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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

再利用系统，包括自动入料子系统、分拣子系统、

破碎子系统、搅合脱水子系统、生物降解子系统、

油水分离子系统、除臭杀菌子系统以及检测系

统。分拣子系统用于分拣分离出餐厨垃圾中的生

活垃圾和渗滤液。破碎子系统用于破碎生活垃

圾，并破碎成直径为10‑30mm的颗粒物。搅合脱水

子系统用于搅合颗粒物，并对搅合后的颗粒物进

行挤压脱水。生物降解子系统用于对挤压脱水后

的颗粒物中的餐厨废弃物进行生物降解。油水分

离子系统用于接收渗滤液、破碎子系统破碎产生

的稀释水、搅合脱水子系统挤压脱水产生的液体

混合成的混合液，且油水分离混合液，并分离以

获取达标废水和油脂。本发明可以充分利用餐厨

垃圾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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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自动入料子系统、分拣

子系统、破碎子系统、搅合脱水子系统、生物降解子系统、油水分离子系统、除臭杀菌子系统

以及检测系统；

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用于将体积达到一个预设体积的所述餐厨垃圾输送至所述分拣

子系统；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包括垃圾收集容器、红外传感器、入料控制器和自动提升机；

所述垃圾收集容器用于收容所述餐厨垃圾，所述红外传感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分别安装在

所述垃圾收集容器的顶部的两侧；在所述餐厨垃圾达到所述预设体积时，所述餐厨垃圾遮

住所述红外传感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的光路，使所述红外传感器发出断开信号，并传

输至所述入料控制器；所述入料控制器在接收到所述断开信号时，驱动所述自动提升机提

升所述垃圾收集容器；所述垃圾收集容器沿着一个预设轨道上升，且所述预设轨道的顶部

具有弧形结构，所述垃圾收集容器在上升并通过所述弧形结构时，产生倾斜并将所述餐厨

垃圾输送至所述分拣子系统；在所述红外传感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的光路未遮断达到

一个预设时间时，所述红外传感器发送闭合信号至所述入料控制器，所述入料控制器驱动

所述自动提升机拉动所述垃圾收集容器下降至原位；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还包括储藏箱、

送料开关、输送带以及重量检测装置；所述储藏箱的数量为多个，且多个所述储藏箱分别设

置在多个用户的厨房，以收集对应的用户的餐厨垃圾；送料开关设置在所述储藏箱的底部

或者侧面上开设的入料口中，并用于打开或者关闭所述入料口，且所述入料口连通输送带；

所述输送带用于传输垃圾至所述垃圾收集容器中；在送料开关打开时，所述送料开关打开

所述储藏箱，使餐厨垃圾落入所述输送带上；而在所述送料开关关闭时，所述储藏箱与所述

输送带之间的通道断开；所述重量检测装置用于检测储藏箱以及位于储藏箱中的餐厨垃圾

的重量，并将对应的重量信息传输至所述入料控制器；所述入料控制器中预设一个餐厨垃

圾重量极限值，在重量检测装置检测到餐厨垃圾的重量超过所述餐厨垃圾重量极限值时，

所述入料控制器打开所述送料开关，使储藏箱中的餐厨垃圾通过所述输送带传输至所述垃

圾收集容器中，进而传输至所述分拣子系统；

所述分拣子系统用于分拣分离出所述餐厨垃圾中的生活垃圾和渗滤液；所述分拣子系

统包括甩干装置和含水量传感器，所述甩干装置用于通过离心旋转所述餐厨垃圾以甩干所

述餐厨垃圾，所述含水量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甩干装置中餐厨垃圾的含水量；所述分拣子

系统在所述含水量传感器检测的含水量低于一个预设含水量时，驱动所述甩干装置停止甩

干；

所述破碎子系统用于破碎所述生活垃圾，并通过加水稀释以破碎成直径为10-30mm的

颗粒物；

所述搅合脱水子系统用于搅合所述颗粒物，并对搅合后的颗粒物进行挤压脱水，使含

水率在40%-60%之间；

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内设置微生物降解菌，并用于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中的餐厨废

弃物进行生物降解并产生供回收利用的有机肥；在生物降解的过程中，所述生物降解子系

统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行搅拌、恒温加热、通风烘干；

所述油水分离子系统用于接收所述渗滤液、所述破碎子系统破碎产生的稀释水、所述

搅合脱水子系统挤压脱水产生的液体混合成的混合液，且对所述混合液电解、气浮、水解酸

化以及生化工艺处理以油水分离所述混合液，并分离以获取达标废水和油脂；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365492 B

2



所述除臭杀菌子系统用于通过高能UV紫外线光束去除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中产生的

恶臭气体和杀灭细菌；

所述检测系统用于实时检测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中入料的重量、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

中的餐厨废弃物的温度和PH，并将所述重量、所述温度和所述PH远程传输至一个预设的餐

厨物联网监控平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系统

包括GPS定位模块，且所述GPS定位模块用于检测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的位置信息，并通过

一个无线传输模块将所述位置信息远程传输至所述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系统

还包括称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ph值传感器；所述称重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自动入料子

系统中入料的重量，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中的餐厨废弃物的温

度，所述ph值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中的餐厨废弃物的PH。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系统

还包括多个监控探头；多个监控探头用于分别采集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所述分拣子系统、

所述破碎子系统、所述搅合脱水子系统、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所述油水分离子系统以及所

述除臭杀菌子系统中的图像信息；所述检测系统通过所述无线传输模块将所述图像信息远

程传输至所述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降解

子系统包括生化反应舱，且所述生化反应舱用于生物降解所述餐厨废弃物；所述生化反应

舱的前端设置固-水-油生物相的分离与去除结构，以分离和去除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中的

动植物油脂。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化反应

舱还用于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行好氧发酵处理；所述生化反应舱通过强制通风与内部

搅拌翻堆相结合的方式，使所述颗粒物中的挥发性有机质降解效率达到70%以上，并灭活所

述颗粒物中的寄生虫、寄生卵、病原菌以及病毒。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破碎子系统包括湿法粉碎机，且所述湿法粉碎机用于湿法破碎所述生活垃圾；

所述搅合脱水子系统包括搅拌机和螺旋挤压脱水机；所述搅拌机用于搅合所述搅合脱

水子系统中的所述颗粒物，所述螺旋挤压脱水机用于对所述搅拌机搅合后的颗粒物进行挤

压脱水，以形成含水率在50%-60%的半干物料，且将挤压脱水产生的液体稀释并通过至少一

个提升泵输送至容纳所述混合液的容器中。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除臭杀菌

子系统内设置用于去除恶臭气体的吸附碳、用于杀灭细菌的化学洗涤剂。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能UV紫

外线光束用于裂解所述恶臭气体的分子键，且所述除臭杀菌子系统通过调节所述高能UV紫

外线光束的强度以控制裂解时间小于0.01s，氧化反应时间为2-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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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餐厨垃圾处理技术领域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尤其涉及一种餐厨

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是日常生活垃圾的主要部分，在城市生活垃圾中占60-80％以上。由于食

物垃圾易腐烂，导致填埋场蚊蝇滋生、恶臭难闻，对大气及水体造成的污染也难以治理，所

含的有机成分对环境的污染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危害日益显现。

[0003] 但是，现有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是集中式处理的系统，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合

收集、分类、运输、集中处置，而餐厨垃圾同其他生活垃圾一同进行处理，浪费了餐厨垃圾的

部分回收再利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以解

决了现有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会浪费了餐厨垃圾的部分回收再利用价值的问题。

[0005]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包括

自动入料子系统、分拣子系统、破碎子系统、搅合脱水子系统、生物降解子系统、油水分离子

系统、除臭杀菌子系统以及检测系统；

[0006] 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用于将体积达到一个预设体积的所述餐厨垃圾输送至所述

分拣子系统；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包括垃圾收集容器、红外传感器、入料控制器和自动提升

机；所述垃圾收集容器用于收容所述餐厨垃圾，所述红外传感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分别安

装在所述垃圾收集容器的顶部的两侧；在所述餐厨垃圾达到所述预设体积时，所述餐厨垃

圾遮住所述红外传感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的光路，使所述红外传感器发出断开信号，

并传输至所述入料控制器；所述入料控制器在接收到所述断开信号时，驱动所述自动提升

机提升所述垃圾收集容器；所述垃圾收集容器沿着一个预设轨道上升，且所述预设轨道的

顶部具有弧形结构，所述垃圾收集容器在上升并通过所述弧形结构时，产生倾斜并将所述

餐厨垃圾输送至所述分拣子系统；在所述红外传感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的光路未遮断

达到一个预设时间时，所述红外传感器发送闭合信号至所述入料控制器，所述入料控制器

驱动所述自动提升机拉动所述垃圾收集容器下降至原位；

[0007] 所述分拣子系统用于分拣分离出所述餐厨垃圾中的生活垃圾和渗滤液；所述分拣

子系统包括甩干装置和含水量传感器，所述甩干装置用于通过离心旋转所述餐厨垃圾以甩

干所述餐厨垃圾，所述含水量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甩干装置中餐厨垃圾的含水量；所述分

拣子系统在所述含水量传感器检测的含水量低于一个预设含水量时，驱动所述甩干装置停

止甩干；

[0008] 所述破碎子系统用于破碎所述生活垃圾，并通过加水稀释以破碎成直径为10-

30mm的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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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搅合脱水子系统用于搅合所述颗粒物，并对搅合后的颗粒物进行挤压脱水，

使含水率在40％-60％之间；

[0010] 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内设置微生物降解菌，并用于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中的餐

厨废弃物进行生物降解并产生供回收利用的有机肥；在生物降解的过程中，所述生物降解

子系统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行搅拌、恒温加热、通风烘干；

[0011] 所述油水分离子系统用于接收所述渗滤液、所述破碎子系统破碎产生的稀释水、

所述搅合脱水子系统挤压脱水产生的液体混合成的混合液，且对所述混合液电解、气浮、水

解酸化以及生化工艺处理以油水分离所述混合液，并分离以获取达标废水和油脂；

[0012] 所述除臭杀菌子系统用于通过高能UV紫外线光束去除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中产

生的恶臭气体和杀灭细菌；

[0013] 所述检测系统用于实时检测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中入料的重量、所述生物降解子

系统中的餐厨废弃物的温度和PH，并将所述重量、所述温度和所述PH远程传输至一个预设

的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检测系统包括GPS定位模块，且GPS定位模块所

述用于检测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的位置信息，并通过一个无线传输模块将所述位置信息远

程传输至所述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检测系统还包括称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ph值传感器；所述称重

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中入料的重量，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生物降

解子系统中的餐厨废弃物的温度，所述ph值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中的餐厨

废弃物的PH。

[0016] 再进一步地，所述检测系统还包括多个监控探头；多个监控探头用于分别采集所

述自动入料子系统、所述分拣子系统、所述破碎子系统、所述搅合脱水子系统、所述生物降

解子系统、所述油水分离子系统以及所述除臭杀菌子系统中的图像信息；所述检测系统通

过所述无线传输模块将所述图像信息远程传输至所述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

[001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8] 所述自动入料子系统还包括储藏箱、送料开关、输送带以及重量检测装置；

[0019] 所述储藏箱的数量为多个，且多个储藏箱分别设置在多个用户的厨房，以收集对

应的用户的餐厨垃圾；

[0020] 所述送料开关设置在所述储藏箱的底部或者侧面上开设的入料口中，并用于打开

或者关闭所述入料口，且所述入料口连通所述输送带；

[0021] 所述输送带用于传输垃圾至所述垃圾收集容器中；

[0022] 重量检测装置用于检测所述储藏箱内的所述餐厨垃圾的重量，并将检测的重量信

息传输至所述入料控制器；

[0023] 在所述重量检测装置检测到餐厨垃圾的重量超过一个预设餐厨垃圾重量极限值

时，所述入料控制器打开送料开关，使所述储藏箱中的餐厨垃圾通过所述输送带传输至所

述垃圾收集容器中。

[0024]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生物降解子系统包括生化反应舱，且所述生化

反应舱用于生物降解所述餐厨废弃物；所述生化反应舱的前端设置固-水-油生物相的分离

与去除结构，以分离和去除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中的动植物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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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进一步地，所述生化反应舱还用于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行好氧发酵处理；所

述生化反应舱通过强制通风与内部搅拌翻堆相结合的方式，使所述颗粒物中的挥发性有机

质降解效率达到70％以上，并灭活所述颗粒物中的寄生虫(卵)、病原菌以及病毒。

[002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破碎子系统包括湿法粉碎机，且所述湿法粉碎

机用于湿法破碎所述生活垃圾；

[0027] 所述搅合脱水子系统包括搅拌机和螺旋挤压脱水机；所述搅拌机用于搅合所述搅

合脱水子系统中的所述颗粒物，所述螺旋挤压脱水机用于对所述搅拌机搅合后的颗粒物进

行挤压脱水，以形成含水率在50％-60％的半干物料，且将挤压脱水产生的液体稀释并通过

至少一个提升泵输送至容纳所述混合液的容器中。

[002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除臭杀菌子系统内设置用于去除恶臭气体的吸

附碳、用于杀灭细菌的化学洗涤剂。

[002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高能UV紫外线光束用于裂解所述恶臭气体的分

子键，且所述除臭杀菌子系统通过调节所述高能UV紫外线光束的强度以控制裂解时间小于

0.01s，氧化反应时间为2-3s。

[0030] 本发明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通过分拣子系统分拣分离出餐厨垃

圾中的生活垃圾和渗滤液，以进行第一次固液分离，破碎子系统进一步将生活垃圾破碎成

颗粒物，对颗粒物进行挤压脱水，实现第二次固液分离，充分将餐厨垃圾中的固体和液体分

离。本发明通过生物降解子系统中的微生物降解菌产生的多种酶将经两次分离后的固体降

解，并产生对应的有机肥，有机肥可被回收再利用，如可作为肥料和高蛋白饲料；而经两次

分离的液体以及稀释水等组成混合液，通过油水分离子系统进行电解、气浮、水解酸化以及

生化工艺处理后油水分离，产生得到的废水达标排放，而油脂可以被再次回收以进行再利

用，使得充分利用了餐厨垃圾的有益资源，同时也避免了餐厨垃圾产生的污染，节能环保。

[0031] 在本发明中，除臭杀菌子系统还在生物降解过程中对产生的恶臭气体进行除臭和

灭菌，防止腐臭，健康卫生，避免恶臭气体产生的污染。而检测系统可以检测餐厨垃圾的实

时入料重量，餐厨垃圾降解处理过程中各个子系统的图像信息，以及生物降解过程中餐厨

废弃物的温度和PH，并传输至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并形成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就地处理的

大数据系统，以便于监测人员实时监测餐厨垃圾的处理过程，方便快捷，且能提高餐厨垃圾

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0032] 本发明可以充分将餐厨垃圾进行回收和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率不低于80％，可以

充分利用餐厨垃圾的剩余价值，同时本发明的工艺可以就地对餐厨垃圾进行处理，可以避

免将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一同运输，节省运输成本，同时及时地对餐厨垃圾进行了快速的

降解，提高餐厨垃圾的降解效率。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的系统框架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就地处理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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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请参阅图1，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其包括自动

入料子系统、分拣子系统、破碎子系统、搅合脱水子系统、生物降解子系统、油水分离子系

统、除臭杀菌子系统以及检测系统。

[0038] 自动入料子系统用于将体积达到一个预设体积的餐厨垃圾输送至分拣子系统。自

动入料子系统包括垃圾收集容器、红外传感器、入料控制器和自动提升机。垃圾收集容器用

于收容餐厨垃圾，红外传感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分别安装在垃圾收集容器的顶部的两侧。

在餐厨垃圾达到预设体积时，餐厨垃圾遮住红外传感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的光路，使

红外传感器发出断开信号，并传输至入料控制器；入料控制器在接收到断开信号时，驱动自

动提升机提升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容器沿着一个预设轨道上升，且预设轨道的顶部具

有弧形结构，垃圾收集容器在上升并通过弧形结构时，产生倾斜并将餐厨垃圾输送至分拣

子系统。在红外传感器的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的光路未遮断达到一个预设时间时，红外传

感器发送闭合信号至入料控制器，入料控制器驱动自动提升机拉动垃圾收集容器下降至原

位。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自动入料子系统还可包括储藏箱、送料开关、输送带以及重量检

测装置。储藏箱的数量可以为多个，并且多个储藏箱分别设置在多个用户的厨房，以收集对

应的用户的餐厨垃圾。送料开关设置在储藏箱的底部或者侧面上开设的入料口中，并用于

打开或者关闭入料口，且入料口连通输送带。输送带用于传输垃圾至垃圾收集容器中。在送

料开关打开时，送料开关打开储藏箱，使餐厨垃圾落入输送带上；而在送料开关关闭时，储

藏箱与输送带之间的通道断开。重量检测装置用于检测储藏箱以及位于储藏箱中的餐厨垃

圾的重量，并将对应的重量信息传输至入料控制器。入料控制器中预设一个餐厨垃圾重量

极限值，在重量检测装置检测到餐厨垃圾的重量超过餐厨垃圾重量极限值时，入料控制器

打开送料开关，使储藏箱中的餐厨垃圾通过输送带传输至垃圾收集容器中，进而传输至分

拣子系统。

[0040] 分拣子系统用于分拣分离出餐厨垃圾中的生活垃圾和渗滤液。分拣子系统包括甩

干装置和含水量传感器，甩干装置用于通过离心旋转餐厨垃圾以甩干餐厨垃圾，含水量传

感器用于检测甩干装置中餐厨垃圾的含水量。分拣子系统在含水量传感器检测的含水量低

于一个预设含水量时，驱动甩干装置停止甩干。甩干装置可采用现有的离心式垃圾分拣机，

并通过垃圾分拣机对餐厨垃圾进行分拣。在分拣时，可将塑料制品、方便面盒、易拉罐、玻璃

瓶、碗盘碟子、勺子、筷子等生活垃圾分拣分离出来。

[0041] 破碎子系统用于破碎生活垃圾，并通过加水稀释以破碎成直径为10-30mm的颗粒

物。其中，破碎子系统可包括湿法粉碎机，且湿法粉碎机用于湿法破碎生活垃圾。在湿法破

碎生活垃圾时，需要对物料供水并调节物料的流量，使得物料被均匀破碎，保证破碎的质

量。

[0042] 搅合脱水子系统用于搅合颗粒物，并对搅合后的颗粒物进行挤压脱水，使含水率

在40％-60％之间。更为具体地，搅合脱水子系统包括搅拌机和螺旋挤压脱水机。搅拌机用

于搅拌搅合脱水子系统中的颗粒物，螺旋挤压脱水机用于对搅拌机搅合后的颗粒物进行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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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脱水，以形成含水率在50％-60％的半干物料，且将挤压脱水产生的液体稀释并通过至少

一个提升泵输送至容纳混合液的容器中。

[0043] 生物降解子系统内设置微生物降解菌，并用于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中的餐厨废

弃物(如果蔬、菜叶、菜根、食品残渣、鸡鸭鱼肉废弃物、虾蟹壳、蛋壳、骨头和泔脚等)进行生

物降解并产生供回收利用的有机肥。在生物降解的过程中，生物降解子系统对挤压脱水后

的颗粒物进行搅拌、恒温加热、通风烘干。其中，微生物降解菌产生的方法为：监测堆肥过程

中温度、pH、水溶性COD、电导率、TS、VS、蛋白质、纤维素、脂肪和酶活性的变化，并确定对应

的耐高盐的堆肥微生物复合菌剂的接种量与接种时间、含水率、环境温度和搅拌频率的关

系，以产生相应的微生物降解菌。

[0044]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生物降解子系统包括生化反应舱，且生化反应舱用于生物降

解餐厨废弃物。生化反应舱的前端设置固-水-油生物相的分离与去除结构，以分离和去除

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中的95％以上的动植物油脂。生化反应舱还用于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

物进行好氧发酵处理；生化反应舱通过强制通风与内部搅拌翻堆相结合的方式，使颗粒物

中的挥发性有机质降解效率达到70％以上，并灭活颗粒物中的寄生虫(卵)、病原菌以及病

毒。

[0045] 除臭杀菌子系统用于通过高能UV紫外线光束去除生物降解子系统中产生的恶臭

气体和杀灭细菌。在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行生物降解时，通过高能UV紫外线光束裂解

生物降解所产生的恶臭气体的分子键，以改变恶臭气体的分子链结构，并使有机高分子恶

臭化合物分子链断裂，高能UV紫外线光束裂解恶臭气体中细菌的分子键，从而去除恶臭气

体和杀灭细菌。高能UV紫外线光束及臭氧进行协同分解氧化反应，使恶臭气体物质降解转

化成低分子化合物、水和二氧化碳等。在裂解分子键时，控制裂解时间小于0.01s，氧化反应

时间为2-3s。并且，在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行生物降解时，在使用高能UV紫外线光束的

同时，除臭杀菌子系统内还可设置化学洗涤剂和吸附碳，化学洗涤剂用于杀灭细菌，吸附碳

用于吸附以去除恶臭气体。

[0046] 检测系统用于实时检测自动入料子系统中入料的重量、生物降解子系统中的餐厨

废弃物的温度和PH，并将入料的重量、温度和PH远程传输至一个预设的餐厨物联网监控平

台。其中，检测系统可包括称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ph值传感器。称重传感器用于检测自

动入料子系统中入料的重量，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生物降解子系统中的餐厨废弃物的温

度，ph值传感器用于检测生物降解子系统中的餐厨废弃物的PH。

[0047] 在一些实施例中，检测系统还可包括GPS定位模块，且GPS定位模块用于检测自动

入料子系统的位置信息，并通过一个无线传输模块将位置信息远程传输至餐厨物联网监控

平台。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检测系统还可包括多个监控探头。多个监控探头用于分别采集

自动入料子系统、分拣子系统、破碎子系统、搅合脱水子系统、生物降解子系统、油水分离子

系统以及除臭杀菌子系统中的图像信息。检测系统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将图像信息远程传输

至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

[0049] 其中，上述入料的重量、温度、PH以及图像信息构成处理数据，餐厨物联网监控平

台可以采集处理数据，并在通过至少一个显示屏显示各个餐厨垃圾处理地(即自动入料子

系统所在地)的位置信息以及对应的处理数据。如此，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将各个处理地的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09365492 B

8



各种处理数据汇总，并形成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就地处理工艺的大数据系统，餐厨物联网监

控平台的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监测各个处理地的餐厨垃圾的处理过程，方便快捷，且能提

高餐厨垃圾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0050]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通过分拣子系统分拣

分离出餐厨垃圾中的生活垃圾和渗滤液，以进行第一次固液分离，破碎子系统进一步将生

活垃圾破碎成颗粒物，对颗粒物进行挤压脱水，实现第二次固液分离，充分将餐厨垃圾中的

固体和液体分离。本实施例通过生物降解子系统中的微生物降解菌产生的多种酶将经两次

分离后的固体降解，并产生对应的有机肥，有机肥可被回收再利用，如可作为肥料和高蛋白

饲料；而经两次分离的液体以及稀释水等组成混合液，通过油水分离子系统进行电解、气

浮、水解酸化以及生化工艺处理后油水分离，产生得到的废水达标排放，而油脂可以被再次

回收以进行再利用，使得充分利用了餐厨垃圾的有益资源，同时也避免了餐厨垃圾产生的

污染，节能环保。

[0051] 在本实施例中，除臭杀菌子系统还在生物降解过程中对产生的恶臭气体进行除臭

和灭菌，防止腐臭，健康卫生，避免恶臭气体产生的污染。而检测系统可以检测餐厨垃圾的

实时入料重量，餐厨垃圾降解处理过程中各个子系统的图像信息，以及生物降解过程中餐

厨废弃物的温度和PH，并传输至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并形成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就地处理

的大数据系统，以便于监测人员实时监测餐厨垃圾的处理过程，方便快捷，且能提高餐厨垃

圾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0052] 本实施例可以充分将餐厨垃圾进行回收和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率不低于80％，可

以充分利用餐厨垃圾的剩余价值，同时本实施例的工艺可以就地对餐厨垃圾进行处理，可

以避免将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一同运输，节省运输成本，同时及时地对餐厨垃圾进行了快

速的降解，提高餐厨垃圾的降解效率。

[0053] 实施例2

[0054] 请参阅图2，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就地处理工艺，其应用在实施

例1的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循环再利用系统中，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就地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

[0055] (1)自动入料以及称重

[0056] 通过远程称重传感器实时对餐厨垃圾称重，并通过自动提升机将餐厨垃圾自动入

料至下一步骤；其中，将餐厨垃圾的称重数据传输至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

[0057] (2)分拣和破碎

[0058] 分拣分离出餐厨垃圾中的生活垃圾和渗滤液，并将分离出的生活垃圾破碎成直径

为10-30mm的颗粒物；其中，分拣生活垃圾时，可以通过人工分拣(如现有的垃圾分类处理方

式)出塑料制品、方便面盒、易拉罐、玻璃瓶、碗盘碟子、勺子、筷子等生活垃圾；而分拣出的

物料可通过破碎机进行破碎。当然，在分拣生活垃圾时，还可采用现有的自动分拣装置对生

活垃圾进行分拣。而在破碎生活垃圾时，采用湿法破碎法，对物料供水并调节物料的流量。

[0059] (3)脱水和输送

[0060] 破碎的10-30mm颗粒状物料搅合在一起，通过挤压脱水去除大部分水份，含水率控

制在40％-60％，脱水的同时进行物料输送并转移至下一步骤。在挤压脱水搅合后的颗粒物

时，使颗粒物高速旋转并脱水，以形成含水率在50％-60％的半干物料，且将挤压脱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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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液体稀释并通过至少一个提升泵输送至容纳混合液的容器中。

[0061] (4)生化反应处理

[0062] 通过微生物降解菌产生多种酶，以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中的餐厨废弃物(如果

蔬、菜叶、菜根、食品残渣、鸡鸭鱼肉废弃物、虾蟹壳、蛋壳、骨头和泔脚等)进行生物降解并

产生供回收利用的有机肥；在生物降解的过程中，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行搅拌、恒温加

热、通风烘干等辅助工艺。在本实施例中，对餐厨废弃物进行生物降解的反应装置可为生化

反应舱，且生化反应舱的前端设置固-水-油生物相的分离与去除结构，以分离和去除挤压

脱水后的颗粒物中的95％以上的动植物油脂。生化反应舱还用于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

行好氧发酵处理；生化反应舱通过强制通风与内部搅拌翻堆相结合的方式，使颗粒物中的

挥发性有机质降解效率达到70％以上，并灭活颗粒物中的寄生虫(卵)、病原菌以及病毒。

[0063] (5)油水分离

[0064] 将分拣分离出的渗滤液、破碎产生的稀释水、挤压脱水产生的液体混合成混合液，

对混合液电解、气浮、水解酸化以及生化工艺处理以油水分离混合液，使油水分离产生的废

水达标排放，并回收再利用油水分离产生的油脂。

[0065] 其中，在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行生物降解时，通过高能UV紫外线光束裂解生

物降解所产生的恶臭气体的分子键，以改变恶臭气体的分子链结构，并使有机高分子恶臭

化合物分子链断裂，高能UV紫外线光束裂解恶臭气体中细菌的分子键，从而去除恶臭气体

和杀灭细菌。高能UV紫外线光束及臭氧进行协同分解氧化反应，使恶臭气体物质降解转化

成低分子化合物、水和二氧化碳等。在裂解分子键时，控制裂解时间小于0.01s，氧化反应时

间为2-3s。并且，在对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进行生物降解时，在使用高能UV紫外线光束的同

时，还可以通过化学洗涤剂和吸附碳去除恶臭气体和杀灭细菌。

[0066] 在步骤(1)中，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用于采集和远程监控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就地

处理工艺中产生的处理数据。其中，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通过至少一个温度传感器检测生

物降解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过程中的温度，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通过多个监控探头分别采

集分拣分离餐厨垃圾过程、搅合和挤压脱水颗粒物过程、生物降解挤压脱水后的颗粒物过

程中的图像。在本实施例中，处理数据包括温度传感器检测的温度信息、监控探头采集的图

像信息，当然，在其他实施例中，处理数据还可以为工艺过程中的其他数据。餐厨物联网监

控平台通过多个GPS定位模块分别采集多个餐厨垃圾处理地的位置信息，且将每个餐厨垃

圾处理地与其处理数据相对应。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通过至少一个显示屏显示各个餐厨垃

圾处理地的位置信息以及对应的处理数据。如此，餐厨物联网监控平台将各个处理地的各

种处理数据汇总，并形成餐厨垃圾快速降解就地处理工艺的大数据系统，餐厨物联网监控

平台的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监测各个处理地的餐厨垃圾的处理过程，方便快捷，且能提高

餐厨垃圾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0067] 在本实施例中，微生物降解菌产生的方法为：监测堆肥过程中温度、pH、水溶性

COD、电导率、TS、VS、蛋白质、纤维素、脂肪和酶活性的变化，并确定对应的耐高盐的堆肥微

生物复合菌剂的接种量与接种时间、含水率、环境温度和搅拌频率的关系，以产生相应的微

生物降解菌。

[006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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