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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

统，属于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其包括设置于地面

上的垃圾回收箱，垃圾回收箱分隔出四个对垃圾

分类回收的隔间，所述垃圾回收箱放置厨余垃圾

的隔间连接有对厨余垃圾制肥的处理装置，处理

装置上连接有将制成的肥料自动加入到土壤内

的自动堆肥器；所述处理装置包括固设于地面下

且与垃圾回收箱内用于回收厨余垃圾的隔间连

接的破碎机构，破碎机构上连接有将破碎后的厨

余垃圾与水分离的沥水机构，沥水机构上连接对

厨余垃圾进行降解发酵的发酵机构，自动堆肥器

与发酵机构相连并将发酵机构产生的肥料自动

制成，本发明具有能够对厨余垃圾进行回收、制

肥和再利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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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包括设置于地面(01)上的垃圾回收箱(1)，垃圾回收

箱(1)分隔出四个对垃圾分类回收的隔间(11)，其特征在于：

所述垃圾回收箱(1)放置厨余垃圾的隔间(11)连接有对厨余垃圾制肥的处理装置(2)，

处理装置(2)上连接有将制成的肥料自动加入到土壤内的自动堆肥器(3)；

所述处理装置(2)包括固设于地面(01)下且与垃圾回收箱(1)内用于回收厨余垃圾的

隔间(11)连接的破碎机构(21)，破碎机构(21)上连接有将破碎后的厨余垃圾与水分离的沥

水机构(22)，沥水机构(22)上连接对厨余垃圾进行降解发酵的发酵机构(23)，自动堆肥器

(3)与发酵机构(23)相连并将发酵机构(23)产生的肥料自动制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破碎机构(21)包

括固设于垃圾回收箱(1)上的固定箱(211)，固定箱(211)的顶部和底部均敞口设置，固定箱

(211)内转动连接有两个破碎辊(212)，其中一根破碎辊(21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驱动电机

(213)，两根破碎辊(212)远离驱动电机(213)的一端延伸出固定箱(211)并固定连接有相互

啮合的齿轮组(21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沥水机构(22)包

括固设于固定箱(211)底部的下料通道(221)，下料通道(221)上固设有向远离下料通道

(221)一端向下倾斜设置的固定筒(222)，固定筒(222)内转动连接有一个筛筒(223)，筛筒

(223)上连接有驱动筛筒(223)转动的驱动组件(22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224)

包括固定连接于下料通道(221)底部的电机一(2241)，电机一(2241)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

有主齿轮(2242)，筛筒(223)靠近下料通道(221)的一端周向固设有与主齿轮(2242)啮合的

外齿圈(224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酵机构(23)包括一个竖向设置的定位筒(231)，定位筒(231)的中部固设有水平

设置的隔栅(233)，隔栅(233)上开设有供厨余垃圾掉落至定位筒(231)底部的缺口槽

(2331)，定位筒(231)位于隔栅(233)的底部开设有卡槽(234)，卡槽(234)内水平滑移连接

有一个限位板(235)，限位板(235)上均匀开设有与缺口槽(2331)口径相同的通槽(2351)；

定位筒(231)的顶部固设有电机二(236)，电机二(236)的输出轴竖向延伸至定位筒

(231)内并沿其轴向固定连接有多组搅拌叶片(23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筒(231)的

底部固设有出料管(31)，出料管(31)的一端与定位筒(231)的底部连接，另一端与插接于地

面(01)内的自动堆肥器(3)连接，自动堆肥器(3)上开设有供肥料进入到地面(01)内的通孔

(33)，出料管(31)上固定连接有输送泵(3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回收箱(1)

的顶部对应隔间(11)的顶部铰接有盖门(12)，垃圾回收箱(1)位于隔间(11)内设置有水平

设置的载料板(13)，载料板(13)的一侧与垃圾回收箱(1)之间铰接，另一侧呈自由端，载料

板(13)与垃圾回收箱(1)铰接的一侧延伸出垃圾回收箱(1)并固定连接有驱动杆(14)，垃圾

回收箱(1)靠近载料板(13)自由端的一侧固设有弹簧插销(15)，弹簧插销(15)延伸至垃圾

回收箱(1)的隔间(11)内并抵接于载料板(13)的底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回收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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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靠近底部的位置开设有出料口(16)，垃圾回收箱(1)的外侧壁固设有出料气缸(161)，

出料气缸(161)的缸体固定连接于垃圾回收箱(1)位于出料口(16)的上方，出料气缸(161)

的活塞杆端部固设有竖向滑移连接于垃圾回收箱(1)出料口(16)处的出料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回收箱(1)

的隔间(11)内位于载料板(13)的下方设置有倾斜设置的导料板(17)，导料板(17)靠近出料

口(16)的一端向下倾斜且与垃圾回收箱(1)铰接，导料板(17)远离出料口(16)的一端底部

铰接有推料气缸(171)，推料气缸(171)的缸体铰接于垃圾回收箱(1)的隔间(11)底部，推料

气缸(171)的活塞杆端部铰接于导料板(17)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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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是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由于排出量大，成分复杂多样，

且具有污染性、资源性和社会性，需要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和社会化处理，如不能妥善处

理，就会污染环境，影响环境卫生，浪费资源，破坏生产生活安全，破坏社会和谐。垃圾处理

就是要把垃圾迅速清除，并进行无害化处理，最后加以合理的利用。当今广泛应用的垃圾处

理方法是卫生填埋、高温堆肥和焚烧。垃圾处理的目的是无害化、资源化和减量化。

[0003] 餐厨垃圾是居民在生活消费过程中形成的生活废物，极易腐烂变质，散发恶臭，传

播细菌和病毒。餐厨垃圾主要成分包括米和面粉类食物残余、蔬菜、动植物油、肉骨等，从化

学组成上，有淀粉、纤维素、蛋白质、脂类和无机盐。厨余的主要特点是有机物含量丰富，专

家认为，营养丰富的餐厨垃圾是宝贵的可再生资源。但由于尚未引起重视，处置方法不当，

它已成为影响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潜在危险源。虽然处置不当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餐

厨垃圾也并非一无是处。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何炳光指出，餐厨垃圾具有废物与资源

的双重特性，可以说是典型的“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0004] 因此，对厨余垃圾进行处理和再利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能够对厨余垃圾进行回收、

制肥和再利用。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包括设置于地面上的垃圾回收箱，垃圾回收箱分隔出

四个对垃圾分类回收的隔间，所述垃圾回收箱放置厨余垃圾的隔间连接有对厨余垃圾制肥

的处理装置，处理装置上连接有将制成的肥料自动加入到土壤内的自动堆肥器；所述处理

装置包括固设于地面下且与垃圾回收箱内用于回收厨余垃圾的隔间连接的破碎机构，破碎

机构上连接有将破碎后的厨余垃圾与水分离的沥水机构，沥水机构上连接对厨余垃圾进行

降解发酵的发酵机构，自动堆肥器与发酵机构相连并将发酵机构产生的肥料自动制成。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将厨余垃圾放置于垃圾回收箱对应的隔间内，垃圾回收箱内

的厨余垃圾自动进入破碎机构内，破碎机构将厨余垃圾打碎，打碎的厨余垃圾进入到沥水

机构内，沥水机构将厨余垃圾中含有的水分甩出，与水分离后的厨余垃圾进入到发酵机构，

发酵机构对厨余垃圾发酵并制成废料，制成的肥料进入到自动堆肥器中，自动堆肥器将垃

圾自动注入到地下，实现对厨余垃圾的回收、制肥和再利用。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破碎机构包括固设于垃圾回收箱上的固定箱，固定箱

的顶部和底部均敞口设置，固定箱内转动连接有两个破碎辊，其中一根破碎辊的一端固定

连接有驱动电机，两根破碎辊远离驱动电机的一端延伸出固定箱并固定连接有相互啮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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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组。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厨余垃圾经垃圾回收箱掉落至固定箱内，驱动电机转动，驱动

固定箱内的破碎辊对厨余垃圾进行破碎。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沥水机构包括固设于固定箱底部的下料通道，下料通

道上固设有向远离下料通道一端向下倾斜设置的固定筒，固定筒内转动连接有一个筛筒，

筛筒上连接有驱动筛筒转动的驱动组件。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当破碎后的厨余垃圾进入筛筒后，驱动组件驱动晒用转动，将

进入到筛筒内的厨余垃圾中的水甩出，减少厨余垃圾中含有的水分值。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组件包括固定连接于下料通道底部的电机一，电

机一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主齿轮，筛筒靠近下料通道的一端周向固设有与主齿轮啮合的

外齿圈。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电机一转动，即能带动筛筒转动，破碎后的厨余垃圾进行筛筒

后，筛筒转动，使厨余垃圾中的水经筛筒的网孔沥出，能够达到去除厨余垃圾中水分的效

果。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发酵机构包括一个竖向设置的定位筒，定位筒的中部

固设有水平设置的隔栅，隔栅上开设有供厨余垃圾掉落至定位筒底部的缺口槽，定位筒位

于隔栅的底部开设有卡槽，卡槽内水平滑移连接有一个限位板，限位板上均匀开设有与缺

口槽口径相同的通槽；定位筒的顶部固设有电机二，电机二的输出轴竖向延伸至定位筒内

并沿其轴向固定连接有多组搅拌叶片。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对垃圾进行降解时，需要向厨余垃圾中加入微生物菌，将微生

物菌加入到定位筒内，搅拌叶片将微生物菌和厨余垃圾搅拌均匀，再拉动限位板至通槽与

缺口槽连通时，使隔栅上堆积的厨余垃圾掉落至定位筒的底部进行降解和发酵。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定位筒的底部固设有出料管，出料管的一端与定位筒

的底部连接，另一端与插接于地面内的自动堆肥器连接，自动堆肥器上开设有供肥料进入

到地面内的通孔，出料管上固定连接有输送泵。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自动堆肥器插接于地面内，输送泵能够使定位筒底部的肥料

经出料管进入到自动堆肥器中，最后经自动堆肥器进入到地面，对地面施肥。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垃圾回收箱的顶部对应隔间的顶部铰接有盖门，垃圾

回收箱位于隔间内设置有水平设置的载料板，载料板的一侧与垃圾回收箱之间铰接，另一

侧呈自由端，载料板与垃圾回收箱铰接的一侧延伸出垃圾回收箱并固定连接有驱动杆，垃

圾回收箱靠近载料板自由端的一侧固设有弹簧插销，弹簧插销延伸至垃圾回收箱的隔间内

并抵接于载料板的底部。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弹簧插销延伸至垃圾回收箱的隔间内并抵接于载料板的底

部，对载料板起支撑作用，打开盖门将垃圾倒入到载料板上，载料板能够防止隔间底部的垃

圾臭味向外泄露，关上盖门后，向外拉动弹簧插销，使载料板在上的厨余垃圾在重力的作用

下推动载料板向下翻转，便于载料板上的厨余垃圾掉落至隔间内。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垃圾回收箱侧壁靠近底部的位置开设有出料口，垃圾

回收箱的外侧壁固设有出料气缸，出料气缸的缸体固定连接于垃圾回收箱位于出料口的上

方，出料气缸的活塞杆端部固设有竖向滑移连接于垃圾回收箱出料口处的出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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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出料气缸的活塞杆收回，即能带动出料门向上运动以将出料

口打开，便于垃圾回收箱的隔间内的厨余垃圾从出料口进入到固定箱内。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垃圾回收箱的隔间内位于载料板的下方设置有倾斜设

置的导料板，导料板靠近出料口的一端向下倾斜且与垃圾回收箱铰接，导料板远离出料口

的一端底部铰接有推料气缸，推料气缸的缸体铰接于垃圾回收箱的隔间底部，推料气缸的

活塞杆端部铰接于导料板的底部。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当载料板上的厨余垃圾掉落至导料板以后堆积于导料板上，

出料气缸的活塞杆收回，将出料口打开，推料气缸的活塞杆伸长，使导料板朝向出料口的方

向翻转，即能将导料板上的垃圾从出料口倒出。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在垃圾回收箱分隔出四个对垃圾分类回收的隔间，垃圾回收箱连接有固设于地

面下且与垃圾回收箱内用于回收厨余垃圾的隔间连接的破碎机构，破碎机构上连接有将破

碎后的厨余垃圾与水分离的沥水机构，沥水机构上连接对厨余垃圾进行降解发酵的发酵机

构，自动堆肥器与发酵机构相连并将发酵机构产生的肥料自动制成，将厨余垃圾放置于垃

圾回收箱对应的隔间内，垃圾回收箱内的厨余垃圾自动进入破碎机构内，破碎机构将厨余

垃圾打碎，打碎的厨余垃圾进入到沥水机构内，沥水机构将厨余垃圾中含有的水分甩出，与

水分离后的厨余垃圾进入到发酵机构，发酵机构对厨余垃圾发酵并制成废料，制成的肥料

进入到自动堆肥器中，自动堆肥器将垃圾自动注入到地下，实现对厨余垃圾的回收、制肥和

再利用；

2.通过在发酵机构包括一个竖向设置的定位筒，定位筒的中部固设有水平设置的隔

栅，隔栅上开设有供厨余垃圾掉落至定位筒底部的缺口槽，定位筒位于隔栅的底部开设有

卡槽，卡槽内水平滑移连接有一个限位板，限位板上均匀开设有与缺口槽口径相同的通槽；

定位筒的顶部固设有电机二，电机二的输出轴竖向延伸至定位筒内并沿其轴向固定连接有

多组搅拌叶片，对垃圾进行降解时，需要向厨余垃圾中加入微生物菌，将微生物菌加入到定

位筒内，搅拌叶片将微生物菌和厨余垃圾搅拌均匀，再拉动限位板至通槽与缺口槽连通时，

使隔栅上堆积的厨余垃圾掉落至定位筒的底部进行降解和发酵；

3.通过在定位筒的底部固设有一根出料管，出料管的一端与定位筒的底部连接，另一

端与插接于地面内的自动堆肥器连接，自动堆肥器上开设有供肥料进入到地面内的通孔，

出料管上固定连接有输送泵，自动堆肥器插接于地面内，输送泵能够使定位筒底部的肥料

经出料管进入到自动堆肥器中，最后经自动堆肥器进入到地面，对地面施肥。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实施例的轴测图；

图2是实施例的剖视图；

图3是垃圾回收箱的剖视图；

图4是为凸显出料口而作的剖视图；

图5是破碎机构和沥水机构的剖视图；

图6是破碎机构和沥水机构的爆炸图；

图7是发酵机构和自动堆肥器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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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中，01、地面；1、垃圾回收箱；11、隔间；12、盖门；121、把手；13、载料板；14、驱动

杆；15、弹簧插销；16、出料口；161、出料气缸；162、挡板；17、导料板；171、推料气缸；2、处理

装置；21、破碎机构；211、固定箱；212、破碎辊；213、驱动电机；214、齿轮组；22、沥水机构；

221、下料通道；222、固定筒；2221、排水管；223、筛筒；224、驱动组件；2241、电机一；2242、主

齿轮；2243、外齿圈；23、发酵机构；231、定位筒；232、进料口；233、隔栅；2331、缺口槽；234、

卡槽；235、限位板；2351、通槽；2352、手持部；236、电机二；237、搅拌叶片；3、自动堆肥器；

31、出料管；32、输送泵；33、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一种智能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参见图1和图2，包括设置于地面01上的垃圾回收

箱1，垃圾回收箱1分隔出四个对垃圾分类回收的隔间11，四个隔间11分别用于放置可回收

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它垃圾，放置厨余垃圾的隔间11连接有对厨余垃圾进行回

收和处理的处理装置2，处理装置2上连接有将制成的肥料自动加入到土壤内的自动堆肥器

3。将厨余垃圾放入到回收厨余垃圾的隔间11内，隔间11内的垃圾进入到处理装置2内，处理

装置2对厨余垃圾自动制成肥料，自动堆肥器3能够将肥料通入到地面01，实现厨余垃圾的

回收和再利用。

[0028] 参见图2和图3，垃圾回收箱1的顶部对应隔间11的顶部铰接有盖门12，盖门12的顶

部固设有把手121，垃圾回收箱1位于隔间11内设置有水平设置的载料板13，载料板13的一

侧与垃圾回收箱1之间铰接，另一侧呈自由端，载料板13与垃圾回收箱1铰接的一侧延伸出

垃圾回收箱1并固定连接有驱动杆14，垃圾回收箱1靠近载料板13自由端的一侧固设有弹簧

插销15，弹簧插销15延伸至垃圾回收箱1的隔间11内并抵接于载料板13的底部，对载料板13

起支撑作用；放置厨余垃圾时，向上翻转盖门12，将厨余垃圾倒入到载料板13上，需要对载

料板13上的垃圾进行处理时，向外拉动弹簧插销15，使弹簧插销15与载料板13分离，载料板

13在垃圾重力的作用下向下翻转，使垃圾自动掉落至隔间11内，同时，可手动转动驱动杆

14，使载料板13向下翻转，或手动转动驱动杆14使载料板13复位至水平。

[0029] 参见图3和图4，垃圾回收箱1侧壁靠近底部的位置开设有出料口16，垃圾回收箱1

的外侧壁固设有出料气缸161，出料气缸161的缸体固定连接于垃圾回收箱1位于出料口16

的上方，出料气缸161的活塞杆端部固设有竖向滑移连接于垃圾回收箱1出料口16处的出料

门；当出料气缸161的活塞杆收回，出料气缸161带动出料门向上运动，使隔间11内的厨余垃

圾进入到处理装置2内；垃圾回收箱1的隔间11内位于载料板13的下方设置有倾斜设置的导

料板17，导料板17靠近出料口16的一端向下倾斜且与垃圾回收箱1铰接，导料板17远离出料

口16的一端底部铰接有推料气缸171，推料气缸171的缸体铰接于垃圾回收箱1的隔间11底

部，推料气缸171的活塞杆端部铰接于导料板17的底部，当载料板13上的厨余垃圾掉落至导

料板17以后堆积于导料板17上，出料气缸161的活塞杆收回，将出料口16打开，推料气缸171

的活塞杆伸长，使导料板17朝向出料口16的方向翻转，即能将导料板17上的垃圾从出料口

16倒出。

[0030] 参见图5和图6，处理装置2包括固设于地面01下且与垃圾回收箱1出料口16处连接

的破碎机构21、连接破碎机构21的沥水机构22以及对厨余垃圾进行降解发酵的发酵机构

23。破碎机构21包括固设于垃圾回收箱1上的固定箱211，固定箱211的顶部和底部均敞口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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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固定箱211内转动连接有两个破碎辊212，其中一根破碎辊21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驱动电

机213，两根破碎辊212远离驱动电机213的一端延伸出固定箱211并固定连接有相互啮合的

齿轮组214。厨余垃圾经出料口16掉落至固定箱211内，驱动电机213转动，驱动固定箱211内

的破碎辊212对厨余垃圾进行破碎。

[0031] 参见图5和图6，沥水机构22包括固设于固定箱211底部的下料通道221，下料通道

221的两端敞口，下料通道221上固设有向远离下料通道221一端向下倾斜设置的固定筒

222，固定筒222内转动连接有一个筛筒223，筛筒223上连接有驱动筛筒223转动的驱动组件

224。驱动组件224包括固定连接于下料通道221底部的电机一2241，电机一2241的输出轴上

固定连接有主齿轮2242，筛筒223靠近下料通道221的一端周向固设有与主齿轮2242啮合的

外齿圈2243，电机一2241转动，即能带动筛筒223转动，破碎后的厨余垃圾进行筛筒223后，

筛筒223转动，使厨余垃圾中的水经筛筒223的网孔沥出，能够达到去除厨余垃圾中水分的

效果；固定筒222的底部固设有排水管2221，排水管2221能够将筛筒223沥出的水流出固定

筒222。

[0032] 参见图7，发酵机构23包括一个竖向设置的定位筒231，定位筒231靠近出料管31的

一端开设有供筛筒223内的厨余垃圾进入到定位筒231内的进料口232；定位筒231的中部固

设有水平设置的隔栅233，隔栅233上开设有供厨余垃圾掉落至定位筒231底部的缺口槽

2331，定位筒231位于隔栅233的底部开设有卡槽234，卡槽234内水平滑移连接有一个限位

板235，限位板235上均匀开设有与缺口槽2331口径相同的通槽2351，限位板235的一端延伸

出定位筒231并固定连接有手持部2352，拉动限位板235至通槽2351与缺口槽2331连通时，

使隔栅233上堆积的厨余垃圾掉落至定位筒231的底部；定位筒231的顶部固设有电机二

236，电机二236的输出轴竖向延伸至定位筒231内并沿其轴向固定连接有多组搅拌叶片

237，对垃圾进行降解时，需要向厨余垃圾中加入微生物菌，将微生物菌加入到定位筒231

内，搅拌叶片237将微生物菌和厨余垃圾搅拌均匀，最后经缺口槽2331和通槽2351掉落至定

位筒231底部发酵降解。

[0033] 参见图7，定位筒231的底部固设有一根出料管31，出料管31的一端与定位筒231的

底部连接，另一端与自动堆肥器3连接，自动堆肥器3插接于地面01内，自动堆肥器3上开设

有供肥料进入到地面01内的通孔33，出料管31上固定连接有输送泵32，输送泵32能够使定

位筒231底部的肥料经出料管31进入到自动堆肥器3中，最后经自动堆肥器3进入到地面01，

对地面01施肥。

[0034] 使用原理：将厨余垃圾倒入到垃圾回收箱1对应的厨余垃圾回收的隔间11内，首

先，打开盖门12，将厨余垃圾倒入到载料板13上，再关上盖门12，向外拉动弹簧插销15，使载

料板13上的垃圾在重力的作用下掉落至导料板17上，能够防止扔垃圾时，隔间11内的臭味

向外泄露；之后，出料气缸161的活塞杆伸长，带动挡板162向上运动，将出料口16打开，推料

气缸171的活塞杆伸长，使导料板17上的厨余垃圾经出料口16倒入到固定箱211内，驱动电

机213转动，使破碎辊212将厨余垃圾进行破碎，破碎后的厨余垃圾进入到筛筒223内，电机

一2241驱动筛筒223转动，使厨余垃圾中含有的水从网孔沥出，沥水后的厨余垃圾进入到定

位筒231的隔栅233上，然后加入微生物菌，电机二236驱动搅拌叶片237将微生物菌和厨余

垃圾搅拌均匀，拉动把手121，使缺口槽2331和通槽2351重合，使隔栅233上的微生物菌和厨

余垃圾的混合物掉落至定位筒231的底部储存并发酵；最后，一段时间后，厨余垃圾发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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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输送泵32将定位筒231底部的肥料输送至自动堆肥器3中。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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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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4/7 页

13

CN 110756555 A

13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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