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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包括垃圾处

理单元、污水综合处理单元、废气处理单元以及

控制各个单元工作的电气自控单元，其中垃圾处

理单元包括上料装置、破袋处理装置、除杂分选

装置、生物质分离装置和堆肥仓，堆肥仓外设置

有加热装置，堆肥仓底部设置有曝气管，堆肥仓

顶部设置堆肥通气管，堆肥通气管与废气处理装

置相连接。本发明通过对餐厨垃圾进行分级处

理，从而提高对餐厨垃圾的处理能力，达到更高

效处理垃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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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垃圾处理单元、污水综合处理单元、废气处理

单元以及控制各个单元工作的电气自控单元，其中垃圾处理单元包括上料装置、破袋处理

装置、除杂分选装置、生物质分离装置和堆肥仓，堆肥仓外设置有加热装置，堆肥仓底部设

置有曝气管，堆肥仓顶部设置堆肥通气管，堆肥通气管与废气处理装置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包括对运输垃

圾的车辆进行称重的地磅、暂存垃圾的卸料仓、运输垃圾的输送机；垃圾经过输送机运输至

破袋处理装置，并依次经过破袋机释放垃圾袋、金属磁选机回收金属、滚筒筛选机分离大型

物品、风选机回收塑料和织物，随后使用盘式筛分机进行初步的固液分离，降低垃圾中的固

体杂物成分，最后将垃圾通向生物质分离器，对垃圾进行再一次的固液分离处理，分离出的

固体进行填埋处理，剩余的固液混合物通堆肥仓进行好氧堆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机设有多个出料

口，每个出料口处均设有闸门（2），闸门（2）下方均连通有除杂分选装置、生物质分离装置、

堆肥仓。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处理单元还包括油

水分离系统，垃圾经过生物质分离器后，垃圾主要成分为垃圾渗沥液，垃圾渗沥液进入油水

分离系统，经过粗压榨机先取出杂质，再经过碟片分离机，将液体分离成油相、水相两部分，

水相通入堆肥仓，油相回收利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综合处理单元包括

污水沉降池、絮凝池、检测池，油水分离系统分离出的部分污水、工作环境产生的生产废水

以及场站冲洗水均进入污水综合处理系单元进行处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各个单元均设置于厂房内，

厂房顶部设有排气总管，排气总管连通有多根排气支管，排气支管分布于垃圾处理单元中

各个装置的顶部，排气总管连接有风机，进行抽风排臭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总管的一端连接多

根排气支管，另一端连接废气处理单元，废气处理单元包括与排气总管依次连通的淋洗塔

（3）、低温等离子氧化净化器（4）、吸收塔（5）、催化处理室（6），催化处理室（6）的出气口连通

有排放塔（7），催化处理室（6）连通于排放塔（7）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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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好氧堆肥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好氧堆肥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加速垃圾处理的资源化进程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垃圾资源化处理是实现垃圾

无害化、减量化、和再利用的最佳途径。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分选破碎是实现资源化处理的前

提，但现有技术的垃圾处理的都是组分稳定的分类垃圾，针对中国垃圾水分大；热值低；成

分极其复杂的特点，国内相关科研机构、企业及高效进行了一系列垃圾处理专用设备的研

究与制作。

[0003] 中国专利200620017724.8公布了一种混合垃圾初级分选粉碎机，其目的是解决混

合垃圾在制作燃料时，对垃圾进行破袋、大块不可粉碎的物体分选和初级粉碎的技术问题，

采用的技术方案是，立式无筛固定料桶结构，固定料桶中高速旋转的粉碎锤和粉碎刀及固

定料桶内的衬套对垃圾中的硬质物料进行强力敲打和冲击、研磨，固定料桶内粉碎锤无法

击碎的硬质或高弹性物体经分选出料口排出，同时固定料桶出料端形成负压对垃圾中质量

较轻的物体产生吸力，加快垃圾在固定料桶内的流动。

[0004] 但是，上述分选破碎机更多是对于固态垃圾的分选处理，对于中国的餐厨高湿混

合垃圾的处理极不适应，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方案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好氧堆肥系统。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包

括垃圾处理单元、污水综合处理单元、废气处理单元以及控制各个单元工作的电气自控单

元，其中垃圾处理单元包括上料装置、破袋处理装置、除杂分选装置、生物质分离装置和堆

肥仓，堆肥仓外设置有加热装置，堆肥仓底部设置有曝气管，堆肥仓顶部设置堆肥通气管，

堆肥通气管与废气处理装置相连接。

[0007] 餐厨垃圾由于分类工作尚未完善，导致收运到的垃圾成分复杂，里面除常规的有

机质、泔水等外，还含有废塑料、木筷、铁罐等杂物，如果不首先将杂质去除，不仅会影响堆

肥效率，而且会损害机器运行，因此，将杂质有有机物中分离，回收可利用资源是十分必要

的；

而在去除杂物后，使用加热的方式来加快堆肥仓的堆肥速度，并通过堆肥通气管来排

除堆肥中的废气，使得垃圾处理的更加快速。

[000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上料装置包括对运输垃圾的车辆

进行称重的地磅、暂存垃圾的卸料仓、运输垃圾的输送机；垃圾经过输送机运输至破袋处理

装置，并依次经过破袋机释放垃圾袋、金属磁选机回收金属、滚筒筛选机分离大型物品、风

选机回收塑料和织物，随后使用盘式筛分机进行初步的固液分离，降低垃圾中的固体杂物

成分，最后将垃圾通向生物质分离器，对垃圾进行再一次的固液分离处理，分离出的固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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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填埋处理，剩余的固液混合物通堆肥仓进行好氧堆肥。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餐厨垃圾收运车进厂经地磅计量后进入卸料大厅，向卸

料仓卸料，实现餐厨垃圾的接收和输送，卸料仓底部设置有双排大口径输送螺旋，将餐厨垃

圾从卸料仓内经破袋装置使袋装物料迅速破袋，把包装袋中的物料能够全部释放出来，再

送入各个分选机，分选机将各类杂质分选后送入生物质分离器，最后通入堆肥仓进行好氧

堆肥。

[001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输送机设有多个出料口，每个出

料口处均设有闸门，闸门下方均连通有除杂分选装置、生物质分离装置、堆肥仓。

[0011] 在破袋后，垃圾通过闸门的启闭控制，从而进入不用的通道分别进行除杂，能够大

大提高堆肥的效率。

[001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垃圾处理单元还包括油水分离系

统，垃圾经过生物质分离器后，垃圾主要成分为垃圾渗沥液，垃圾渗沥液进入油水分离系

统，经过粗压榨机先取出杂质，再经过碟片分离机，将液体分离成油相、水相两部分，水相通

入堆肥仓，油相回收利用。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垃圾渗沥液进入油水分离系统，经过两级换热将垃圾渗

沥液温度提升至85℃，而后经过粗压榨机先取出杂质，再经过碟片分离机，将液体分离成油

相、水相两部分，水相通入堆肥仓，油相回收利用。

[001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污水综合处理单元包括污水沉降

池、絮凝池、检测池，油水分离系统分离出的部分污水、工作环境产生的生产废水以及场站

冲洗水均进入污水综合处理系单元进行处理。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不仅能够对垃圾中的废水进行处理，还能够对工作场地

的生活废水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速度不快，更多的是对各级分选机分选出的渣土等无

机物进行处理，其余生物质有机部分进行好氧堆肥。

[001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各个单元均设置于厂房内，厂房顶部

设有排气总管，排气总管连通有多根排气支管，排气支管分布于垃圾处理单元中各个装置

的顶部，排气总管连接有风机，进行抽风排臭处理。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风机进行吸风处理，将各个装置工序的臭气统一吸

附处理，从而大大提高臭气的处理排放效率，改善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

[001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排气总管的一端连接多根排气支

管，另一端连接废气处理单元，废气处理单元包括与排气总管依次连通的淋洗塔、低温等离

子氧化净化器、吸收塔、催化处理室，催化处理室的出气口连通有排放塔，催化处理室连通

于排放塔的底部。

[0019] 通过废气处理单元的设计，使得垃圾处理过程中的各种废气都能够得到处理，并

在处理后进行正常的排放，不会污染环境。

[0020]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1、通过堆肥仓中加热装置以及堆肥通气管的设计，能够大大提高堆肥的效率，使垃圾

被更快速的处理；

2、通过垃圾处理单元的设计，使得餐厨垃圾能够被分类处理，不仅提高了垃圾的利用

率，还能有效的保护机械，防止器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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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废气处理单元的设计，使得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得到处理，更好的对自

然环境、工作环境进行保护。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好氧堆肥系统的餐厨垃圾处理流程示意图。

[0022] 图2是输送机输送垃圾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废气处理示意图。

[0024] 图中，1、输送带，2、闸门；3、淋洗塔；4、低温等离子氧化净化器；5、吸收塔；6、催化

处理室；7、排放塔。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餐厨垃圾由于分类工作尚未完善，导致收运到的垃圾成分复杂，里面除常规的有

机质、泔水等外，还含有废塑料、木筷、铁罐等杂物，如果不首先将杂质去除，不仅会影响堆

肥效率，而且会损害机器运行，因此，将杂质有有机物中分离，回收可利用资源是十分必要

的。

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好氧堆肥系统，包括垃圾处理单元、污水综合处理单元、

废气处理单元以及控制各个单元工作的电气自控单元，其中垃圾处理单元包括上料装置、

破袋处理装置、除杂分选装置、生物质分离装置和堆肥仓，堆肥仓外设置有加热装置，堆肥

仓底部设置有曝气管，堆肥仓顶部设置堆肥通气管，堆肥通气管与废气处理装置相连接。

[0027] 上料装置包括对运输垃圾的车辆进行称重的地磅、暂存垃圾的卸料仓、运输垃圾

的输送机；垃圾经过输送机运输至破袋处理装置，并依次经过破袋机释放垃圾袋、金属磁选

机回收金属、滚筒筛选机分离大型物品、风选机回收塑料和织物，随后使用盘式筛分机进行

初步的固液分离，降低垃圾中的固体杂物成分，最后将垃圾通向生物质分离器，对垃圾进行

再一次的固液分离处理，分离出的固体进行填埋处理，剩余的固液混合物通堆肥仓进行好

氧堆肥。

[0028] 餐厨垃圾由收运车经地磅计量后进入卸料大厅，自动卸入卸料仓，集料口高出地

面0.5m，仓门由液压控制，车辆进入卸料仓位后，通过信号传感器反馈，液压仓门自动打开，

在设定的卸料时间内，自动开启垃圾收运车的清洗装置，保证卸料后的车辆清洁。卸料仓能

够满足容积为10吨的餐厨垃圾转运车的正常卸料作业。

[0029] 卸料仓底部开口，与后端输送机连接。输送机将垃圾送入破袋装置，输送机使用螺

旋输送机输送垃圾，并且倾斜将垃圾送入破袋机，螺旋输送机在提升废弃物的同时，实现挤

压脱水，水和部分油脂在重力作用下进入螺旋下部的集液槽。卸料仓为餐厨垃圾的接收和

输送系统，实现餐厨垃圾的接收和输送，同时具有一定的脱水和缓冲功能。卸料仓采用不锈

钢材质，抗腐蚀性强，同时在卸料仓顶部还设置有臭气收集罩，罩内设有除臭吸气口，用于

收集臭气进行统一处理。卸料大厅与卸料仓的封闭空间之间设置快速卷帘门，以减小除臭

外泄量。

[0030] 餐厨垃圾从卸料仓中转以后，通过输送机上的各个闸门2送入不用的处理通道中，

闸门2由电磁控制启闭。由于餐厨垃圾中会混入部分金属类异物质，直接进入后段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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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损坏机器，并对产品造成影响，因此首先使用金属磁选机分选出各类金属，确保设备安全

运行，保证物料品质。

[0031] 在进行金属磁选机后，使用滚筒筛选机对分离金属后的餐厨垃圾原料进行初步除

杂，将塑料包装袋、长纤维包装袋，饮料瓶、玻璃瓶、盘、碟等大件物品挑选出来；系统的出料

粒径小于60mm，保证后端处理设备有效的运行。同时，滚筒筛选机采用封闭式设计，同样设

置有臭气收集口，最大程度减少臭气外溢。

[0032] 经滚筒筛后的物料被分成筛下物和筛上物。滚筒筛筛下物主要成分为渣土和小颗

粒有机质，经过筛下物皮带输送机送至转送皮带运送至下一级的盘式筛分机，滚筒筛筛上

物运至风选工序。

[0033] 盘式筛分机是将滚筒筛选机的筛下物进行再次筛分，保证有机质流失量尽量减

少。盘式筛分机分机的筛分间距20mm，结构为多轴式盘片，盘片的同向快速旋转可使物料在

倾斜的盘面自下而上动态输送，同时使物料垂直于盘面做周期性震荡，使团状物料迅速打

散，粒径小于20mm的物料在震荡运动过程中通过筛孔落入筛下物输送机；大颗粒物料随盘

片的旋转步进输送至筛上物下料口落入筛上物输送机。盘式筛分机筛下物为高含量的有机

质，由输送机输送至生物质分离器。筛上物为大颗粒的渣物质，统一收集后进行外运处理。

[0034] 风选机主要收纳来自于滚筒筛选机筛上物的物料，主要成分为纸张、布料、塑料袋

和大颗粒有机质。利用物料不同组分的密度差异和风力精确分选出其中的重物料（主要成

分为渣土等）、中重物料（主要成分为有机质）和轻物料（主要成分为纸张、塑料等）。重物料

收集后汇同盘式筛分机分选出的渣土一同送去填埋；轻物料进行塑料造粒处理。

[0035] 生物质分离器将有机物料进一步破碎，将有机物料破碎至10mm以下，并进一步去

除有机质的杂质，分离后输送到下一级进行油水分离处理。

[0036] 垃圾处理单元还包括油水分离系统，垃圾经过生物质分离器后，主要成分为垃圾

渗沥液，垃圾渗沥液进入油水分离系统，经过两级换热将垃圾渗沥液温度提升至85℃，而后

经过粗压榨机先取出杂质，再经过碟片分离机，将液体分离成油相、水相两部分，水相通入

堆肥仓，油相回收利用。  卸料仓的集液槽中流出的垃圾渗沥液同样通入油水分离系统。

[0037] 污水综合处理单元包括污水沉降池、絮凝池、检测池，油水分离系统分离出的部分

污水、工作环境产生的生产废水、场站冲洗水及垃圾运输车所产生的的废水均进入污水综

合处理系单元进行处理。从而不仅能够对垃圾中的废水进行处理，还能够对工作场地的生

活废水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速度不快，更多的是对各级分选机分选出的渣土等无机物

进行处理，其余生物质有机部分进行好氧堆肥。

[0038] 各个垃圾处理装置均设置于厂房内，厂房顶部设有排气总管，排气总管连通有多

根排气支管，排气支管连通于垃圾处理单元中各个装置，从而实现对废气、臭气的收集。排

气总管的一端连接多根排气支管，另一端连接废气处理单元，废气处理单元包括与排气总

管依次连通的淋洗塔3、低温等离子氧化净化器4、吸收塔5、催化处理室6，催化处理室6使用

LED进行催化处理，在催化处理室6的出气口连通有排放塔7，催化处理室6连通于排放塔7的

底部。

[0039]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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