动所述移动闸门，当下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也为油，则向下移动所述移动闸门，当上部传感

器识别液体也不是油（为水），则向上移动所述移动闸门。其中的油分传感器为市购的油分

传感器（对油脂进行接触性检测）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喷气管一端与所述喷气腔底部中央连通，另一端的高度设置为高

于所述过滤吸附室的顶壁的高度。

[0017]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吸附室外壳为中空长方体结构。

[0018] 作为优选，所述螺纹轴和所述被动压缩杆均横向贯穿所述压缩室的内外。

[0019] 作为优选，在过滤吸附室外壳的顶部还设置有出气口。

[0020] 作为替换，所述螺纹轴与所述主动压缩板的背部通过轴承转动连接。

[0021]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在于：

[0022] 1，通过在传送轴上设置单螺旋的传送刀片，在传送的过程中对餐厨垃圾进行初级

破碎，然后通过设置特定结构的粉碎装置对餐厨垃圾进行粉碎处理，然后通过特定结构的

研磨装置进行研磨处理，从而可以将固液混合的餐厨垃圾处理为颗粒状固体和液体的混合

物，然后通过特定的压缩装置将混合物通过挤压将液体更加充分的挤压出来并滤下，从而

更加全面的将固液分离的同时将固体压缩，然后将固体颗粒物进一步的脱水和烘干，将餐

厨垃圾的固态物充分回收。由于餐厨垃圾的液态物主要是油脂和污水，根据油和水的密度

差别将上层的油撇出储存作为生物燃料的原料，继而对水体进行处理得到相对纯净的水

体。从而可以在餐厨垃圾产生地在餐厨垃圾进一步变质之前即可实现对餐厨垃圾的深度处

理，并且将餐厨垃圾的所有产品均生成有价值的回收物。

[0023] 2，通过设置上小下大的过滤筒壁，在静置的情况下将水体从里向外移动（连通器

原理），既保证了内部的滤出物向下沉淀，同时也避免了颗粒物对筒壁的堵塞。通过在过滤

筒壁外部设置向上喷射的喷气腔和喷气口，形成气泡向上运动的过程中将水体中的微粒和

有害物吸附在气泡表面上在水体表面形成泡沫，从而净化了水体，通过在水体上部表面处

设置棉布轴部件，通过棉布将泡沫吸附，水体继而通过紫外消毒设备进行深度消毒，从而对

污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处理，处理水可以达到IV类或III类水的级别。

[0024] 3，通过设置上部是圆锥体下部是圆柱体的研磨锥，使得先进入到研磨室的物料整

体与上部的研磨锥接触并摩擦，而逐步的向下移动到圆柱体和外研磨筒之间的狭小区域后

进行深度研磨。从而使得研磨过程成为一个逐步增加压力的过程，避免直接将粉碎之后的

物料置入到均一的研磨装置中而使得部分没有粉碎的物料对研磨装置造成较大破坏情况

的发生，从而大大的避免了生产部件的过度损耗，节约了维护成本。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餐厨垃圾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粉碎部件的俯视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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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其中：11-餐厨垃圾入口，12-入口舱，13-传送轴，131-传送刀片，2-粉碎室，21-粉

碎刀组，22-粉碎轴，23-固定刀，24-粉碎料出口，25-粉碎室外壳侧壁，26-粉碎轴驱动电机，

31-研磨锥，32-外研磨筒，33-研磨锥驱动电机，41-主动压缩板，411-螺纹轴，412-压缩驱动

电机，413-压缩板凹槽，42-被动压缩板，421-被动压缩杆，422-弹簧，423-弹簧容置腔，43-

压缩室滤水板，44-固态物料出口，45-烘干物料传送带，46-烘干室，47-静置腔滤水板，48-

静置腔出水管；51-移动闸门，52-传感器，53-出油管，54-储油箱，55-释水口，61-过滤筒壁，

62-沉淀槽，63-棉布轴部件，64-喷气腔，65-喷气口，66-喷气管，67-风机，68-处理水出口，

69-消毒室，691-紫外线消毒器，692-消毒室出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结合附图进行进一步说明：如图1和图2所示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包括传送

装置、粉碎室（如图2所示）、研磨室、压缩分离装置、油水分离装置和水处理装置。

[0029] 所述传送装置包括入口部件和传送腔，所述入口部件包括餐厨垃圾入口和入口

舱；所述传送腔包括传送腔入料口、传送轴、传送刀片和传送腔出料口；所述餐厨垃圾入口

设置在所述入口舱的顶部且与入口舱的顶部连通，所述入口舱的底端与所述传送腔入料口

连通，所述传送轴设置有2个且均横置于传送腔内，所述传送腔入料口设置在传送腔的顶壁

上，在远离传送腔入料口一端的传送腔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传送腔出料口，所述传送轴上

以单螺旋的形式设置有所述传送刀片。传送刀片在传送的过程中也对垃圾进行初级的破碎

处理。

[0030] 所述粉碎室包括粉碎室外壳、粉碎室入料口、粉碎刀组、粉碎轴、粉碎轴驱动电机、

固定刀和粉碎料出口，所述粉碎室入料口设置在粉碎室外壳的顶部并与所述传送腔出料口

连通，在粉碎室外壳内部横置有粉碎轴，在粉碎轴上均布有3排粉碎刀组（每排3个），在与粉

碎刀组相间隔位置的粉碎室外壳的两个侧壁上均设置有1排所述固定刀，所述粉碎室外壳

的底壁向下收缩延伸形成所述粉碎料出口。

[0031] 所述研磨室设置在所述粉碎室的底部，包括研磨室外壳、研磨室入料口、研磨锥、

外研磨筒、研磨锥驱动电机和研磨料出口；所述研磨室入料口设置在研磨室的顶壁上且与

所述粉碎料出口连通，在研磨室入料口正下方设置有所述研磨锥，所述研磨锥上半部为圆

锥体结构下半部为圆柱体结构，且研磨锥的外表面为粗糙化处理的表面，在与研磨锥下半

部接触的研磨室外壳内部设置有筒状结构的所述外研磨筒，所述外研磨筒的内表面为粗糙

化处理的表面，在研磨锥的底部中央设置有所述研磨锥驱动电机，所述研磨锥驱动电机用

于驱动所述研磨锥以自身为轴转动，在研磨室外壳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研磨料出口。

[0032] 所述压缩分离装置包括压缩室、静置腔和烘干部件；所述压缩室包括压缩室入料

口、主动压缩板部件、被动压缩板部件、压缩室滤水板、固态物料出口；所述静置腔包括静置

入口、静置滤水板、静置腔出水管和静置侧出料口，所述烘干部件包括烘干物料传送带和烘

干室；所述压缩室物料口设置在压缩室的顶端并与所述研磨料出口连通，在压缩室入料口

正下方的一侧设置有所述主动压缩板部件另一侧设置有所述被动压缩板部件，在压缩室入

料口正下方的压缩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压缩室滤水板，所述主动压缩板部件包括主动压

缩板、螺纹轴、内螺纹块和压缩驱动电机；所述主动压缩板竖直设置在压缩室内，在主动压

缩板的背部连接有横置的所述螺纹轴，所述螺纹轴上设置有外螺纹，所述内螺纹块固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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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室的外侧壁上，且在其内部设置有与螺纹轴的外螺纹相匹配的内螺纹，所述压缩驱动

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与所述螺纹轴的一端连接并驱动所述螺纹轴转动，所述螺纹轴的

另一端设置有凸起，在主动压缩板的背部设置有压缩板凹槽，螺纹轴的凸起容置在压缩板

凹槽内并能在压缩板凹槽内转动，所述被动压缩板部件包括被动压缩板、被动压缩杆、弹簧

和弹簧容置腔，所述被动压缩板竖直设置在压缩室内，被动压缩杆固接在被动压缩板的背

部，在被动压缩杆上套设有弹簧，在弹簧外部设置有所述弹簧容置腔，所述弹簧容置腔设置

在压缩室的外侧壁上，所述弹簧容置腔为盲孔结构设置，盲孔内容置所述弹簧（如图1所

示），在靠近所述弹簧容置腔一侧的压缩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固态物料出口；所述静置腔

顶端为静置入口，底端设置所述静置滤水板，在静置腔的侧壁的底端设置所述静置侧出料

口，所述静置入口与所述固态物料出口连通，所述静置腔出水管的顶端与所述静置滤水板

连通；所述烘干物料传送带左端与所述静置侧出料口连通，右端与所述烘干室连通，所述烘

干室通过加热的方式对进入的物料实现烘干操作。

[0033] 在被动压缩杆上设置有限位凸起，所述限位凸起与弹簧头部进行卡接设置。

[0034] 所述烘干室内设置有电阻加热丝构成的多层加热网。

[0035] 所述螺纹轴和所述被动压缩杆均横向贯穿所述压缩室的内外。

[0036] 所述油水分离装置包括油水分离室、出油管和储油箱；所述油水分离室包括油水

分离室入口、出油口、补充料入口、移动闸门、传感器和释水口；所述油水分离室入口设置在

油水分离室的顶部并与所述压缩室滤水板连通且用于承接压缩室滤水板的滤下物，所述出

油口设置在油水分离室的侧壁上，在出油口的内侧设置有可以上下移动的所述移动闸门，

在移动闸门的内侧设置有2个传感器，所述传感器用于识别液体是否为油，所述补充料入口

与所述静置腔出水管的出口连通，在油水分离室的底壁上设置有所述释水口；所述出油管

一端与所述出油口连通，另一端与所述储油箱连通。

[0037] 所述传感器为油分传感器，包括在上部设置的上部传感器和在下部设置的下部传

感器，当上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为油而下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不是油（为水），则不移动所述移

动闸门，当下部传感器识别液体也为油，则向下移动所述移动闸门，当上部传感器识别液体

也不是油（为水），则向上移动所述移动闸门。

[0038] 所述水处理装置包括过滤吸附室和消毒室，所述过滤吸附室包括过滤吸附室入

口、过滤吸附室外壳、过滤筒壁、沉淀槽、棉布轴部件、喷气腔、喷气口、喷气管、风机和处理

水出口。

[0039] 所述消毒室包括消毒室入口、消毒室出口和紫外线消毒器；所述过滤吸附室入口

设置在过滤吸附室外壳的顶壁上，在过滤吸附室入口正下方设置有倒置漏斗形的过滤筒

壁，所述过滤筒壁为密布通孔的筒壁，在过滤筒壁的下端设置有所述沉淀槽，在过滤筒壁外

部的过滤吸附室外壳的内底壁上设置有所述喷气腔，所述喷气腔的上部设置有多个向上喷

气的所述喷气口，所述喷气腔的底部中央连通有所述喷气管，在所述喷气管上设置有所述

风机，在喷气腔上部的过滤吸附室外壳的内部横置有所述棉布轴部件，所述棉布轴部件包

括棉布轴以及缠绕在棉布轴外部的棉布层，在喷气腔和棉布轴部件之间的过滤吸附室外壳

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处理水出口，所述处理水出口和所述消毒室入口通过管道连通，在消

毒室内设置有所述紫外线消毒器，所述消毒室出水口设置在消毒室的底壁上。

[0040] 所述喷气管一端与所述喷气腔底部中央连通，另一端的高度设置为高于所述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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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室的顶壁的高度。

[0041] 如图1所示，所述过滤吸附室外壳为中空长方体结构，而由于过滤筒壁是筒形的，

因此在过滤筒壁外部的区域是连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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