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172923.X

(22)申请日 2019.07.24

(73)专利权人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730021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镇

窦家山36号

(72)发明人 谢伟雪　刘孝敏　万家秀　刘玉英　

(74)专利代理机构 甘肃省知识产权事务中心 

62100

代理人 王梦娜

(51)Int.Cl.

B09B 3/00(2006.01)

B09B 5/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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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

属于餐厨垃圾处理领域，解决了西北地区餐厨垃

圾油水分离不彻底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包括固液

分离装置和油水分离装置，固液分离装置和油水

分离装置之间通过液体输送管相连，还包括加热

箱，加热箱内设有加热槽,加热槽内设有加热丝，

加热箱侧部设有出风口，出风口与油水分离装置

相连通，加热箱顶部设有散热风扇，加热箱底部

设有轴流风机，固液分离装置下端设有物料输送

器，物料输送器下端设有固体收集箱。本实用新

型油水分离效果好，加热方式安全可靠，避免物

料焦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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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包括固液分离装置和油水分离装置，所述固液分离装置和

油水分离装置之间通过液体输送管相连，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加热箱（16），所述加热箱（16）

内设有加热槽（8），加热槽（8）内设有加热丝，加热箱（16）侧部设有出风口（23），所述出风口

（23）与油水分离装置相连通，加热箱（16）顶部设有散热风扇（19），加热箱（16）底部设有轴

流风机（20），固液分离装置（7）下端设有物料输送器（22），物料输送器（22）下端设有固体收

集箱（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太阳能板（17）和

蓄电池（18），所述太阳能板（17）的输出端与蓄电池（18）相连，蓄电池（18）与散热风扇（19）、

轴流风机（20）和加热槽（8）的电源端分别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加热箱（16）外壁设有

温度控制器（21）。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前处

理装置和PLC，所述前处理装置包括滤网（2）、破碎机（1）和输送管（6），所述滤网（2）设在破

碎机（1）的入料口，所述输送管（6）位于破碎机（1）下端且与固液分离装置（7）相连，输送管

（6）上设有出料阀（5），破碎机（1）外壁上端设有红外线检测器（3），所述出料阀（5）和红外线

检测器（3）均与PLC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油水分离装置包括

液体容器（11）、搅拌器（12）、餐厨油收集箱（14）、废水收集箱（15）、刮油板（13）和往复运动

机构，所述所液体容器（11）侧壁设有出油口（24），出油口（24）与餐厨油收集箱（14）相连，液

体容器（11）底部设有出水口（25），出水口（25）与废水收集箱（15）相连，出水口（25）上设有

废水出口阀门（26），所述搅拌器（12）位于液体容器（11）内，所述刮油板（13）上端与往复运

动机构相连，刮油板（13）下端伸入液体容器（11）内部且与出油口（24）下端相齐平，所述出

风口（23）连接于液体容器（11）上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往复运动机构包括

滑槽（27）、滑块（28）和曲柄连杆机构（29），所述滑块（28）位于滑槽（27）内，滑块（28）与曲柄

连杆机构（29）相连，曲柄连杆机构（29）与驱动电机（32）相连，所述刮油板（13）上端与滑块

（28）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液体容器（11）内壁设

有液位传感器（30），所述液位传感器（30）和曲柄连杆机构（29）的驱动电机（32）均与PLC相

连。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液体输送管（10）上设

有电磁阀（31），所述电磁阀（31）与PLC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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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餐厨垃圾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具有高有机物含量、高含水率、高油、高盐分的特性，直接破碎排入下水

道会增加管路的压力，堵塞甚至腐蚀下水道，也会使污水处理厂的压力增大。餐厨垃圾是城

市生活垃圾中有机相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极宝贵的有机资源。餐厨垃圾易腐烂、发

酵、发臭等，处置不当会造成环境污染，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危害。餐厨垃圾含高有机物和高

油脂，属于较高的的资源型废弃物。餐厨垃圾的有效处理能够避免地沟油重回餐桌，保证食

品卫生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同时能利用其油脂及其它有机物，降低餐厨垃圾对环境的污

染，将其变废为宝，实现餐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目标。

[0003] 对于西北地区餐厨垃圾因其自身含有高淀粉、高面粉和高辣椒粉等特点，餐厨垃

圾若不有效分离处理，易造成环境污染，产生大量恶臭物质。对于这种餐厨垃圾，由于淀粉

等对油脂的包埋，现有餐厨垃圾处理装置在油水分离时分离很不彻底，分离效率较低，如不

对油脂有效的去除分离，在收运处置过程中易造成食品卫生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以解决西北地区餐厨垃圾油水

分离不彻底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包括固液分离装置和油水分

离装置，固液分离装置和油水分离装置之间通过液体输送管相连，还包括加热箱，加热箱内

设有加热槽,加热槽内设有加热丝，加热箱侧部设有出风口，出风口与油水分离装置相连

通，加热箱顶部设有散热风扇，加热箱底部设有轴流风机，固液分离装置下端设有物料输送

器，物料输送器下端设有固体收集箱。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太阳能板和蓄电池，太阳能板的输出端与

蓄电池相连，蓄电池与散热风扇、轴流风机和加热槽的电源端分别相连。采用太阳能板提供

的清洁太阳能供应加热箱的电力，实现节约能源，绿色环保。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加热箱外壁设有温度控制器，便于控制加热箱

内的温度。温度控制器设有温度探头，对加热箱进行温度测量，探头与温度控制器相连，当

温度达到所需温度时，温度控制器的温度不再变化。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前处理装置和PLC，前处理装置包括滤网、

破碎机和输送管，滤网设在破碎机的入料口，输送管位于破碎机下端且与固液分离装置相

连，输送管上设有出料阀，破碎机外壁上端设有红外线检测器，出料阀和红外线检测器均与

PLC相连。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油水分离装置包括液体容器、搅拌器、餐厨油收集

箱、废水收集箱、刮油板和往复运动机构，所液体容器侧壁设有出油口，出油口与餐厨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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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箱相连，液体容器底部设有出水口，出水口与废水收集箱相连，出水口上设有废水出口阀

门，搅拌器位于液体容器内，刮油板上端与往复运动机构相连，刮油板下端伸入液体容器内

部且与出油口下端相齐平，出风口连接于液体容器上端。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往复运动机构包括滑槽、滑块和曲柄连杆机构，滑

块位于滑槽内，滑块与曲柄连杆机构相连，曲柄连杆机构与驱动电机相连，刮油板上端与滑

块相连。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液体容器内壁设有液位传感器，液位传感器和

曲柄连杆机构的驱动电机均与PLC相连。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液体输送管上设有电磁阀，电磁阀与PLC相连。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4] 1 .  本实用新型是针对高淀粉餐厨垃圾，对其中的油脂进行有效分离去除和处理

的设备，通过加热槽产生高温，轴流风机将热空气吹向油水分离装置的液体容器内部，对其

中的液体进行加热，边进液体边加热，加热均匀且效率高，淀粉经加热溶解，释放其中所包

埋的油脂，油脂被释放后上升至水面以上，有利于油水分离，可大幅提升油水分离效果；另

外，通过散热风扇加强了对流，一方面有利于将热空气吹向液体容器内部；另一方面有利于

加热箱的通风散热，起到保护加热箱的作用；

[0015] 2.  本实用新型首创性在油水分离装置引入加热箱调节油水分离的温度，并采用

温度控制器，有利于控制温度的高低，提高油水分离效率；本实用新型采用热风加热方式，

更安全可靠，不会导致物料焦糊；

[0016] 3.  本实用新型设计了结构简单的油水分离装置，利用搅拌器与加热箱相配合，边

搅拌边加热，有利于淀粉的溶解，且促进油脂上升，进一步提高油水分离效率，使分离更加

彻底；刮油板通过往复运动，不断将油脂刮向出油口，使油脂从水面分离；

[0017] 4.  本实用新型可实现智能化控制，当红外线检测器检测到破碎机中的餐厨垃圾

较多时，向PLC发出信号，PLC控制出料阀动作，将废料排放到固液分离装置，大大提高了设

备的利用率和工作效率；当液位传感器检测到液体容器内的液面达到指定高度时，向PLC发

出信号，PLC控制曲柄连杆机构的驱动电机开启并控制进液，刮油板开始工作；通过智能控

制可达到节能的效果，使能源得到有效利用；

[0018] 5.  本实用新型自动化程度高，使用方便，运行维护简单，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破碎机；2-滤网；3-红外线检测器；4-PLC；5-出料阀；6-输送管；7-固液分

离装置；8-加热槽；9-固体收集箱；10-液体输送管；11-液体容器；12-搅拌器；13-刮油板；

14-餐厨油收集箱；15-废水收集箱；16-加热箱；17-太阳能板；18-蓄电池；19-散热风扇；20-

轴流风机；21-温度控制器；22-物料输送器；23-出风口；24-出油口；25-出水口；26-废水出

口阀门；27-滑槽；28-滑块；29-曲柄连杆机构；30-液位传感器；31-电磁阀；32-驱动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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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如图1所示，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包括固液分离装置7和油水分离装置，固液分

离装置7和油水分离装置之间通过液体输送管10相连，还包括加热箱16，加热箱16内设有加

热槽8,加热槽8内设有加热丝，加热箱16侧部设有出风口23，出风口23与油水分离装置相连

通，加热箱16顶部设有散热风扇19，加热箱16底部设有轴流风机20，固液分离装置7下端设

有物料输送器22，物料输送器22下端设有固体收集箱9。

[0023] 还包括太阳能板17和蓄电池18，太阳能板17的输出端与蓄电池18相连，蓄电池18

与散热风扇19、轴流风机20和加热槽8的电源端分别相连。

[0024] 在加热箱16外壁设有温度控制器21。

[0025] 还包括前处理装置和PLC（4），前处理装置包括滤网2、破碎机1和输送管6，滤网2设

在破碎机1的入料口，输送管6位于破碎机1下端且与固液分离装置7相连，输送管6上设有出

料阀5，破碎机1外壁上端设有红外线检测器3，出料阀5和红外线检测器3均与PLC（4）相连。

[0026] 油水分离装置包括液体容器11、搅拌器12、餐厨油收集箱14、废水收集箱15、刮油

板13和往复运动机构，所液体容器11侧壁设有出油口24，出油口24与餐厨油收集箱14相连，

液体容器11底部设有出水口25，出水口25与废水收集箱15相连，出水口25上设有废水出口

阀门26，搅拌器12位于液体容器11内，刮油板13上端与往复运动机构相连，刮油板13下端伸

入液体容器11内部且与出油口24下端相齐平，出风口23连接于液体容器11上端。

[0027] 往复运动机构包括滑槽27、滑块28和曲柄连杆机构29，滑块28位于滑槽27内，滑块

28与曲柄连杆机构29相连，曲柄连杆机构29与驱动电机32相连，刮油板13上端与滑块28相

连。

[0028] 在液体容器11内壁设有液位传感器30，液位传感器30和曲柄连杆机构29的驱动电

机32均与PLC（4）相连。

[0029] 在液体输送管10上设有电磁阀31，电磁阀31与PLC（4）相连。

[0030] 物料输送器22采用深圳市吉鑫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气力输送器，用于输送固体物

质。

[0031] 餐厨垃圾经过滤网2将大块垃圾去除后，通过破碎机1得到适宜的粒度，当破碎机1

中的垃圾达到一定量后，红外线检测器3向PLC（4）发出信号，PLC（4）控制出料阀5动作，将废

料通过输送管6排放到固液分离装置7，之后PLC（4）控制出料阀5关闭。固液分离装置7通过

重力分离方法将餐厨垃圾中的固液进行分离，分离后的餐厨固体废物通过物料输送器22进

入固体收集箱。经分离后的液体经液体输送管10输送至油水分离装置的液体容器11内，加

热箱16内的加热槽8产生的热量被轴流风机20经出风口23吹入液体容器11内部，对油水废

液进行加热，搅拌器12进行搅拌，边进液边加热边搅拌，实现均匀加热，使淀粉溶化，淀粉中

所包埋的油脂释放出来并上升至水面上方，当液体容器11内的液面到达出油口24时，液位

传感器30向PLC（4）发出信号，PLC（4）控制电磁阀31关闭，停止进液，并控制曲柄连杆机构29

的驱动电机32开启，滑块28在曲柄连杆机构29的带动下在滑槽27内作往复运动，刮油板13

随滑块28作往复运动，不断将油脂刮向出油口24，使油脂流入餐厨油收集箱14，当液面下降

至出油口24以下时，PLC（4）接收到来自液位传感器30的信号，控制曲柄连杆机构29的驱动

电机32关闭，刮油板13停止刮油，并控制电磁阀31开启。液体容器11内的液体经油水分离

后，打开废水出口阀门26，将废水放入废水收集箱15。

[0032] 通过温度控制器21可掌握控制加热箱16内的温度，一般控制温度在40～8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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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即保证淀粉快速溶解，又保护加热箱16不受损坏。

[0033]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智能化、除油分离效率高、实现资源化利用的餐厨垃圾检测处

理与除油系统，对于西北地区高淀粉的餐厨垃圾可进行高效地油水分离，实现了餐厨垃圾

中餐厨油和淀粉等垃圾的去除。同时充分利用太阳能等绿色清洁能源维持运转，自动化程

度高，运行维护简单，实用性强。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0523370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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