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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厨余垃圾回收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本发

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厨余垃圾再利

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

剂制备设备，包括机架，底座，粉碎机构，加热机

构和催化剂生成机构；机架的右侧设置有底座；

机架一侧的上部设置有粉碎机构；机架另一侧设

置有催化剂生成机构；达到了代替人工对大颗粒

物体进行粉碎，从而保护使用者的身体健康，同

时在进行粉碎时能够对其粒径进行控制，并且在

破碎过程中使其进行充分混合，对其进行加温

时，能够使全部的混合物充分的加温，从而使混

合物生成催化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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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包括机架(1)和底座(2)；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粉碎机构(3)，加热机构(4)和催化剂生成机构(5)；机架(1)的右侧设置有底座(2)；机架

(1)一侧的上部设置有粉碎机构(3)；机架(1)另一侧设置有催化剂生成机构(5)；底座(2)上

端固接于加热机构(4)，并且加热机构(4)上部固接于粉碎机构(3)；加热机构(4)下部固接

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其特征在于，粉碎机构

(3)包括粉碎舱(301)，第一传动轮(302)，粉碎刀(303)和出料口(304)；粉碎舱(301)上端中

部转动连接于第一传动轮(302)；粉碎舱(301)内设置有粉碎刀(303)，并且粉碎刀(303)上

端中部转动连接于第一传动轮(302)；粉碎舱(301)下端中部固接于出料口(304)；粉碎舱

(301)下端固接于机架(1)；第一传动轮(302)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

出料口(304)固接于加热机构(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其特征在于，加热机构

(4)包括第一锥齿轮(401)，蜗杆(402)，传动块(403)，搅拌支杆(404)，搅拌器(405)，加热缸

(406)和加热丝(407)；第一锥齿轮(401)轴心转动连接于蜗杆(402)的一端；蜗杆(402)的另

一端转动连接于传动块(403)的一端；蜗杆(402)转动连接于加热缸(406)；传动块(403)的

另一端转动连接于搅拌支杆(404)；搅拌支杆(404)下端传动连接于搅拌器(405)；加热缸

(406)下端设置有加热丝(407)；第一锥齿轮(401)外表面传动连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

加热缸(406)下端固接于底座(2)；加热缸(406)上部固接于粉碎机构(3)；加热缸(406)下部

固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其特征在于，催化剂生

成机构(5)包括电机(501)，第二传动轮(502)，第二锥齿轮(503)，第三锥齿轮(504)，第四锥

齿轮(505)，第一齿轮(506)，球磨滚筒(507)，开关阀门(508)，滚轮(509)和管道(5010)；电

机(501)输出轴转动连接于第二传动轮(502)；第二传动轮(502)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

第二锥齿轮(503)；第二锥齿轮(503)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第三锥齿轮(504)；第三锥齿

轮(504)外表面下端啮合于第四锥齿轮(505)；第四锥齿轮(505)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

第二齿轮(5011)；第二齿轮(5011)外表面上端啮合于第一齿轮(506)；第一齿轮(506)中部

转动连接于球磨滚筒(507)；球磨滚筒(507)外表面下端传动连接于滚轮(509)；球磨滚筒

(507)中部固接于管道(5010)的一端；管道(5010)上设置有开关阀门(508)；电机(501)固接

于机架(1)；第二传动轮(502)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于粉碎机构(3)；第二锥齿轮(503)外表

面下端传动连接于加热机构(4)；滚轮(509)下端固接于机架(1)；管道(5010)的另一端固接

于加热机构(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其特征在于，粉碎舱

(301)上设置有混合物入料口。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其特征在于，加热缸

(406)上端设置有还原剂入料口。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其特征在于，滚轮

(509)设置有四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其特征在于，球磨滚筒

(507)上设置有催化剂出口。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076853 A

2



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厨余垃圾回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厨余垃圾是指居民日常生活及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垃

圾，包括丢弃不用的菜叶、剩菜、剩饭、果皮、蛋壳、茶渣、骨头等，其主要来源为家庭厨房、餐

厅、饭店、食堂、市场及其他与食品加工有关的行业。

[0003] 由于厨余垃圾直接丢弃会浪费不必要的资源，但是回收厨余垃圾时会用到催化

剂，通过人工制造时，需要将氧化铝、二氧化钛，二氧化硅，氧化锌，水和黏土等物质进行混

合，在混合前需要将大颗粒物体进行粉碎，使其粒径大小均等，但是氧化铝和二氧化硅这两

种物质对人体身体有害，在人工对其进行粉碎混合时会对人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因此需

要一种装置代替人工对其进行加工，但是现有技术在对其进行粉碎时不能够粉碎的粒径均

等，从而使其不能充分混合，同时在对混合物进行加温时不能够全面的对其进行加温。

[0004] 综上，需要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来解决以上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厨余垃圾直接丢弃会浪费不必要的资源，但是回收厨余垃圾时会

用到催化剂，通过人工制造时，需要将氧化铝、二氧化钛，二氧化硅，氧化锌，水和黏土等物

质进行混合，在混合前需要将大颗粒物体进行粉碎，使其粒径大小均等，但是氧化铝和二氧

化硅这两种物质对人体身体有害，在人工对其进行粉碎混合时会对人体造成不必要的伤

害，因此需要一种装置代替人工对其进行加工，但是现有技术在对其进行粉碎时不能够粉

碎的粒径均等，从而使其不能充分混合，同时在对混合物进行加温时不能够全面的对其进

行加温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

[0006] 技术方案：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

备，包括机架，底座，粉碎机构，加热机构和催化剂生成机构；机架的右侧设置有底座；机架

一侧的上部设置有粉碎机构；机架另一侧设置有催化剂生成机构；底座上端固接于加热机

构，并且加热机构上部固接于粉碎机构；加热机构下部固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

[0008] 进一步的，粉碎机构包括粉碎舱，第一传动轮，粉碎刀和出料口；粉碎舱上端中部

转动连接于第一传动轮；粉碎舱内设置有粉碎刀，并且粉碎刀上端中部转动连接于第一传

动轮；粉碎舱下端中部固接于出料口；粉碎舱下端固接于机架；第一传动轮通过传动带传动

连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出料口固接于加热机构。

[0009] 进一步的，加热机构包括第一锥齿轮，蜗杆，传动块，搅拌支杆，搅拌器，加热缸和

加热丝；第一锥齿轮轴心转动连接于蜗杆的一端；蜗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于传动块的一端；

蜗杆转动连接于加热缸；传动块的另一端转动连接于搅拌支杆；搅拌支杆下端传动连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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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器；加热缸下端设置有加热丝；第一锥齿轮外表面传动连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加热缸

下端固接于底座；加热缸上部固接于粉碎机构；加热缸下部固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

[0010] 进一步的，催化剂生成机构包括电机，第二传动轮，第二锥齿轮，第三锥齿轮，第四

锥齿轮，第一齿轮，球磨滚筒，开关阀门，滚轮和管道；电机输出轴转动连接于第二传动轮；

第二传动轮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第二锥齿轮；第二锥齿轮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第

三锥齿轮；第三锥齿轮外表面下端啮合于第四锥齿轮；第四锥齿轮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

于第二齿轮；第二齿轮外表面上端啮合于第一齿轮；第一齿轮中部转动连接于球磨滚筒；球

磨滚筒外表面下端传动连接于滚轮；球磨滚筒中部固接于管道的一端；管道上设置有开关

阀门；电机固接于机架；第二传动轮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于粉碎机构；第二锥齿轮外表面下

端传动连接于加热机构；滚轮下端固接于机架；管道的另一端固接于加热机构。

[0011] 进一步的，粉碎舱上设置有混合物入料口。

[0012] 进一步的，加热缸上端设置有还原剂入料口。

[0013] 进一步的，滚轮设置有四组。

[0014] 进一步的，球磨滚筒上设置有催化剂出口。

[0015] 有益效果：

[0016] 为解决厨余垃圾直接丢弃会浪费不必要的资源，但是回收厨余垃圾时会用到催化

剂，通过人工制造时，需要将氧化铝、二氧化钛，二氧化硅，氧化锌，水和黏土等物质进行混

合，在混合前需要将大颗粒物体进行粉碎，使其粒径大小均等，但是氧化铝和二氧化硅这两

种物质对人体身体有害，在人工对其进行粉碎混合时会对人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因此需

要一种装置代替人工对其进行加工，但是现有技术在对其进行粉碎时不能够粉碎的粒径均

等，从而使其不能充分混合，同时在对混合物进行加温时不能够全面的对其进行加温的问

题，设计了粉碎机构、加热机构和催化剂生成机构，在使用时先通过粉碎机构将氧化铝、二

氧化钛，二氧化硅，氧化锌，水和黏土等物质进行粉碎使其进行充分的混合，然后通过加热

机构对混合液进行加热，随之传送到催化剂生成机构内，对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形成

粒径均进行打磨，从而生成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该装置能够代替人工对大颗粒物体

进行粉碎，从而保护使用者的身体健康，同时在进行粉碎时能够对其粒径进行控制，并且在

破碎过程中使其进行充分混合，对其进行加温时，能够使全部的混合物充分的加温，从而使

混合物生成催化剂，从而达到了代替人工对大颗粒物体进行粉碎，从而保护使用者的身体

健康，同时在进行粉碎时能够对其粒径进行控制，并且在破碎过程中使其进行充分混合，对

其进行加温时，能够使全部的混合物充分的加温，从而使混合物生成催化剂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粉碎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加热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催化剂生成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中的标记为：1-机架，2-底座，3-粉碎机构，4-加热机构，5-催化剂生成机构，

301-粉碎舱，302-第一传动轮，303-粉碎刀，304-出料口，401-第一锥齿轮，402-蜗杆，403-

传动块，404-搅拌支杆，405-搅拌器，406-加热缸，407-加热丝，501-电机，502-第二传动轮，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2076853 A

4



503-第二锥齿轮，504-第三锥齿轮，505-第四锥齿轮，506-第一齿轮，507-球磨滚筒，508-开

关阀门，509-滚轮，5010-管道，5011-第二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制备设备，如图1-4所示，包括机架1，底座2，粉碎机

构3，加热机构4和催化剂生成机构5；机架1的右侧设置有底座2；机架1一侧的上部设置有粉

碎机构3；机架1另一侧设置有催化剂生成机构5；底座2上端固接于加热机构4，并且加热机

构4上部固接于粉碎机构3；加热机构4下部固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

[0025] 粉碎机构3包括粉碎舱301，第一传动轮302，粉碎刀303和出料口304；粉碎舱301上

端中部转动连接于第一传动轮302；粉碎舱301内设置有粉碎刀303，并且粉碎刀303上端中

部转动连接于第一传动轮302；粉碎舱301下端中部固接于出料口304；粉碎舱301下端固接

于机架1；第一传动轮302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出料口304固接于加热

机构4。

[0026] 加热机构4包括第一锥齿轮401，蜗杆402，传动块403，搅拌支杆404，搅拌器405，加

热缸406和加热丝407；第一锥齿轮401轴心转动连接于蜗杆402的一端；蜗杆402的另一端转

动连接于传动块403的一端；蜗杆402转动连接于加热缸406；传动块403的另一端转动连接

于搅拌支杆404；搅拌支杆404下端传动连接于搅拌器405；加热缸406下端设置有加热丝

407；第一锥齿轮401外表面传动连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加热缸406下端固接于底座2；加

热缸406上部固接于粉碎机构3；加热缸406下部固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

[0027] 催化剂生成机构5包括电机501，第二传动轮502，第二锥齿轮503，第三锥齿轮504，

第四锥齿轮505，第一齿轮506，球磨滚筒507，开关阀门508，滚轮509和管道5010；电机501输

出轴转动连接于第二传动轮502；第二传动轮502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第二锥齿轮503；

第二锥齿轮503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第三锥齿轮504；第三锥齿轮504外表面下端啮合

于第四锥齿轮505；第四锥齿轮505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第二齿轮5011；第二齿轮5011

外表面上端啮合于第一齿轮506；第一齿轮506中部转动连接于球磨滚筒507；球磨滚筒507

外表面下端传动连接于滚轮509；球磨滚筒507中部固接于管道5010的一端；管道5010上设

置有开关阀门508；电机501固接于机架1；第二传动轮502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于粉碎机构

3；第二锥齿轮503外表面下端传动连接于加热机构4；滚轮509下端固接于机架1；管道5010

的另一端固接于加热机构4。

[0028] 粉碎舱301上设置有混合物入料口。

[0029] 加热缸406上端设置有还原剂入料口。

[0030] 滚轮509设置有四组。

[0031] 球磨滚筒507上设置有催化剂出口。

[0032] 工作原理：该装置在进行使用时，先将该装置放在使用的地方，然后外接控制屏，

随之接通电源，之后将氧化铝、二氧化钛，二氧化硅，氧化锌，水和黏土等物质放入粉碎机构

3内，对其进行粉碎使其进行充分的混合，然后将混合物传送到加热机构4内，此时将还原剂

加入到加热机构4内，然后通过加热机构4对混合液进行加热，随之传送到催化剂生成机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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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对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形成粒径均进行打磨，从而生成厨余垃圾再利用的催化剂，

该装置能够代替人工对大颗粒物体进行粉碎，从而保护使用者的身体健康，同时在进行粉

碎时能够对其粒径进行控制，并且在破碎过程中使其进行充分混合，对其进行加温时，能够

使全部的混合物充分的加温，从而使混合物生成催化剂。

[0033] 粉碎机构3包括粉碎舱301，第一传动轮302，粉碎刀303和出料口304；粉碎舱301上

端中部转动连接于第一传动轮302；粉碎舱301内设置有粉碎刀303，并且粉碎刀303上端中

部转动连接于第一传动轮302；粉碎舱301下端中部固接于出料口304；粉碎舱301下端固接

于机架1；第一传动轮302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出料口304固接于加热

机构4。

[0034] 当将氧化铝、二氧化钛，二氧化硅，氧化锌，水和黏土等物质通过粉碎舱301上的混

合物入料口放入粉碎舱301时，将粉碎舱301上的混合物入料口塞紧，使其内部封闭，然后通

过催化剂生成机构5带动第一传动轮302开始转动，从而带动粉碎刀303进行转动，通过转动

的粉碎刀303对大颗粒物体进行切割，并且使其充分的混合，此时混合物落入粉碎舱301出

料口304内，之后通过出料口304输送到加热机构4内，该装置能够代替人工对大颗粒物体进

行粉碎，从而保护使用者的身体健康，同时在进行粉碎时能够对其粒径进行控制，并且在破

碎过程中使其进行充分混合。

[0035] 加热机构4包括第一锥齿轮401，蜗杆402，传动块403，搅拌支杆404，搅拌器405，加

热缸406和加热丝407；第一锥齿轮401轴心转动连接于蜗杆402的一端；蜗杆402的另一端转

动连接于传动块403的一端；蜗杆402转动连接于加热缸406；传动块403的另一端转动连接

于搅拌支杆404；搅拌支杆404下端传动连接于搅拌器405；加热缸406下端设置有加热丝

407；第一锥齿轮401外表面传动连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加热缸406下端固接于底座2；加

热缸406上部固接于粉碎机构3；加热缸406下部固接于催化剂生成机构5。

[0036] 当粉碎机构3将氧化铝、二氧化钛，二氧化硅，氧化锌，水和黏土等混合物质通过粉

碎舱301上的混合物粉碎混合落到出料口304内时，通过催化剂生成机构5带动第一锥齿轮

401开始转动，从而带动蜗杆402进行转动，然后通过转动的蜗杆402将混合物输送到加热缸

406内，然后将还原剂通过加热缸406上端的还原剂入料口加入到加热缸406内，从而将原剂

入料口通过塞子关闭，此时通过转动的蜗杆402带动传动块403进行转动，从而通过搅拌支

杆404带动搅拌器405开始运转，通过搅拌器405使混合物和还原剂充分反应，从而提高工作

效率，此时通过控制屏给加热丝407通电，使加热丝407对加热缸406进行加温，从而对混合

物进行加热，然后将开关阀门508打开是，使混合液流入催化剂生成机构5内，该机构能够使

全部的混合物充分的加温，并且提高加温的速度，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0037] 催化剂生成机构5包括电机501，第二传动轮502，第二锥齿轮503，第三锥齿轮504，

第四锥齿轮505，第一齿轮506，球磨滚筒507，开关阀门508，滚轮509和管道5010；电机501输

出轴转动连接于第二传动轮502；第二传动轮502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第二锥齿轮503；

第二锥齿轮503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第三锥齿轮504；第三锥齿轮504外表面下端啮合

于第四锥齿轮505；第四锥齿轮505轴心通过圆杆转动连接于第二齿轮5011；第二齿轮5011

外表面上端啮合于第一齿轮506；第一齿轮506中部转动连接于球磨滚筒507；球磨滚筒507

外表面下端传动连接于滚轮509；球磨滚筒507中部固接于管道5010的一端；管道5010上设

置有开关阀门508；电机501固接于机架1；第二传动轮502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于粉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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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锥齿轮503外表面下端传动连接于加热机构4；滚轮509下端固接于机架1；管道5010

的另一端固接于加热机构4。

[0038] 当加热机构4对混合物，进行还原加热之后，打开开关阀门508，然后使混合液通过

管道5010流入到球磨滚筒507内，此时通过控制屏启动电机501带动第二传动轮502开始转

动，然后转动的第二传动轮502带动粉碎机构3开始运转，同时转动的第二传动轮502带动第

二锥齿轮503开始转动，然后转动的第二锥齿轮503带动加热机构4进行运转，同时转动的第

二锥齿轮503带动第三锥齿轮504开始转动，然后转动的第三锥齿轮504带动与之啮合的第

四锥齿轮505进行转动，此时转动的第四锥齿轮505带动与之啮合的第一齿轮506开始转动，

从而带动球磨滚筒507进行转动，然后通过滚轮509配合球磨滚筒507进行滚动，从而对加热

后的混合物进行抛磨，从而使催化剂生成。

[0039] 粉碎舱301上设置有混合物入料口，通过混合物入料口可以将混合物放入粉碎舱

301内。

[0040] 加热缸406上端设置有还原剂入料口，通过还原剂入料口能够将还原剂放入加热

缸406内。

[0041] 滚轮509设置有四组，通过四组滚轮509相互配合使球磨滚筒507进行滚动。

[0042] 球磨滚筒507上设置有催化剂出口，当该机构加工完成之后，能够将还原剂通过催

化剂出口流出该装置。

[004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改进及替代，这些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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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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