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300039.0

(22)申请日 2020.04.16

(71)申请人 宿州市正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34000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南翔恒

泰商贸城3区13#楼0147室

(72)发明人 李秋分　

(74)专利代理机构 宿州智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145

代理人 朱海琳

(51)Int.Cl.

F26B 5/14(2006.01)

F26B 11/14(2006.01)

F26B 11/16(2006.01)

F26B 23/06(2006.01)

F26B 25/04(2006.01)

F26B 25/22(2006.01)

B30B 9/06(2006.01)

B08B 15/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

包括挤压箱、烘干箱和检测箱，所述挤压箱顶端

的一侧安装有投入口，所述挤压箱的一侧和烘干

箱的一侧间连接有第一传输管，所述挤压箱内部

的底端安装有第一传动带，所述烘干箱的底端和

检测箱一侧的顶端间连接有第二传送带，本发明

所述的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通过设有的

加热管能够对垃圾进行烘干，配合设有的转动电

机和平衡板能够加快烘干的速度，通过设有的第

二转动电机、搅拌杆和湿度传感器能够对垃圾内

的湿度进行检测，并将数据显示在显示屏上，通

过设有的防腐蚀弹性膜和储存腔能够在垃圾搅

拌的过程中的灰尘进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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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包括挤压箱、烘干箱和检测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

箱顶端的一侧安装有投入口，所述挤压箱的一侧和烘干箱的一侧间连接有第一传输管，所

述挤压箱内部的底端安装有第一传动带，所述烘干箱的底端和检测箱一侧的顶端间连接有

第二传送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箱内部的

顶端固定安装有液压缸，所述液压缸的液压杆底端安装有压板，所述挤压箱一侧的底部安

装有循环口，所述挤压箱另一侧的底部安装有第一出口，所述第一出口和循环口的位置分

别和第一传送带两端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第一传送带的表面设有滤网，所述挤压箱内部的

底端设有蓄液池，所述挤压箱一侧的底部安装有出水口，所述出水口的位置和蓄液池的位

置相对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箱内部的

顶端安装有加热管，所述烘干箱顶端的一侧安装有抽风机，所述抽风机的一侧安装有抽风

管，所述抽风管安装于烘干箱内部，所述抽风机的另一侧安装有吸风箱，所述抽风机和吸风

箱内部连通，所述烘干箱内部的正面和背面间安装有第一转动电机，所述第一转动电机的

传动杆的表面被套设有平衡板，所述烘干箱的一侧面安装有第二入口，所述烘干箱的另一

侧面安装有第二出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箱内部的

顶端安装有第二转动电机，所述第二转动电机的转动杆周围安装有若干个搅拌杆，所述搅

拌杆的表面安装有若干个湿度传感器，所述湿度传感器连接有湿度检测电路，所述检测箱

的中部安装有闸板阀，所述检测箱的底部安装有双向传送带，所述检测箱底端的一侧安装

有第三出口，所述检测箱的另一侧安装有释放口，所述双向传送带的两端分别与第三出口

和释放口的位置相对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箱内壁的

四周均安装有储存腔，四个所述储存腔的表面安装有防腐蚀弹性膜，所述防腐蚀弹性膜的

表面开设有若干个通孔，所述储存腔内部的底部安装有排尘口，所述储存腔的底端设有集

尘箱，所述集尘箱的位置和排尘口的位置相对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输管的

一端和第一出口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第一传输管的另一端和第二入口的位置相对应，所述

第二传输管的一端和循环口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第二传输管的另一端和第三出口的位置相

对应，所述第二传送带的一端和第二出口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第二传送带的另一端和第三

入口的位置相对应。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度检测电路

包括三极管VT1、湿度传感器、滑动变阻器Rp1和Rp2等；

所述三极管VT1的基极连接有湿度传感器的一端，所述三极管VT1的集电极连接有湿度

传感器的另一端，所述三极管VT1的发射极分别连接有电阻R4和电阻R5，所述三极管VT1的

集电极还连接有电阻R1的一端，所述电阻R1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晶闸管VD2的控制极和负

极，所述晶闸管VD2的正极接地，所述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有集成芯片IC1的正极和电阻R8

的一端，所述电阻R8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阻R5的另一端和集成芯片IC1的2号脚，所述集

成芯片IC1的负极连接有电阻R6的一端，所述电阻R6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滑动变阻器Rp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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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杆和滑动变阻器Rp2一端，所述集成芯片IC1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有外接电路和滑动变阻器

Rp2的另一端，所述滑动变阻器Rp2的滑杆还连接有滑动变阻器Rp2的另一端和二极管VD1的

负极，所述集成芯片IC1的7号脚连接有电阻R7的一端，所述电阻R7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

阻R2的一端和晶闸管VD2的负极，所述电阻R2的另一端连接有滑动变阻器Rp1的一端，所述

滑动变阻器Rp1的另一端连接有电阻R3，所述电阻R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阻R9和地线，所

述电阻R9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阻R11和晶闸管VD3的负极和控制极，所述晶闸管VD3的控

制极还连接有电阻R10的一端，所述电阻R10的另一端连接有晶闸管VD3的正极，所述晶闸管

VD3的负极连接有电阻R11，所述电阻R11的另一端和晶闸管BD3的正极均连接有外接电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箱的正面

固定安装有显示屏，所述显示屏和湿度传感器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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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渗滤液是指来源于垃圾填埋场中垃圾本身含有的水分、进入填埋场的雨雪水

及其他水分，扣除垃圾、覆土层的饱和持水量，并经历垃圾层和覆土层而形成的一种高浓度

的有机废水；一般的垃圾都是通过燃烧或者垃圾化肥处理，但是不同的处理方式需要对垃

圾内的水分有不同的要求，垃圾化肥使需要垃圾中有45%-60%的水分，但是垃圾焚烧过程中

就需要少量的水分，否则会影响锅炉燃烧效率，水分过多在燃烧炉中加油还会影响经济性。

[0003]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根据不同的作用进行烘干，可以得到

含有不同水分的处理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

中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包括挤

压箱、烘干箱和检测箱，所述挤压箱顶端的一侧安装有投入口，所述挤压箱的一侧和烘干箱

的一侧间连接有第一传输管，所述挤压箱内部的底端安装有第一传动带，所述烘干箱的底

端和检测箱一侧的顶端间连接有第二传送带。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挤压箱内部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液压缸，所述液压缸的液压杆底端

安装有压板，所述挤压箱一侧的底部安装有循环口，所述挤压箱另一侧的底部安装有第一

出口，所述第一出口和循环口的位置分别和第一传送带两端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第一传送

带的表面设有滤网，所述挤压箱内部的底端设有蓄液池，所述挤压箱一侧的底部安装有出

水口，所述出水口的位置和蓄液池的位置相对应。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烘干箱内部的顶端安装有加热管，所述烘干箱顶端的一侧安装有

抽风机，所述抽风机的一侧安装有抽风管，所述抽风管安装于烘干箱内部，所述抽风机的另

一侧安装有吸风箱，所述抽风机和吸风箱内部连通，所述烘干箱内部的正面和背面间安装

有第一转动电机，所述第一转动电机的传动杆的表面被套设有平衡板，所述烘干箱的一侧

面安装有第二入口，所述烘干箱的另一侧面安装有第二出口。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检测箱内部的顶端安装有第二转动电机，所述第二转动电机的转

动杆周围安装有若干个搅拌杆，所述搅拌杆的表面安装有若干个湿度传感器，所述湿度传

感器连接有湿度检测电路，所述检测箱的中部安装有闸板阀，所述检测箱的底部安装有双

向传送带，所述检测箱底端的一侧安装有第三出口，所述检测箱的另一侧安装有释放口，所

述双向传送带的两端分别与第三出口和释放口的位置相对应。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检测箱内壁的四周均安装有储存腔，四个所述储存腔的表面安装

有防腐蚀弹性膜，所述防腐蚀弹性膜的表面开设有若干个通孔，所述储存腔内部的底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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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排尘口，所述储存腔的底端设有集尘箱，所述集尘箱的位置和排尘口的位置相对应。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传输管的一端和第一出口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第一传输管的

另一端和第二入口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第二传输管的一端和循环口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第

二传输管的另一端和第三出口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第二传送带的一端和第二出口的位置相

对应，所述第二传送带的另一端和第三入口的位置相对应。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湿度检测电路包括三极管VT1、湿度传感器、滑动变阻器Rp1和Rp2

等；

所述三极管VT1的基极连接有湿度传感器的一端，所述三极管VT1的集电极连接有湿度

传感器的另一端，所述三极管VT1的发射极分别连接有电阻R4和电阻R5，所述三极管VT1的

集电极还连接有电阻R1的一端，所述电阻R1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晶闸管VD2的控制极和负

极，所述晶闸管VD2的正极接地，所述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有集成芯片IC1的正极和电阻R8

的一端，所述电阻R8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阻R5的另一端和集成芯片IC1的2号脚，所述集

成芯片IC1的负极连接有电阻R6的一端，所述电阻R6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滑动变阻器Rp1的

滑杆和滑动变阻器Rp2一端，所述集成芯片IC1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有外接电路和滑动变阻器

Rp2的另一端，所述滑动变阻器Rp2的滑杆还连接有滑动变阻器Rp2的另一端和二极管VD1的

负极，所述集成芯片IC1的7号脚连接有电阻R7的一端，所述电阻R7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

阻R2的一端和晶闸管VD2的负极，所述电阻R2的另一端连接有滑动变阻器Rp1的一端，所述

滑动变阻器Rp1的另一端连接有电阻R3，所述电阻R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阻R9和地线，所

述电阻R9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阻R11和晶闸管VD3的负极和控制极，所述晶闸管VD3的控

制极还连接有电阻R10的一端，所述电阻R10的另一端连接有晶闸管VD3的正极，所述晶闸管

VD3的负极连接有电阻R11，所述电阻R11的另一端和晶闸管BD3的正极均连接有外接电路。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检测箱的正面固定安装有显示屏，所述显示屏和湿度传感器电性

连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通过设有的加热管能够对垃圾进行烘干，配合设有的转动电机和平衡板能够加快烘

干的速度，当垃圾从第二入口进入平衡板表面时，转动电机开始进行工作，根据垃圾的量对

垃圾进行烘干，并对部分渗透液进行蒸发，当加热到一定时间时，关闭加热管打开抽风机，

通过抽风机使烘干箱内部处于真空状态，并将有害气体吸入吸风机内部，避免有害气体外

泄造成环境污染。

[0014] 2、通过设有的第二传送带能够对处理好的垃圾进行转移，使其进入检测箱内，通

过设有的第二转动电机、搅拌杆和湿度传感器能够对垃圾内的湿度进行检测，并将数据显

示在显示屏上，根据垃圾后续的用途设置标准，当达到标准时控制垃圾从释放口流出，当未

达到所需标准时通过控制双向传送带，使之通过第三出口流出并再次处理即可。

[0015] 3、通过设有的防腐蚀弹性膜和储存腔能够在垃圾搅拌的过程中的灰尘进行收集，

当通过第二转动电机带动搅拌杆进行转动时，由于垃圾中所含有的土质较轻，会通过离心

力将垃圾中所混合的土带动旋转至防腐蚀弹性膜表面的通孔中，土从储存腔内部掉落至集

尘箱内，再通过排尘口进行排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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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的挤压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的烘干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的检测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的检测箱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的集尘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的防腐蚀弹性膜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的湿度检测电路的电路图。

[0024] 图中：1、挤压箱；2、烘干箱；3、检测箱；4、投入口；5、显示屏；6、第一传输管；7、第二

传输管；8、释放口；9、液压缸；10、压板；11、循环口；12、第一传送带；13、第一出口；14、滤网；

15、蓄液池；16、出水口；17、抽风机；18、吸风箱；19、抽风管；20、第二入口；21、加热管；22、平

衡板；23、第一转动电机；24、第二出口；25、第二传送带；26、第三入口；27、第二转动电机；

28、湿度传感器；29、搅拌杆；30、储存腔；31、双向传送带；32、第三出口；33、通孔；34、闸板

阀；35、防腐蚀弹性膜；36、集尘箱；37、排尘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实施例1

如图1-8所示，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包括挤压箱（1）、烘干箱（2）和检测箱（3），

挤压箱（1）顶端的一侧安装有投入口（4），挤压箱（1）的一侧和烘干箱（2）的一侧间连接有第

一传输管（6），挤压箱（1）内部的底端安装有第一传动带（12），烘干箱（2）的底端和检测箱

（3）一侧的顶端间连接有第二传送带（25）。

[0027] 挤压箱（1）内部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液压缸（9），液压缸（9）的液压杆底端安装有压

板（10），挤压箱（1）一侧的底部安装有循环口（11），挤压箱（1）另一侧的底部安装有第一出

口（13），第一出口（13）和循环口（11）的位置分别和第一传送带（12）两端的位置相对应，第

一传送带（12）的表面设有滤网（14），挤压箱（1）内部的底端设有蓄液池（15），挤压箱（1）一

侧的底部安装有出水口（16），出水口（16）的位置和蓄液池（15）的位置相对应。

[0028] 烘干箱（2）内部的顶端安装有加热管（21），烘干箱（2）顶端的一侧安装有抽风机

（17），抽风机（17）的一侧安装有抽风管（19），抽风管（19）安装于烘干箱（2）内部，抽风机

（17）的另一侧安装有吸风箱（18），抽风机（17）和吸风箱（18）内部连通，烘干箱（2）内部的正

面和背面间安装有第一转动电机（23），第一转动电机（23）的传动杆的表面被套设有平衡板

（22），烘干箱（2）的一侧面安装有第二入口（20），烘干箱（2）的另一侧面安装有第二出口

（24）。

[002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有的加热管（21）能够对垃圾进行烘干，配合设有

的转动电机和平衡板（22）能够加快烘干的速度，当垃圾从第二入口（20）进入平衡板（22）表

面时，转动电机开始进行工作，根据垃圾的量对垃圾进行烘干，并对部分渗透液进行蒸发，

当加热到一定时间时，关闭加热管（21）打开抽风机（17），通过抽风机（17）使烘干箱（2）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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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真空状态，并将有害气体吸入吸风机内部，避免有害气体外泄造成环境污染。

[0030] 实施例2

如图1-8所示，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包括挤压箱（1）、烘干箱（2）和检测箱（3），

挤压箱（1）顶端的一侧安装有投入口（4），挤压箱（1）的一侧和烘干箱（2）的一侧间连接有第

一传输管（6），挤压箱（1）内部的底端安装有第一传动带（12），烘干箱（2）的底端和检测箱

（3）一侧的顶端间连接有第二传送带（25）。

[0031] 挤压箱（1）内部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液压缸（9），液压缸（9）的液压杆底端安装有压

板（10），挤压箱（1）一侧的底部安装有循环口（11），挤压箱（1）另一侧的底部安装有第一出

口（13），第一出口（13）和循环口（11）的位置分别和第一传送带（12）两端的位置相对应，第

一传送带（12）的表面设有滤网（14），挤压箱（1）内部的底端设有蓄液池（15），挤压箱（1）一

侧的底部安装有出水口（16），出水口（16）的位置和蓄液池（15）的位置相对应。

[0032] 检测箱（3）内部的顶端安装有第二转动电机（27），第二转动电机（27）的转动杆周

围安装有若干个搅拌杆（29），搅拌杆（29）的表面安装有若干个湿度传感器（28），湿度传感

器（28）连接有湿度检测电路，检测箱（3）的中部安装有闸板阀（34），检测箱（3）的底部安装

有双向传送带（31），检测箱（3）底端的一侧安装有第三出口（32），检测箱（3）的另一侧安装

有释放口（8），双向传送带（31）的两端分别与第三出口（32）和释放口（8）的位置相对应。

[0033] 第一传输管（6）的一端和第一出口（13）的位置相对应，第一传输管（6）的另一端和

第二入口（20）的位置相对应，第二传输管（7）的一端和循环口（11）的位置相对应，第二传输

管（7）的另一端和第三出口（32）的位置相对应，第二传送带（25）的一端和第二出口（24）的

位置相对应，第二传送带（25）的另一端和第三入口（26）的位置相对应。

[0034] 湿度检测电路包括三极管VT1、湿度传感器、滑动变阻器Rp1和Rp2等；

三极管VT1的基极连接有湿度传感器（28）的一端，三极管VT1的集电极连接有湿度传感

器（28）的另一端，三极管VT1的发射极分别连接有电阻R4和电阻R5，三极管VT1的集电极还

连接有电阻R1的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晶闸管VD2的控制极和负极，晶闸管VD2

的正极接地，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有集成芯片IC1的正极和电阻R8的一端，电阻R8的另一端

分别连接有电阻R5的另一端和集成芯片IC1的2号脚，集成芯片IC1的负极连接有电阻R6的

一端，电阻R6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滑动变阻器Rp1的滑杆和滑动变阻器Rp2一端，集成芯片

IC1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有外接电路和滑动变阻器Rp2的另一端，滑动变阻器Rp2的滑杆还连

接有滑动变阻器Rp2的另一端和二极管VD1的负极，集成芯片IC1的7号脚连接有电阻R7的一

端，电阻R7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阻R2的一端和晶闸管VD2的负极，电阻R2的另一端连接有

滑动变阻器Rp1的一端，滑动变阻器Rp1的另一端连接有电阻R3，电阻R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

有电阻R9和地线，电阻R9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电阻R11和晶闸管VD3的负极和控制极，晶闸

管VD3的控制极还连接有电阻R10的一端，电阻R10的另一端连接有晶闸管VD3的正极，晶闸

管VD3的负极连接有电阻R11，电阻R11的另一端和晶闸管BD3的正极均连接有外接电路。

[0035] 检测箱（3）的正面固定安装有显示屏（5），显示屏（5）和湿度传感器（28）电性连接。

[003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有的第二传送带（25）能够对处理好的垃圾进行转

移，使其进入检测箱（3）内，通过设有的第二转动电机（27）、搅拌杆（29）和湿度传感器（28）

能够对垃圾内的湿度进行检测，并将数据显示在显示屏（5）上，根据垃圾后续的用途设置标

准，当达到标准时控制垃圾从释放口（8）流出，当未达到所需标准时通过控制双向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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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使之通过第三出口（32）流出并再次处理即可。

[0037] 实施例3

如图1-8所示，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包括挤压箱（1）、烘干箱（2）和检测箱（3），

挤压箱（1）顶端的一侧安装有投入口（4），挤压箱（1）的一侧和烘干箱（2）的一侧间连接有第

一传输管（6），挤压箱（1）内部的底端安装有第一传动带（12），烘干箱（2）的底端和检测箱

（3）一侧的顶端间连接有第二传送带（25）。

[0038] 挤压箱（1）内部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液压缸（9），液压缸（9）的液压杆底端安装有压

板（10），挤压箱（1）一侧的底部安装有循环口（11），挤压箱（1）另一侧的底部安装有第一出

口（13），第一出口（13）和循环口（11）的位置分别和第一传送带（12）两端的位置相对应，第

一传送带（12）的表面设有滤网（14），挤压箱（1）内部的底端设有蓄液池（15），挤压箱（1）一

侧的底部安装有出水口（16），出水口（16）的位置和蓄液池（15）的位置相对应。

[0039] 检测箱（3）内壁的四周均安装有储存腔（30），四个储存腔（30）的表面安装有防腐

蚀弹性膜（35），防腐蚀弹性膜（35）的表面开设有若干个通孔（33），储存腔（30）内部的底部

安装有排尘口（37），储存腔（30）的底端设有集尘箱（36），集尘箱（36）的位置和排尘口（37）

的位置相对应。

[0040] 第一传输管（6）的一端和第一出口（13）的位置相对应，第一传输管（6）的另一端和

第二入口（20）的位置相对应，第二传输管（7）的一端和循环口（11）的位置相对应，第二传输

管（7）的另一端和第三出口（32）的位置相对应，第二传送带（25）的一端和第二出口（24）的

位置相对应，第二传送带（25）的另一端和第三入口（26）的位置相对应。

[004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有的防腐蚀弹性膜（35）和储存腔（30）能够在垃圾

搅拌的过程中的灰尘进行收集，当通过第二转动电机（27）带动搅拌杆（29）进行转动时，由

于垃圾中所含有的土质较轻，会通过离心力将垃圾中所混合的土带动旋转至防腐蚀弹性膜

（35）表面的通孔（33）中，土从储存腔（30）内部掉落至集尘箱内，再通过排尘口（37）进行排

出即可。

[0042]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为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在使用时，需要说明的是，

本发明为一种分离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在使用时，首先将垃圾投入投入口（4）中，垃圾从投

入口（4）中进入，并掉落至第一传送带（12），此时打开液压缸开关，液压缸（9）带动压板（10）

向下移动对垃圾进行压缩，此时，垃圾中包含的渗滤液能够通过滤网（14）掉落至蓄液池

（15）内，通过出水口（16）即可对其进行处理，当挤压完成时，垃圾从第一出口（13）流出，通

过第一传输管（6）使垃圾从第二入口（20）进入烘干箱（2）内的平衡板（22）表面，转动电机开

始进行工作，根据垃圾的量对垃圾进行烘干，并对部分渗透液进行蒸发，当加热到一定时间

时，关闭加热管（21）打开抽风机（17），通过抽风机（17）使烘干箱（2）内部处于真空状态，当

处理好时，通过第一转动电机（23）使平衡板（22）靠近第二出口（24）使垃圾从第二出口（24）

流出至第二传送带（25），第二传送带（25）带动垃圾至检测箱（3）内部，检测箱（3）通过设有

的第二转动电机（27）、搅拌杆（29）和湿度传感器（28）能够对垃圾内的湿度进行检测，通过

设有的防腐蚀弹性膜（35）和储存腔（30）能够在垃圾搅拌的过程中的灰尘进行收集，当通过

第二转动电机（27）带动搅拌杆（29）进行转动时，由于垃圾中所含有的土质较轻，会通过离

心力将垃圾中所混合的土带动旋转至防腐蚀弹性膜（35）表面的通孔（33）中，土从储存腔

（30）内部掉落至集尘箱（36）内，再通过排尘口（37）进行排出即可，观察显示屏（5）上湿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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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根据垃圾后续的用途设置标准，当达到标准时控制垃圾从释放口（8）流出，当未达到所

需标准时通过控制双向传送带（31），使之通过第三出口（32）流出并再次处理即可。

[004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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