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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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293202.5

(22)申请日 2020.04.15

(71)申请人 江苏华睿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山

科技园科创大道9号F8栋二层

(72)发明人 邱月辉　孙腾龙　鲍贝　高楠　

陈平　臧成晚　张元新　阮波　

陈加军　杨浩然　赵云伟　

(51)Int.Cl.

B65F 1/14(2006.01)

B01F 7/18(2006.01)

B01D 53/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固废检测仪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固废检测仪，应用在检测

装置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固废检测仪

主体上设有带有盖板的检测筒，固废检测仪主体

的底侧的四端均滚动连接有滑轮，滑轮与固废检

测仪主体之间设有套管，套管沿宽度方向的内壁

上固设有减振弹簧，减振弹簧的另一端与固废检

测仪主体的底侧固定连接，固废检测仪主体上设

有用于离心固废垃圾的离心机构；具有的技术效

果是：固废垃圾在重力作用下掉到检测筒内，操

作人员将盖板盖好，蒸汽管对固废垃圾进一步干

燥，使得检测筒的检测结果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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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废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废检测仪主体(1)上设有带有盖板(2)的检测

筒(3)，所述固废检测仪主体(1)的底侧的四端均滚动连接有滑轮(4)，所述滑轮(4)与固废

检测仪主体(1)之间设有套管(5)，所述套管(5)沿宽度方向的内壁上固设有减振弹簧(6)，

所述减振弹簧(6)的另一端与固废检测仪主体(1)的底侧固定连接，所述固废检测仪主体

(1)上设有用于离心固废垃圾的离心机构(7)；

离心机构(7)：包括离心筒(71)、出水孔(72)、过滤网(73)、电动机(74)、转轴(75)、滑板

(76)、滑槽(77)、储水筒(78)、抽水管(79)、第一抽水机(710)、转杆(711)与驱动电机(712)，

所述驱动电机(712)设在固废检测仪主体(1)上，所述转杆(711)同轴转动连接在驱动电机

(712)的输出端上，所述转杆(711)位于检测筒(3)的上方，所述储水筒(78)固定连接在转杆

(711)远离驱动电机(712)的一端，所述储水筒(78)位于检测筒(3)的正上方，所述电动机

(74)设在储水筒(78)内侧的底壁，所述转轴(75)同轴转动连接在电动机(74)的输出端上，

所述离心筒(71)设在储水筒(78)的内侧与转轴(75)远离储水筒(78)的底壁的一侧连接，若

干组所述滑板(76)设在离心筒(71)的外壁，若干组与滑板(76)相配合的所述滑槽(77)开设

在储水筒(78)的内壁，若干组所述出水孔(72)开设在离心筒(71)上，若干组所述过滤网

(73)均设在离心筒(71)的内壁上，所述第一抽水机(710)连接在固废检测仪主体(1)上，所

述抽水管(79)的一端套设在第一抽水机(710)的抽水口处，所述抽水管(79)的另一端延伸

入储水筒(78)；

所述检测筒(3)内连通有蒸汽管(8)，所述蒸汽管(8)连接外界的蒸汽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废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筒(3)的底壁固定连

接有搅拌电机(9)，所述搅拌电机(9)的输出轴上同轴转动连接有搅拌轴(10)，所述搅拌轴

(10)上沿长度方向周缘设有若干组搅拌叶(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废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心筒(71)内连通有抽气

管(12)，所述抽气管(12)远离离心筒(71)的一侧连接有抽气机(13)，所述抽气机(13)连接

有储气罐(1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固废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气罐(14)通过管道连接

有活性炭吸附箱(15)，所述活性炭吸附箱(15)通过管道连通有回收箱(16)，所述回收箱

(16)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磁性吸附层(17)，所述回收箱(16)连通有喷淋塔(18)，所述喷淋塔

(18)上开设有出气口(1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废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2)相对检测筒(3)的

一侧固设有第一磁层(20)，所述检测筒(3)朝向检测筒(3)的一侧设有第二磁层(21)，所述

盖板(2)与检测筒(3)之间的间隙外侧包裹有密封环(2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废检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2)的外侧固设有第

二抽水机(23)，所述第二抽水机(23)的输出端套设有进水管(24)，所述进水管(24)延伸入

检测筒(3)内，所述进水管(24)的出水口处固设有喷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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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废检测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检测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固废检测仪。

背景技术

[0002] 固体废弃物是指人类在生产、消费、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固态、半固态废弃物

质(国外的定义则更加广泛，动物活动产生的废弃物也属于此类)，通俗地说，就是“垃圾”。

主要包括固体颗粒、垃圾、炉渣、污泥、废弃的制品、破损器皿、残次品、动物尸体、变质食品、

人畜粪便等。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208350684U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固废检测仪，用以解决检测面

较狭窄，检测项目单一等问题，其包括主处理室和副处理室，主处理室外表面的下部可拆卸

连接有开关门，主处理室的左侧的最下部安装有滤液管，滤液管的上方安装有气泵，气泵的

左侧通口通过螺栓与集气桶固定连接，副处理室外表面的下部安装有操作面板，操作面板

的表面安装有按键，操作面板的上方安装有显示器，主处理室与副处理室二者的中间部分

的下部固定连接有水泵A，水泵A的上方可拆卸连接有水箱，该固废检测仪在检测过程中，下

雨天气时，带有雨水的固废垃圾对检测效果产生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固废检测仪，其优点是：可以快速干燥固废垃圾，使得固

废检测仪检测效果更好。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固废检测仪，所述

固废检测仪主体上设有带有盖板的检测筒，所述固废检测仪主体的底侧的四端均滚动连接

有滑轮，所述滑轮与固废检测仪主体之间设有套管，所述套管沿宽度方向的内壁上固设有

减振弹簧，所述减振弹簧的另一端与固废检测仪主体的底侧固定连接，所述固废检测仪主

体上设有用于离心固废垃圾的离心机构；离心机构：包括离心筒、出水孔、过滤网、电动机、

转轴、滑板、滑槽、储水筒、抽水管、第一抽水机、转杆与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设在固废检

测仪主体上，所述转杆同轴转动连接在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上，所述转杆位于检测筒的上方，

所述储水筒固定连接在转杆远离驱动电机的一端，所述储水筒位于检测筒的正上方，所述

电动机设在储水筒内侧的底壁，所述转轴同轴转动连接在电动机的输出端上，所述离心筒

设在储水筒的内侧与转轴远离储水筒的底壁的一侧连接，若干组所述滑板设在离心筒的外

壁，若干组与滑板相配合的所述滑槽开设在储水筒的内壁，若干组所述出水孔开设在离心

筒上，若干组所述过滤网均设在离心筒的内壁上，所述第一抽水机连接在固废检测仪主体

上，所述抽水管的一端套设在第一抽水机的抽水口处，所述抽水管的另一端延伸入储水筒；

所述检测筒内连通有蒸汽管，所述蒸汽管连接外界的蒸汽装置。

[000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需要对固废垃圾进行离心脱水时，操作人员通过吊机将固废

垃圾放入离心筒内，驱动电动机转动，电动机带动转轴转动，进而，转轴带动离心筒转动，离

心筒带动固废垃圾转动，固废垃圾内含有的水在离心力作用下脱水，水从出水孔排到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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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内，过滤网对固废垃圾进行阻挡，此时，滑板在滑槽内滑动，滑槽对滑板起到限位作用，减

少离心筒在转动过程中错位的可能，需要推动固废检测仪主体时，通过滑动滑轮，使得固废

检测仪主体更好的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减振弹簧对固废检测仪主体起到减振作用，减少路

面不平带来固废检测仪主体自身振动影响检测效果，当离心筒离心操作结束以后，操作人

员驱动第一抽水机转动，第一抽水机通过抽水管将储水筒内的水抽出外界，然后驱动驱动

电机转动，驱动电机带动转杆转动，转杆带动储水筒转动，当储水筒的开口处朝向检测筒，

打开盖板，固废垃圾在重力作用下掉到检测筒内，操作人员将盖板盖好，蒸汽管对固废垃圾

进一步干燥，使得检测筒的检测结果更为准确。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检测筒的底壁固定连接有搅拌电机，所述搅拌电机的

输出轴上同轴转动连接有搅拌轴，所述搅拌轴上沿长度方向周缘设有若干组搅拌叶。

[000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固废垃圾处于检测筒时，操作人员驱动搅拌电机转动，搅拌

电机带动搅拌轴转动，进而搅拌轴带动搅拌叶转动，搅拌叶将堆在一起的固废垃圾分开，使

得检测筒更好的检测固废垃圾。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离心筒内连通有抽气管，所述抽气管远离离心筒的一

侧连接有抽气机，所述抽气机连接有储气罐。

[001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操作人员驱动抽气机转动，抽气机通过抽气管将离心筒检测

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到集气罐内，集气罐对废气起到保存作用，减少废气排出对外界环境造

成影响。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储气罐通过管道连接有活性炭吸附箱，所述活性炭吸

附箱通过管道连通有回收箱，所述回收箱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磁性吸附层，所述回收箱连通

有喷淋塔，所述喷淋塔上开设有出气口。

[0012]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操作人员将储气罐内的废气通过管道抽到活性炭吸附箱内，

活性炭吸附箱吸收废气中的异味，然后废气流通入回收箱内，回收箱内壁的磁性吸附层将

废气内的金属吸附，然后废气流动到喷淋塔内，喷淋塔内喷水吸收融入水的废气，打开出气

口将清洁好的废气排出。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盖板相对检测筒的一侧固设有第一磁层，所述检测筒

朝向检测筒的一侧设有第二磁层，所述盖板与检测筒之间的间隙外侧包裹有密封环。

[001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操作人员将盖板盖在检测筒上时，第一磁层与第二第二磁层

相互吸附，使得盖板与检测筒之间的间隙减小，然后在盖板与检测筒的间隙外套设密封环，

减少废气从盖板与检测筒之间的间隙到外界，避免废气对外界环境造成影响的可能。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盖板的外侧固设有第二抽水机，所述第二抽水机的输

出端套设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延伸入检测筒内，所述进水管的出水口处固设有喷头。

[001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需要对检测筒内侧清洗时，操作人员驱动第二抽水机将水从

进水管抽到喷头处，然后喷头对检测筒进行喷洗，使得检测筒内壁变得洁净，便于下一次检

测筒继续检测固废垃圾。

[0017]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需要对固废垃圾进行离心脱水时，操作人员通过吊机将固废垃圾放入离心筒

内，驱动电动机转动，电动机带动转轴转动，进而，转轴带动离心筒转动，离心筒带动固废垃

圾转动，固废垃圾内含有的水在离心力作用下脱水，水从出水孔排到储水筒内，过滤网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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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垃圾进行阻挡，此时，滑板在滑槽内滑动，滑槽对滑板起到限位作用，减少离心筒在转动

过程中错位的可能，需要推动固废检测仪主体时，通过滑动滑轮，使得固废检测仪主体更好

的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减振弹簧对固废检测仪主体起到减振作用，减少路面不平带来固废

检测仪主体自身振动影响检测效果，当离心筒离心操作结束以后，操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水

机转动，第一抽水机通过抽水管将储水筒内的水抽出外界，然后驱动驱动电机转动，驱动电

机带动转杆转动，转杆带动储水筒转动，当储水筒的开口处朝向检测筒，打开盖板，固废垃

圾在重力作用下掉到检测筒内，操作人员将盖板盖好，蒸汽管对固废垃圾进一步干燥，使得

检测筒的检测结果更为准确；

[0019] 2、操作人员将储气罐内的废气通过管道抽到活性炭吸附箱内，活性炭吸附箱吸收

废气中的异味，然后废气流通入回收箱内，回收箱内壁的磁性吸附层将废气内的金属吸附，

然后废气流动到喷淋塔内，喷淋塔内喷水吸收融入水的废气，打开出气口将清洁好的废气

排出。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1、固废检测仪主体；2、盖板；3、检测筒；4、滑轮；5、套管；6、减振弹簧；7、

离心机构；71、离心筒；72、出水孔；73、过滤网；74、电动机；75、转轴；76、滑板；77、滑槽；78、

储水筒；79、抽水管；710、第一抽水机；711、转杆；712、驱动电机；8、蒸汽管；9、搅拌电机；10、

搅拌轴；11、搅拌叶；12、抽气管；13、抽气机；14、储气罐；15、活性炭吸附箱；16、回收箱；17、

磁性吸附层；18、喷淋塔；19、出气口；20、第一磁层；21、第二磁层；22、密封环；23、第二抽水

机；24、进水管；25、喷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3] 实施例：一种固废检测仪，如图1，固废检测仪主体1上设有带有盖板2的检测筒3，

固废检测仪主体1的底侧的四端均滚动连接有滑轮4，滑轮4与固废检测仪主体1之间设有套

管5，套管5沿宽度方向的内壁上固设有减振弹簧6，减振弹簧6的另一端与固废检测仪主体1

的底侧固定连接，固废检测仪主体1上设有用于离心固废垃圾的离心机构7；离心机构7：包

括离心筒71、出水孔72、过滤网73、电动机74、转轴75、滑板76、滑槽77、储水筒78、抽水管79、

第一抽水机710、转杆711与驱动电机712，驱动电机712设在固废检测仪主体1上，转杆711同

轴转动连接在驱动电机712的输出端上，转杆711位于检测筒3的上方，储水筒78固定连接在

转杆711远离驱动电机712的一端，储水筒78位于检测筒3的正上方，电动机74设在储水筒78

内侧的底壁，转轴75同轴转动连接在电动机74的输出端上，离心筒71设在储水筒78的内侧

与转轴75远离储水筒78的底壁的一侧连接，若干组滑板76设在离心筒71的外壁，若干组与

滑板76相配合的滑槽77开设在储水筒78的内壁，若干组出水孔72开设在离心筒71上，若干

组过滤网73均设在离心筒71的内壁上，第一抽水机710连接在固废检测仪主体1上，抽水管

79的一端套设在第一抽水机710的抽水口处，抽水管79的另一端延伸入储水筒78；检测筒3

内连通有蒸汽管8，蒸汽管8连接外界的蒸汽装置，需要对固废垃圾进行离心脱水时，操作人

员通过吊机将固废垃圾放入离心筒71内，驱动电动机74转动，电动机74带动转轴75转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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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轴75带动离心筒71转动，离心筒71带动固废垃圾转动，固废垃圾内含有的水在离心力

作用下脱水，水从出水孔72排到储水筒78内，过滤网73对固废垃圾进行阻挡，此时，滑板76

在滑槽77内滑动，滑槽77对滑板76起到限位作用，减少离心筒71在转动过程中错位的可能，

需要推动固废检测仪主体1时，通过滑动滑轮4，使得固废检测仪主体1更好的移动，在移动

过程中，减振弹簧6对固废检测仪主体1起到减振作用，减少路面不平带来固废检测仪主体1

自身振动影响检测效果，当离心筒71离心操作结束以后，操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水机710转

动，当离心筒71离心操作结束以后，操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水机710转动，第一抽水机710通过

抽水管79将储水筒78内的水抽出外界，然后驱动驱动电机712转动，驱动电机712带动转杆

711转动，转杆711带动储水筒78转动，当储水筒78的开口处朝向检测筒3，打开盖板2，固废

垃圾在重力作用下掉到检测筒3内，操作人员将盖板2盖好，蒸汽管8对固废垃圾进一步干

燥，使得检测筒3的检测结果更为准确。

[0024] 如图1，检测筒3的底壁固定连接有搅拌电机9，搅拌电机9的输出轴上同轴转动连

接有搅拌轴10，搅拌轴10上沿长度方向周缘设有若干组搅拌叶11，当固废垃圾处于检测筒3

时，操作人员驱动搅拌电机9转动，搅拌电机9带动搅拌轴10转动，进而搅拌轴10带动搅拌叶

11转动，搅拌叶11将堆在一起的固废垃圾分开，使得检测筒3更好的检测固废垃圾。

[0025] 如图1，离心筒71内连通有抽气管12，抽气管12远离离心筒71的一侧连接有抽气机

13，抽气机13连接有储气罐14，操作人员驱动抽气机13转动，抽气机13通过抽气管12将离心

筒71检测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到集气罐内，集气罐对废气起到保存作用，减少废气排出对外

界环境造成影响，储气罐14通过管道连接有活性炭吸附箱15，活性炭吸附箱15通过管道连

通有回收箱16，回收箱16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磁性吸附层17，回收箱16连通有喷淋塔18，喷淋

塔18上开设有出气口19，操作人员将储气罐14内的废气通过管道抽到活性炭吸附箱15内，

活性炭吸附箱15吸收废气中的异味，然后废气流通入回收箱16内，回收箱16内壁的磁性吸

附层17将废气内的金属吸附，然后废气流动到喷淋塔18内，喷淋塔18内喷水吸收融入水的

废气，打开出气口19将清洁好的废气排出。

[0026] 如图1，盖板2相对检测筒3的一侧固设有第一磁层20，检测筒3朝向检测筒3的一侧

设有第二磁层21，盖板2与检测筒3之间的间隙外侧包裹有密封环22，操作人员将盖板2盖在

检测筒3上时，第一磁层20与第二第二磁层21相互吸附，使得盖板2与检测筒3之间的间隙减

小，然后在盖板2与检测筒3的间隙外套设密封环22，减少废气从盖板2与检测筒3之间的间

隙到外界，避免废气对外界环境造成影响的可能。

[0027] 如图1，盖板2的外侧固设有第二抽水机23，第二抽水机23的输出端套设有进水管

24，进水管24延伸入检测筒3内，进水管24的出水口处固设有喷头25，需要对检测筒3内侧清

洗时，操作人员驱动第二抽水机23将水从进水管24抽到喷头25处，然后喷头25对检测筒3进

行喷洗，使得检测筒3内壁变得洁净，便于下一次检测筒3继续检测固废垃圾。

[0028] 操作步骤：需要对固废垃圾进行离心脱水时，操作人员通过吊机将固废垃圾放入

离心筒71内，驱动电动机74转动，电动机74带动转轴75转动，进而，转轴75带动离心筒71转

动，离心筒71带动固废垃圾转动，固废垃圾内含有的水在离心力作用下脱水，水从出水孔72

排到储水筒78内，过滤网73对固废垃圾进行阻挡，此时，滑板76在滑槽77内滑动，滑槽77对

滑板76起到限位作用，减少离心筒71在转动过程中错位的可能，当离心筒71离心操作结束

以后，操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水机710转动，第一抽水机710通过抽水管79将储水筒78内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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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出外界，然后驱动驱动电机712转动，驱动电机712带动转杆711转动，转杆711带动储水筒

78转动，当储水筒78的开口处朝向检测筒3，打开盖板2，固废垃圾在重力作用下掉到检测筒

3内，操作人员将盖板2盖好，蒸汽管8对固废垃圾进一步干燥，使得检测筒3的检测结果更为

准确。

[0029]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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