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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餐余垃圾综合处理

设备，其包括机架和安装在该机架上的反应釜、

集气仓、除臭器和油水分离器；集气仓连通釜体

的内腔，用于收集釜体内气体；在集气仓上设置

有第一排气管；在釜体上还开设有出料口，在该

出料口上安装有出料门；第一排气管经一风机连

通除臭器，该风机用于将集气仓内的气体送入到

除臭器内；油水分离器安装在反应釜的下方，在

釜体上设置有釜体排水管，釜体排水管连通油水

分离器，油水分离内设置有捞油装置，用于将油

水分离器内的油捞出；在机架的一侧固定安装有

上料架，该上料架用于将垃圾运输到反应釜内。

本申请能够对餐余垃圾进行发酵、分解、分类，提

高了餐余垃圾的附加值，减少了餐余垃圾对环境

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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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和安装在该机架上的反应釜、集

气仓、除臭器和油水分离器；

该反应釜包括釜体和釜盖，在该釜体的顶部设置有进料口，该釜盖可开闭地盖合在该

进料口上，集气仓设置在釜体的顶部，该集气仓连通釜体的内腔，用于收集釜体内气体；在

该集气仓上设置有第一排气管；在釜体上还开设有出料口，在该出料口上安装有出料门；

该第一排气管经一风机连通除臭器，该风机用于将集气仓内的气体送入到除臭器内，

该风机固定安装在机架上；

油水分离器安装在反应釜的下方，在釜体上设置有釜体排水管，该釜体排水管连通油

水分离器，该油水分离内设置有捞油装置，该捞油装置用于将油水分离器内的污水中的油

捞出；

在机架的一侧固定安装有上料架，该上料架用于将垃圾运输到反应釜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反应釜的釜体呈卧

式，该釜体包括一沿水平方向延伸的槽体和密封安装在该槽体两端的第一端板和第二端

板；在反应釜内设置有一搅拌桨，该搅拌桨的搅拌轴转动地安装在第一端板和第二端板上，

该搅拌轴的一端伸出第一端板后形成为驱动端，在机架上安装有一搅拌电机，该搅拌电机

的输出轴连接上述驱动端，以驱动搅拌轴转动；

在该第二端板上开设有一排水孔和一水斗，该排水孔连通该水斗的内腔，釜体排水管

连接在该水斗的下部；在该釜体的外侧安装有一排水孔开闭装置，该排水孔开闭装置包括

一第一电动推杆、一连接板和一开关板，该开关板呈板状并设置在水斗内，该第一电动推杆

固定安装在槽体的外侧面上，该开关板经该连接板连接到第一电动推杆的推杆上，在该第

一电动推杆的驱动下，该开关板能够对排水孔封闭或打开。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在釜体的内腔中安装有

过滤组件，该过滤组件包括贴合在一起的网孔板和耐磨孔板；该网孔板包括呈板状的第一

本体，在该第一本体上开设有过滤孔，该过滤孔贯穿该第一本体的厚度方向的两侧，在该第

一本体的中心部开设有第一安装孔；该耐磨孔板包括呈板状的第二本体，在该第二本体上

开设有至少两个过水孔，该过水孔贯穿该第二本体的厚度方向的两侧，在该第二本体上的

中心部开设有第二安装孔；该第一安装孔和第二安装共同形成为过滤安装孔，该过滤组件

经该过滤安装孔固定安装在搅拌桨的搅拌轴上，耐磨孔板贴合在第二端板的内侧面，该过

滤孔板贴合在该耐磨孔板的背离第二端板的一侧，每一过水孔至少连通一过滤孔；该至少

两个过水孔呈环状布置在第二安装孔的周围，该过滤组件能够随搅拌轴进行转动，在该过

滤组件随搅拌轴进行转动时，该至少两个过水孔能够依次连通该排水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

该上料架为导轨链条式提升机，在上料架的顶部安装有位置限制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

该集气仓包括固定连接在釜体的顶部的底板和固定在底板上的顶板，在该顶板与底板

之间形成一集气腔，该底板上开设有连通釜体内腔和集气腔的集气孔，该底板的一侧向外

超出釜体后形成为排出部，在该排出部上开设有排液孔和所述第一排气管，该第一排气管

的顶部高于排液孔的顶部，该第一排气管和排液孔均向下贯穿排出部的底面，该排液孔连

通油水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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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

该除臭器包括顶部相互连通的水洗箱和吸附箱，在吸附箱内装填有活性炭，在吸附箱

的底部设有净气排口；在水洗箱的底部设置有洗涤进水管，在水洗箱的侧壁上设置有洗涤

排水管，在水洗箱的内腔的底部设置有废气管，该废气管连通风机的出口。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在吸附箱内设置有紫外

线灯，该紫外线灯位于活性炭的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该油水分离器包括储液

仓和设置在该储液仓顶部的捞油盒；

在该捞油盒内设置有捞油装置，该捞油装置包括转动地安装在该捞油盒内的捞油盘，

该捞油盘沿竖直方向安装，在该捞油盘的一侧设置有刮油板，该刮油板用于将粘附在捞油

盘上的废油挂下来，在捞油盒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捞油盘转动的刮油电机，该刮油电机的输

出轴连接捞油盘的转轴；在捞油盒上安装有一排油管，该排油管承接刮油板上的废油并将

该废油排出。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

在捞油盒上安装有暖风机，该暖风机的出风吹向刮油板；在储液仓内安装有加热器。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

该釜盖一侧形成为安装侧，在该安装侧安装有启闭杆，该启闭杆朝背离釜盖的方向延

伸，该安装侧经铰接轴转动地安装在釜体上，在机架上安装有第二电动推杆，该第二电动推

杆的推杆连接到该启闭杆上，该第二电动推杆用于将釜盖开启或闭合在釜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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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专利属于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具体涉及一种发酵分解的方法处理

餐余垃圾的装置，属于环保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

的垃圾产量也在快速增长。大型城市每天产出生活垃圾量在4000t以上，其中餐余垃圾占了

其中50％，作为我国废弃物处理领域的一个重点，如何将这些有机物含量丰富、水含量高、

易腐烂的餐余垃圾进行有效地处理一直是行业内的焦点。

[0003] 近年来，在餐饮业迅猛发展带动下，餐厨垃圾产量迅速攀升，全国餐厨垃圾产量从

2010  年的7828万吨到2018年的10800万吨，2018年全国餐厨垃圾处理的投资规模已达

34.34亿元，随着各个环节完善健全，市场空间将进一步加大，经过餐余垃圾处理产生的最

终产品包括饲料、生物柴油、肥料等。目前，我国餐余垃圾最终处理产品规模化程度不高，产

量较少，应用有限，发展潜力大。对于餐余垃圾的利用率无果仍不高，目前全国产量仅100万

吨，占柴油总量不足1％，美国已有多个州使用生物质柴油，年产量超过300万吨，法国巴西

等国家要求柴油必须混用5％的生物柴油，随着未来市场的释放，我国的生物柴油也将迎来

迅猛发展。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有效处理餐余垃圾，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采用综合处理餐余垃圾

的方法，对餐余垃圾进行发酵、分解、分类。提高了餐余垃圾的附加值，减少了餐余垃圾对环

境的污染。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包括机架和安装在该机架上的反应釜、集气仓、除

臭器和油水分离器；

[0006] 该反应釜包括釜体和釜盖，在该釜体的顶部设置有进料口，该釜盖可开闭地盖合

在该进料口上，集气仓设置在釜体的顶部，该集气仓连通釜体的内腔，用于收集釜体内气

体；在该集气仓上设置有第一排气管；在釜体上还开设有出料口，在该出料口上安装有出料

门；

[0007] 该第一排气管经一风机连通除臭器，该风机用于将集气仓内的气体送入到除臭器

内，该风机固定安装在机架上；

[0008] 油水分离器安装在反应釜的下方，在釜体上设置有釜体排水管，该釜体排水管连

通油水分离器，该油水分离内设置有捞油装置，该捞油装置用于将油水分离器内的污水中

的油捞出；

[0009] 在机架的一侧固定安装有上料架，该上料架用于将垃圾运输到反应釜内。优选地，

该上料架为导轨链条式提升机，在上料架的顶部安装有位置限制器。

[0010] 利用本申请，利用反应釜使餐余垃圾在生物菌的作用下发生腐烂、分解，餐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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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油分高水分从餐渣中分离出来，反应中产生的异味气体通过除臭器进行异味气体的处

理，防止异味气体直接排放到大气中。从反应釜排出的液体通过油水分离器进行油水分离。

本申请中，设备结构紧凑、简单，占地面积小，实用性强、有效利用率高、环保效果显著。

[0011] 具体地，该反应釜的釜体呈卧式，该釜体包括一沿水平方向延伸的槽体和密封安

装在该槽体两端的第一端板和第二端板；在反应釜内设置有一搅拌桨，该搅拌桨的搅拌轴

转动地安装在第一端板和第二端板上，该搅拌轴的一端伸出第一端板后形成为驱动端，在

机架上安装有一搅拌电机，该搅拌电机的输出轴连接上述驱动端，以驱动搅拌轴转动；

[0012] 在该第二端板上开设有一排水孔和一水斗，该排水孔连通该水斗的内腔，釜体排

水管连接在该水斗的下部；在该釜体的外侧安装有一排水孔开闭装置，该排水孔开闭装置

包括一第一电动推杆、一连接板和一开关板，该开关板呈板状并设置在水斗内，该第一电动

推杆固定安装在槽体的外侧面上，该开关板经该连接板连接到第一电动推杆的推杆上，在

该第一电动推杆的驱动下，该开关板能够对排水孔封闭或打开。

[0013] 利用排水孔开闭装置，可以保证排水孔的畅通性，避免采用其它常规阀门时，排水

中的异物对阀门造成堵塞的问题，由于开关板呈板状，可有效地避免堵塞现象。

[0014] 进一步，在釜体的内腔中安装有过滤组件，该过滤组件包括贴合在一起的网孔板

和耐磨孔板；该网孔板包括呈板状的第一本体，在该第一本体上开设有过滤孔，该过滤孔贯

穿该第一本体的厚度方向的两侧，在该第一本体的中心部开设有第一安装孔；该耐磨孔板

包括呈板状的第二本体，在该第二本体上开设有至少两个过水孔，该过水孔贯穿该第二本

体的厚度方向的两侧，在该第二本体上的中心部开设有第二安装孔；该第一安装孔和第二

安装共同形成为过滤安装孔，该过滤组件经该过滤安装孔固定安装在搅拌桨的搅拌轴上，

耐磨孔板贴合在第二端板的内侧面，该过滤孔板贴合在该耐磨孔板的背离第二端板的一

侧，每一过水孔至少连通一过滤孔；该至少两个过水孔呈环状布置在第二安装孔的周围，该

过滤组件能够随搅拌轴进行转动，在该过滤组件随搅拌轴进行转动时，该至少两个过水孔

能够依次连通该排水孔。该耐磨孔板采用聚四氟乙烯材料制作。

[0015] 反应釜内的液体通过网孔板过滤进入耐磨孔板的过水孔，由于第二端板的阻隔，

过水孔会形成一个小的储水腔，当过水孔转动到与排水孔连通时，储水腔内的液体从排水

孔排出。由于耐磨孔板与第二端板之间的摩擦，避免了由于固体废物在排水孔处的堆积，而

造成的排水孔堵塞。利用过水孔所形成的储水腔，还可以解决出水不均匀的问题。

[0016] 进一步，该集气仓包括固定连接在釜体的顶部的底板和固定在底板上的顶板，在

该顶板与底板之间形成一集气腔，该底板上开设有连通釜体内腔和集气腔的集气孔，该底

板的一侧向外超出釜体后形成为排出部，在该排出部上开设有排液孔和所述第一排气管，

该第一排气管的顶部高于排液孔的顶部，该第一排气管和排液孔均向下贯穿排出部的底

面，该排液孔连通油水分离器。

[0017] 该集气腔的底板直接固定在釜体的顶部，成为釜体顶盖的一部分，减少了设备的

整个体积。同时将第一排气管和排液管均向下排出，使集气仓的液体和气体均能顺利地排

出，避免了在集气仓内产生积液。

[0018] 进一步，为保证对废气的处理效果，该除臭器包括顶部相互连通的水洗箱和吸附

箱，在吸附箱内装填有活性炭，在吸附箱的底部设有净气排口；在水洗箱的底部设置有洗涤

进水管，在水洗箱的侧壁上设置有洗涤排水管，在水洗箱的内腔的底部设置有废气管，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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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连通风机的出口。

[0019] 为提高对废气的处理效果，在吸附箱内设置有紫外线灯，该紫外线灯位于活性炭

的上方。

[0020] 进一步于，该油水分离器包括储液仓和设置在该储液仓顶部的捞油盒；在该捞油

盒内设置有捞油装置，该捞油装置包括转动地安装在该捞油盒内的捞油盘，该捞油盘沿竖

直方向安装，在该捞油盘的一侧设置有刮油板，该刮油板用于将粘附在捞油盘上的废油挂

下来，在捞油盒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捞油盘转动的刮油电机，该刮油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捞油

盘的转轴；在捞油盒上安装有一排油管，该排油管承接刮油板上的废油并将该废油排出。

[0021] 为避免温度过低时，废油粘结在捞油盘及其他设备上不易流动，影响捞油效果，在

捞油盒上安装有暖风机，该暖风机的出风吹向刮油板；在储液仓内安装有加热器。加热器的

设置也可进一步保证储液仓内污水中的废油能够处于液体状态，避免凝固结块。

[0022] 为方便对釜盖的开启和闭合，该釜盖一侧形成为安装侧，在该安装侧安装有启闭

杆，该启闭杆朝背离釜盖的方向延伸，该安装侧经铰接轴转动地安装在釜体上，在机架上安

装有第二电动推杆，该第二电动推杆的推杆连接到该启闭杆上，该第二电动推杆用于将釜

盖开启或闭合在釜体上。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图1中的A向视图。

[0025] 图3是图2的俯视图。

[0026] 图4是反应釜的结构示意图，其中拆除了釜盖。

[0027] 图5是图4中的B向视图。

[0028] 图6是图4中的C向视图。

[0029] 图7是图6的俯视图。

[0030] 图8是图6的左视图。

[0031] 图9是排水孔开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0是图9中的D向视图。

[0033] 图11是图10俯视图。

[0034] 图12是图10右视图。

[0035] 图13是过滤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4是过滤组件的径向视图。

[0037] 图15是网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16是耐磨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17是除臭器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18是图17拆除顶盖后的示意图。

[0041] 图19是图17中E向视图，并拆除了部分侧板，以显示内部结构。

[0042] 图20是图19的俯视图。

[0043] 图21是图19的左视图。

[0044] 图22是油水分离器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211587920 U

6



[0045] 图23是油水分离器的俯视图。

[0046] 图24是图23中H-H向的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参阅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的描述。

[0048] 请参阅图1-图3，一种餐余垃圾综合处理设备，其包括机架1和安装在该机架上的

反应釜2、集气仓5、除臭器4和油水分离器3。

[0049] 请同时参阅图4-图8，该反应釜包括釜体21和可开闭地盖合在该釜体上的釜盖27，

集气仓5设置在釜体的顶部，该集气仓连通釜体的内腔，用于收集釜体内气体。

[0050] 在本实施例中，该反应釜的釜体21呈卧式，该釜体包括一沿水平方向延伸的槽体

211和密封安装在该槽体211两端的第一端板212和第二端板213；在反应釜内设置有一搅拌

桨22，该搅拌桨22包括搅拌轴221和固定在该搅拌轴221上的搅拌叶222，该搅拌轴221通过

轴承转动地安装在第一端板212和第二端板213上，该搅拌轴的一端伸出第一端板后形成为

驱动端224，在该驱动端224上安装有一链轮223，在机架1上安装有一搅拌电机50，该搅拌电

机50的输出轴经链条29连接到驱动端224的链轮223上，以驱动搅拌轴转动。

[0051] 在槽体的一侧开设有出料口，在该出料口上安装有出料门28。在槽体的两侧均粘

结有硅胶加热片25，用于对反应釜的物料进行加热。

[0052] 在该第二端板213上开设有一排水孔和一水斗23，该排水孔连通该水斗的内腔，在

水斗  23的下方连接有釜体排水管231。

[0053] 在该槽体的外侧安装有一排水孔开闭装置24，请参阅图9-图12，该排水孔开闭装

置24  包括一第一电动推杆242、一连接板243和一开关板244。

[0054] 该开关板244呈板状并设置在水斗内，该第一电动推杆242固定安装在槽体的外侧

面上，该开关板244经该连接板243连接到第一电动推杆的推杆2422上，在该第一电动推杆

的驱动下，该开关板能够对排水孔封闭或打开。为便于安装，在本实施例中，在槽体的斜下

方安装有一电动杆支架241，第一电动推杆242固定在电动杆支架241上。

[0055] 在釜体的内腔中安装有过滤组件80，请参阅图13-图16，该过滤组件包括贴合在一

起的网孔板81和耐磨孔板82；该网孔板81包括呈圆形板状的第一本体811，在该第一本体

811  上开设有过滤孔812，该过滤孔贯穿该第一本体的厚度方向的两侧，在该第一本体811

的中心部开设有第一安装孔813。

[0056] 该耐磨孔板82包括呈圆形板状的第二本体821，在该第二本体821上开设有若干个

过水孔822，该过水孔822贯穿该第二本体的厚度方向的两侧，在该第二本体上的中心部开

设有第二安装孔823。

[0057] 该第一安装孔和第二安装共同形成为过滤安装孔，该过滤组件经该过滤安装孔固

定安装在搅拌桨的搅拌轴上，耐磨孔板贴合在第二端板的内侧面，该过滤孔板贴合在该耐

磨孔板的背离第二端板的一侧，每一过水孔至少连通一过滤孔。若干个过水孔呈环状均匀

布置在第二安装孔的周围，该过滤组件能够随搅拌轴进行转动，在该过滤组件随搅拌轴进

行转动时，该若干个过水孔能够依次连通该排水孔。在本实施例中，耐磨孔板采用聚四氟乙

烯材料制作。

[0058] 请继续参阅图1和图3，釜体的顶部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区域用于直接安装集气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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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另一区域形成为反应釜的进料口20，釜盖27安装在该进料口上。为方便开启釜盖27，在釜

盖上安装有第二电动推杆62，利用第二电动推杆来对釜盖27进行启闭。釜盖27的一侧形成

为安装侧271，在该安装侧安装有启闭杆61，该启闭杆61朝背离釜盖的方向延伸，该安装侧

经铰接轴转动地安装在釜体上。第二电动推杆62安装在机架上，并位于启闭杆61的正下方，

第二电动推杆的推杆连接到该启闭杆61上，利用第二电动推杆将釜盖开启或闭合在釜体

上。

[0059] 为便于对反应釜进行清洗，在反应釜内安装有清洗水管26，在机架上安装有热水

器7和增压泵8，增压泵8将清洗水泵入到加热器7加热后，经管道71和清洗水管26后对反应

釜的内部进行清洗。

[0060] 在机架1的一侧固定安装有上料架，上料架为导轨链条式提升机，该上料架用于将

垃圾运输到反应釜内。该上料架包括固定安装在机架一侧的导轨11、固定在机架上的上料

电机12 以及安装在导轨上的提升架13，该导轨11沿上下方向延伸，该上料电机12通过链条

驱动提升架13沿导轨11上下移动，在导轨11的顶部安装有位置限制器131，该位置限制器用

于限制提升架的上升高度。导轨11与反应釜相邻设置，并紧邻反应釜的进料口20，垃圾桶

100  放置在提升架13上，上升提升架，将垃圾桶向上提升，并将垃圾桶内的垃圾倒入到反应

釜内。本申请中的上料架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导轨式链条提升装置，不再赘述。

[0061] 集气仓5包括固定连接在釜体的顶部的底板52和固定在底板上的顶板51，在该顶

板与底板之间形成一集气腔。该底板52上开设有连通釜体内腔和集气腔的集气孔53，该底

板的一侧向外超出釜体后形成为排出部521，在该排出部521上开设有第一排气管54和排液

孔55，该第一排气管54的顶部高于排液孔55的顶部，该第一排气管和排液孔均向下贯穿排

出部的底面，该第一排气管经风机6连通除臭器。该风机用于将集气仓内的气体送入到除臭

器内，该风机固定安装在机架上。该排液孔55连通油水分离器3。

[0062] 请参阅图17-图21，该除臭器6包括顶部相互连通的水洗箱44和吸附箱45，在本实

施例中，水洗箱44和吸附箱45由一箱体41用隔板43分割而成，在箱体的顶部安装有顶盖42。

该隔板的顶部低于箱体的顶部，在隔板与顶盖之间具有间隙，水洗箱44和吸附箱45经该间

隙连通。

[0063] 在吸附箱45内装填有活性炭，在吸附箱的底部设有净气排口453和吸附箱排污管

454。在吸附箱的一侧设置有活性炭出口451，在该活性炭出口上安装有侧门452，利用该活

性炭出口可以将吸附箱内的活性炭排出，以更换活性炭。

[0064] 在水洗箱44的底部设置有洗涤进水管441和水洗箱排污管442，在水洗箱的侧壁上

设置有洗涤排水管443，在水洗箱的内腔的底部设置有废气管444，该废气管444连通设置在

水洗箱的侧壁上的废气进口4441，该废气进口4441连通上述风机6的出口。

[0065] 在本实施例中，在吸附箱内设置有紫外线灯46，该紫外线灯位于活性炭的上方。

[0066] 该油水分离器3安装在反应釜的下方，请参阅图22-图24，该油水分离器3包括储液

仓  31和设置在该储液仓顶部的捞油盒32。在该捞油盒32内安装有捞油装置34，该捞油装置

34  包括转动地安装在该捞油盒内的捞油盘341，该捞油盘沿竖直方向安装，在该捞油盘的

一侧设置有刮油板343，该刮油板343用于将粘附在捞油盘341上的废油挂下来，在捞油盒32

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捞油盘转动的刮油电机342，该刮油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捞油盘的转轴；在

捞油盒上安装有一排油管344，该排油管344承接刮油板上的废油并将该废油排出。在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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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中，刮油板呈槽状，并卡持在捞油盘的径向方向的一侧，排油管344向上贯穿该刮油板。

利用该捞油装置将污水中的油捞出。

[0067] 为了避免废油在低温下结块，影响生产，在捞油盒上安装有暖风机33，该暖风机的

出风吹向刮油板。在储液仓内安装有加热器318，在本实施例中，加热器318为电加热棒。

[0068] 在储液仓31的顶部安装有第一进液口315和第二进液口310，其中第一进液口315

连通釜体排水管231，第二进液口310连通集气仓的排液孔55。

[0069] 在储液仓31的侧壁的底部安装有污水管313，并在该污水管313上安装有电动蝶阀

311，以控制该污水管的启闭，为了便于对储液仓31清洗，在污水管313位于电动蝶阀311与

储液仓31之间的管段上安装有冲洗管312。

[0070] 为避免储液仓内的液体向外无组织溢流，在储液仓31内沿竖直方向设置有溢流挡

板381，该溢流挡板的顶部密封连接在储液仓31的顶部，溢流挡板的底部与储液仓的底部之

间具有用于液体通过的缝隙383。在溢流挡板381与储液仓的侧壁之间形成一个溢流腔384，

在该溢流腔内安装有溢流管314，该溢流管314向外伸出储液仓。为减少管道接口，污水管

313的出口连接到溢流管314上，与溢流管共用一个出口。

[0071] 为监控储液仓内的液位，在储液仓的侧壁上安装有高位液位计316和低位液位计

317，以及温度测量仪319。高位液位计、低位液位计和温度测量仪将检测到的数据发送到控

制中心，控制中心根据这些数据来控制电动蝶阀311和加热器318。

[0072] 在机架上安装有电控箱14，以便于对设备上的电气件进行集中控制。

[0073] 本实施例在工作时，在反应釜中加入生物菌，通过烘干、反应、分解的方法对餐余

垃圾进行加工处理；除臭器对反应釜中烘干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异味气体进行杀菌、消毒、除

臭处理；油水分离器对反应釜中排出的油水混合液和除臭器在除臭过程中排除的废液进行

油、水分离。

[0074] 具体工作过程为：启动上料电机，带动提升架上升，垃圾桶装夹在提升架上，在位

置限位器的作用下，垃圾桶提升到指定位置，将垃圾导入到反应釜内，第二电动推杆推动釜

盖将反应釜的进料口封闭，搅拌电机带动搅拌轴转动，同时硅胶加热片对反应釜内的垃圾

进行加热，在搅拌过程中，搅拌轴进行正反交替转动，垃圾中的液体经排水孔、水斗和釜体

排水管后排出。利用排水孔开闭装置控制排水孔的开闭和开启程度，以控制排出液体的流

量。

[0075] 从反应釜中排出的液体进入到油水分离器内，反应釜内产生的异味气体首先进入

到集气仓内，然后由风机鼓入到除臭器内进行处理。在集气仓内产生的冷凝液由排液孔排

出后也进入到油水分离器内。

[0076] 异味气体在除臭器内，首先经过水洗，然后再经过紫外线的照射，最后经过活性炭

的吸附后排出。

[0077] 在油水分离器内，从废水中分离出的废油经过捞油装置被分离出来，分离出废油

后的废水排出油水分离器进入废水处理系统继续进行处理。

[0078] 在反应釜非工作状态时，利用清洗水管对反应釜的内腔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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