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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

圾协同处理产生有机肥的方法，包括餐厨垃圾的

预处理、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的混合、往接种有

黑水虻幼虫的养殖箱内添加餐厨垃圾和绿化垃

圾及筛分和黑水虻的处理，本发明在餐厨垃圾中

增加绿化垃圾，在黑水虻培养过程中顺带一并将

绿化垃圾进行处理，提高了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

处理的生产效率，同时也获得高蛋白的黑水虻产

品，保证黑水虻不变黑，有效养分不降低和保持

黑水虻作饲料的可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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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协同处理产生有机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S1：餐厨垃圾的预处理：将餐厨垃圾倒入沥水传动机中，将餐厨垃圾中的外在水分通过

沥水传动机的孔洞流入下方的水道中，进入后续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沥水后的餐厨垃圾

通过压板进行挤压，餐厨垃圾的部分结合水被挤压出去，水分通过管道进入后续水处理系

统中；

S2：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的混合：挤压脱水后的餐厨垃圾经过螺旋输送机输送至粉碎

机的进口中，同时将绿化垃圾按比例地投入到粉碎机中，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经过粉碎机

破碎、混合并且打成浆后形成垃圾浆糊，所述垃圾浆糊落入喂料泵中，等待下一步的投料；

S3：所述喂料泵的末端连接有喂料管，所述喂料管的出口处设有养殖箱，所述垃圾浆糊

通过喂料管落入养殖箱中并铺平，所述养殖箱内接种有黑水虻幼虫，所述黑水虻幼虫和垃

圾浆糊按比例投入到养殖箱中，所述养殖箱中的温度控制在25℃～30℃，对黑水虻幼虫进

行培养；

S4：所述黑水虻幼虫在养殖箱养殖满5～7天，待黑水虻幼虫培养成黑水虻成虫后，所述

养殖箱通过出料输送机将养殖箱内的虫沙和黑水虻成虫送入到滚筒分筛机中进行筛分，通

过滚筒分筛机的旋转震动，虫沙通过滚筒分筛机的下部筛孔落到滚筒分筛机底部的虫沙箱

中，透不过筛孔的黑水虻成虫从滚筒分筛机的末端出口落入黑水虻成虫箱中；所述虫沙包

括黑水虻虫粪、未食完的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虫沙经过添加二次的绿化垃圾和菌类进行

发酵后可以作为优质的有机肥使用；筛分出的黑水虻成虫可以作为活虫饲料或配卵或加工

成虫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协同处理产生有机肥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餐厨垃圾与绿化垃圾的重量比为2: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协同处理产生有机肥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黑水虻幼虫和垃圾浆糊的重量比为1:750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协同处理产生有机肥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黑水虻成虫通过烘干机进行烘干，所述烘干机是微波干燥器或真空

干燥器，所述烘干机的干燥温度为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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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协同处理产生有机肥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垃圾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协同处理

产生有机肥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俗称泔脚、泔水)，是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的统称，厨余垃圾指居民日常

烹调中废弃的下脚料和剩饭剩菜，其中餐饮垃圾是来自饭店、食堂等商业与公共机构产生

的残羹剩饭，由于含盐和含油量较大，一般不适合直接堆肥处理还田利用。混合后的餐厨垃

圾一般也不适合直接堆肥处理，现有的处理方法为直接填埋或焚烧，导致营养物质不能得

到很好的利用，造成浪费。

[0003] 黑水虻，腐生性的水虻科昆虫，在适宜的环境中，35天即可完成一个世代。一对黑

水虻一生可产卵近千粒，从卵到成熟幼虫，个体增长近4000倍,  是一种可以资源化生产的

水虻科昆虫，相应的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黑水虻在禽畜粪便的处理、动物蛋白饲料的生产

以及生物柴油的制取方面具有重要用途。但是目前黑水虻的养殖方式比较粗放，基本处于

土法养殖阶段,没有成套的机械设备或者完整的工艺流程设,完全依靠人工经验及勤劳程

度对养殖过程进行控制，人力及管理成本消耗巨大，且养殖风险较高,难以规模化养殖。早

期的研究集中于黑水虻的生物学特性和环境安全性评估，发现黑水虻对人类完全无害,对

环境非常安全,黑水虻成虫既不携带病菌,也不侵入人类的居住环境，只取食少量植物汁

液，对农作物不形成任何危害。美国佐治亚大学的Sheppard教授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在了解

了黑水虻生物学特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低成本、同时也很有效的禽畜粪便处理系统。实

验数据显示，黑水虻幼虫可以将鸡粪(干重)以8％的转化率转化为42％的粗蛋白和35％的

脂肪，而且黑水虻还能在养殖场里通过竞争起到控制家蝇种群的作用。黑水虻能够消化大

约50％的粪便重量，以及粪便中大约62％的氮素营养。

[0004] 餐厨垃圾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新型的处理方法是通过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获

得黑水虻蛋白，但是高湿度的餐厨垃圾不适合黑水虻成长，前期需要对餐厨垃圾进行压滤

并对渗滤液进行单独处理后达标排放才可，而且现有的设备并没有实现全过程的自动化运

行，设备处理量少，无法达到工业上大规模应用的需求。

[0005] 此外，现有的黑水虻只通过餐厨垃圾进行喂养，其模式单一，并没有混同其他不同

种类的垃圾进行处理，其效率不高，并没有真正发挥黑水虻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协同处理产生有

机肥的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协

同处理产生有机肥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餐厨垃圾的预处理：将餐厨垃圾倒入沥水传动机中，将餐厨垃圾中的外在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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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沥水传动机的孔洞流入下方的水道中，进入后续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沥水后的餐厨

垃圾通过压板进行挤压，餐厨垃圾的部分结合水被挤压出去，水分通过管道进入后续水处

理系统中；

[0009] S2：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的混合：挤压脱水后的餐厨垃圾经过螺旋输送机输送至

粉碎机的进口中，同时将绿化垃圾按比例地投入到粉碎机中，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经过粉

碎机破碎、混合并且打成浆后形成垃圾浆糊，所述垃圾浆糊落入喂料泵中，等待下一步的投

料；

[0010] S3：所述喂料泵的末端连接有喂料管，所述喂料管的出口处设有养殖箱，所述垃圾

浆糊通过喂料管落入养殖箱中并铺平，所述养殖箱内接种有黑水虻幼虫，所述黑水虻幼虫

和垃圾浆糊按比例投入到养殖箱中，所述养殖箱中的温度控制在25℃～30℃，对黑水虻幼

虫进行培养；

[0011] S4：所述黑水虻幼虫在养殖箱养殖满5～7天，待黑水虻幼虫培养成黑水虻成虫后，

所述养殖箱通过出料输送机将养殖箱内的虫沙和黑水虻成虫送入到滚筒分筛机中进行筛

分，通过滚筒分筛机的旋转震动，虫沙通过滚筒分筛机的下部筛孔落到滚筒分筛机底部的

虫沙箱中，透不过筛孔的黑水虻成虫从滚筒分筛机的末端出口落入黑水虻成虫箱中；所述

虫沙包括黑水虻虫粪、未食完的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虫沙经过添加二次的绿化垃圾和菌

类进行发酵后可以作为优质的有机肥使用；筛分出的黑水虻成虫可以作为活虫饲料或配卵

或加工成虫干。

[0012]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S2中餐厨垃圾与绿化垃圾的重量比为2:8。

[0013]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S3中黑水虻幼虫和垃圾浆糊的重量比为1:7500。

[0014] 作为改进，所述步骤S4中黑水虻成虫通过烘干机进行烘干，所述烘干机是微波干

燥器或真空干燥器，所述烘干机的干燥温度为45℃～55℃。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在餐厨垃圾中增加绿化垃圾，在黑

水虻培养过程中顺带一并将绿化垃圾进行处理，提高了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处理的生产效

率，同时也获得高蛋白的黑水虻产品，保证黑水虻不变黑，有效养分不降低和保持黑水虻作

饲料的可口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协同处理产生有机肥的方法，该方法需要配备多个

现有的设备进行，包括PLC控制器、沥水传动机、螺旋输送机、粉碎机、喂料泵、养殖箱、出料

输送机、滚筒分筛机和烘干机，其中沥水传动机与螺旋输送机、粉碎机和喂料泵入口依次相

连，喂料泵的出口与养殖箱的喂料口相连，养殖箱的出料口与出料输送机、滚筒分筛机和烘

干机依次相连。所述PLC控制器分别与水传动机、螺旋输送机、粉碎机、喂料泵、出料输送机、

滚筒分筛机和烘干机电性连接，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应当理解。此外，养殖箱的底部装

有重量传感器，该重量传感器与PLC控制器相连，PLC控制器通过重量传感器传来的重量信

号来控制喂料泵对养殖箱的加料量。

[0017] 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8] S1：餐厨垃圾的预处理：当餐厨垃圾运送来后，启动PLC控制器，将餐厨垃圾倒入沥

水传动机中，餐厨垃圾在沥水传动机上随着沥水传动机的移动而向前移动，将餐厨垃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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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水分通过沥水传动机的孔洞流入下方的水道中，进入后续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在

本实施例中，所述沥水传动机的孔洞孔径为1～3mm，可以防止滤水后的餐厨垃圾从孔洞中

掉落。沥水后的餐厨垃圾通过压板进行挤压，餐厨垃圾的部分结合水被挤压出去，水分通过

管道进入后续水处理系统中。

[0019] S2：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的混合：挤压脱水后的餐厨垃圾经过螺旋输送机输送至

粉碎机的进口中，同时将绿化垃圾按比例地投入到粉碎机中，在本实施例中，餐厨垃圾与绿

化垃圾的重量比为2:8，有效提高处理绿化垃圾的能力。粉碎机中装有5mm筛网，餐厨垃圾和

绿化垃圾经过粉碎机粉碎后被分成  5mm以下细小颗粒及大于5mm的杂物，大于5mm的杂物由

粉碎机末端流出进行外运进行专业的处理；小于5mm的餐厨垃圾通过粉碎机的底部经进一

步挤压缩水后落入喂料泵的进料口，落入喂料泵的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的含水量小于

75％。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经过粉碎机破碎、混合并且打成浆后形成垃圾浆糊，所述垃圾浆

糊落入喂料泵中，等待下一步的投料。

[0020]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所述绿化垃圾包括落叶、枯枝以及城市绿化美化和

郊区林业抚育、果树修剪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树木枝干、草屑及其他修剪物，这些绿化垃圾先

粉碎，再经堆肥、腐烂、分解等过程变为土壤添加物，成为有机肥料回归公园。这种肥料可用

于增加公园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通气、含水能力和营养元素，提高土壤肥力。这些绿化垃

圾经过深加工后还可用做植物育苗、花卉栽培基质，加工成有机肥后，能广泛运用于园林绿

化和农业生产。

[0021] S3：添加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所述喂料泵的末端连接有喂料管，所述喂料管的出

口处设有养殖箱，所述垃圾浆糊通过喂料管落入养殖箱中并铺平，所述养殖箱内接种有黑

水虻幼虫，每次培养投放黑水虻的数量为每立方米  3000～5000对。若养殖箱内的饲养密度

太小，则养殖箱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若养殖箱内的饲养密度太大，则会

导致室内缺氧及黑水虻成虫活动空间受限，所以向养殖箱内按照每立方米3000～5000对的

数量投放黑水虻幼虫。垃圾浆糊通过喂料管落入养殖箱中，养殖箱中垃圾浆糊的添加量采

用时间控制器定时输送或采用重量传感器定量输送，当达到设计时间或重量时，时间控制

器或称重传感器自动将信号传递给PLC控制器，PLC控制器自动控制喂料泵的启停。当然了，

养殖箱可以不止设置一个，可以同时设置多个可上下交替的养殖箱进行养殖，提高养殖的

效率。其中，所述黑水虻幼虫和垃圾浆糊按比例投入到养殖箱中，在本实施例中，黑水虻幼

虫和垃圾浆糊的重量比为1:7500，也就是说1g的黑水虻幼虫要配置7500g(15斤)的垃圾浆

糊进行养殖，这样能够充分保证黑水虻成虫的发育，可以使培养的黑水虻成长速度快，蛋白

含量高，从而提高养殖效率。此外，所述养殖箱中的温度控制在25℃～30℃，适宜养殖黑水

虻幼虫。在本领域中，黑水虻虫卵繁殖成黑水虻幼虫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而黑水虻幼虫繁

殖成黑水虻成虫需要  7～8天的时间，因此，在本实施例中，黑水虻成虫的养殖周期设为5～

7天最为合适，进一步地提高养殖的效率。

[0022] S4：筛分和黑水虻的处理：所述黑水虻幼虫在养殖箱养殖满5～7天，待黑水虻幼虫

培养成黑水虻成虫后，所述养殖箱通过出料输送机将养殖箱内的虫沙和黑水虻成虫送入到

滚筒分筛机中进行筛分，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辊筒分筛机的筛孔直径设为4～5mm，这样的筛

孔设置智能让虫沙通过而不让黑水虻虫体通过，方便分离黑水虻虫体和虫沙。通过滚筒分

筛机的旋转震动，虫沙通过滚筒分筛机的下部筛孔落到滚筒分筛机底部的虫沙箱中，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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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筛孔的黑水虻成虫从滚筒分筛机的末端出口落入黑水虻成虫箱中；所述虫沙包括黑水虻

虫粪、未食完的餐厨垃圾和绿化垃圾，虫沙经过添加二次的绿化垃圾和菌类进行发酵后可

以作为优质的有机肥使用。在本实施例中，在虫沙中添加二次绿化垃圾、EM菌或益生菌，可

以进一步地分解虫沙的有机物。而筛分出的黑水虻成虫可以作为活虫饲料或配卵或加工成

虫干。具体地，黑水虻成虫通过烘干机进行烘干，所述烘干机是微波干燥器或真空干燥器，

所述烘干机的干燥温度为45℃～55℃，烘干后的黑水虻中的蛋白质含量为42％左右，氨基

酸含量为38％左右，可以代替进口鱼粉做为蛋白饲料销售。

[0023] 以下表格是关于对黑水虻干虫、黑水虻鲜虫、黑水虻粉末、虫沙经过发酵后的有机

肥的检验报告，以支撑本发明的方法是有效的。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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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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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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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11842430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