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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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84099.4

(22)申请日 2019.11.27

(71)申请人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有限

公司

地址 330001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广州

路69号

(72)发明人 杨开宇　林常枫　李刚　刘强强　

肖金平　章力　敖琎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中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266

代理人 李斌

(51)Int.Cl.

C02F 11/04(2006.01)

C10L 3/10(2006.01)

C02F 9/14(2006.01)

F23G 7/00(2006.01)

F23G 7/04(2006.01)

F23G 5/46(2006.01)

F23J 15/00(2006.01)

B09B 3/00(2006.01)

F01D 15/10(2006.01)

C02F 103/20(2006.01)

C02F 103/06(2006.01)

C02F 101/20(2006.01)

C02F 101/3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及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

合处理系统及方法，原创性地提出并构建了一种

畜禽粪便和生活垃圾多污染物综合资源化利用

工艺，该工艺由畜禽粪污处理工程和垃圾焚烧发

电工程两部分组成。本发明可实现沼渣和沼液的

稳定消纳问题，消除沼气工程项目经济效益的不

确定性；同时彻底解决重金属和抗生素污染问

题，消除二次污染隐患。利用本发明可真正实现

综合处置项目内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两种污染

物的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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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粪污厌氧发酵装置，用于对预处理后的畜禽粪污进行厌氧发酵；

沼气净化系统，用于对粪污厌氧发酵装置产生的沼气进行净化；

贮气柜，用于贮存经沼气净化系统净化的沼气；

沼气热电联产发电机组，用于通过净化贮存的沼气发电并将余热供给粪污厌氧发酵装

置和深度处理系统；

固液分离装置，用于对粪污厌氧发酵装置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出沼液和

沼渣；

生活垃圾池，用于接收生活垃圾以及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的沼渣；

深度处理系统，用于对生活垃圾池产生的渗滤液和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的沼液进行深

度处理，并将深度处理产生的沼气输送至沼气净化系统、污泥输送至粪污厌氧发酵装置、回

用水和浓缩液输送至垃圾焚烧发电系统；

垃圾焚烧发电系统，又包括：

垃圾焚烧炉，用于对生活垃圾池内堆沤的生活垃圾和沼渣进行焚烧；

气体净化装置，用于对来自生活垃圾池的废气以及焚烧产生的烟气进行净化；

水泥固化装置，用于对焚烧产生的飞灰进行水泥固化；

汽轮发电机组，用于通过焚烧产生的热烟气发电并将余热供给粪污厌氧发酵装置和深

度处理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粪

污厌氧发酵装置包括CSTR厌氧发酵罐，所述CSTR厌氧发酵罐顶部设有中心搅拌机，罐壁设

有增温盘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贮

气柜为双膜干式贮气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深

度处理系统又包括：

UASB厌氧反应器，用于对渗滤液和沼液进行厌氧反应，产生沼气和污泥；

MBR外置式生化超滤系统，用于对UASB厌氧反应器出水进行超滤处理；

深度膜处理系统，用于对超滤出水进行反渗透/纳滤深度处理，产生回用水和浓缩液。

5.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方法，包括：

1)对畜禽粪污进行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经净化后用于沼气热电联产发电并将余热用

于厌氧发酵或深度处理，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出沼液和沼渣；

2)分离出的沼渣与生活垃圾混合，经有氧堆沤后送至垃圾焚烧炉进行焚烧，产生的高

温烟气用于发电并将余热用于厌氧发酵或深度处理；分离出的沼液与堆沤产生的渗滤液进

行深度处理，产生的污泥和沼气用于步骤1)，产生的回用水用作工业用水，浓缩液回喷至垃

圾焚烧炉；

3)将步骤2)焚烧产生的烟气净化后排出，烟气中的飞灰经水泥固化后和焚烧产生的炉

渣均进行填埋处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中，还包括对所述畜禽粪污进行预处理，调节至TS为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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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中，在CSTR厌氧发酵罐中进行中温厌氧发酵，物料在CSTR厌氧发酵罐中的水力停留时间为

15～25天，发酵温度30～35℃，pH  6.5～8.0。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还包括将净化后的沼气贮存于双膜干式贮气柜中。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

中，沼渣含水率55～65％，生活垃圾初始含水率45～55％，有氧堆沤5～7天。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中，所述深度处理包括：

a)将分离出的沼液与堆沤产生的渗滤液送入UASB厌氧反应器进行处理，产生的沼气和

污泥均送至步骤1)进行处理；

b)将UASB厌氧反应器的出水送入MBR外置式生化超滤系统进行超滤处理；

c)将超滤出水送入深度膜处理系统进行反渗透/纳滤深度处理，产水达到回用水标准

后用作工业用水，浓缩液回喷至垃圾焚烧炉进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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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体废弃物处理的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

综合处理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畜禽养殖业大国。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畜牧业总产值

28697.4亿元，年底全国猪、牛、羊存栏量分别为42817.11万头、8915.28万头和29713.51万

头。农业部数据表明我国年畜禽粪污总量超38亿吨，粪污中含有大量有机污染物、重金属、

病原体等，会引起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臭气污染、重金属污染及温室效应。

如若畜禽粪污得不到有效治理，将对畜牧业的发展造成阻碍，对全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全球

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随着畜禽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畜禽粪污、污水等养殖废弃物迅速增

加，畜禽养殖已成为我国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另外，粪污中蕴藏着丰富的有机质，若不加

以利用还将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0003] 此外，我国生活垃圾污染同样严重。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超过70亿吨，侵占约

35亿平方米土地，全国660多个城市中，已有2/3的大中城市被垃圾包围，有1/4的城市被迫

将解决垃圾危机的途径延伸到乡村，导致垃圾二次污染，城乡结合区域的生态环境迅速恶

化。有研究指出我国生活垃圾产量还将继续上升，至2025年将达2.5亿吨。

[0004] 为解决畜牧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等固废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国家出台了《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指出积极发展生物质液

体燃料、气体燃料、固体成型燃料，推动沼气发电、生物质气化发电。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国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大型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提前一年达到100％。2017年，国家将江西、福建和贵

州三省设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进入全面铺开和加

速推进阶段。在此背景下，对区域内的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等污染物进行治理是非常具有

现实意义的。

[0005] 厌氧发酵制备沼气是当前畜禽粪污最为主流的处理技术。但经调研发现，当前我

国养殖业尚不规范，规模小、数量多，制约了发酵原料的稳定供应。同时生产过程中尚存在

如下问题制约其产业化发展：

[0006] (1)副产品难以消纳，项目经济效益波动大。作为重要收入来源的沼肥市场尚在培

育之中，市场需求不明，难以形成稳定的经济收入，而产生的大量沼液更是难以处理，无法

利用的沼渣沼液还将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0007] (2)畜禽粪污中重金属和抗生素普遍超标问题难以解决。厌氧发酵后的沼渣沼液

中重金属和抗生素普遍超标，连续施用该类有机肥将导致土壤污染，重金属和抗生素最终

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危害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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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

及方法。可实现沼渣和沼液的稳定消纳问题，消除沼气工程项目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同时

彻底解决重金属和抗生素污染问题，消除二次污染隐患。利用本发明可真正实现综合处置

项目内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两种污染物的零排放。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包括：

[0011] 粪污厌氧发酵装置，用于对预处理后的畜禽粪污进行厌氧发酵；

[0012] 沼气净化系统，用于对粪污厌氧发酵装置产生的沼气进行净化；

[0013] 贮气柜，用于贮存经沼气净化系统净化的沼气；

[0014] 沼气热电联产发电机组，用于通过净化贮存的沼气发电并将余热供给粪污厌氧发

酵装置和深度处理系统；

[0015] 固液分离装置，用于对粪污厌氧发酵装置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出沼

液和沼渣；

[0016] 生活垃圾池，用于接收生活垃圾以及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的沼渣；

[0017] 深度处理系统，用于对生活垃圾池产生的渗滤液和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的沼液进

行深度处理，并将深度处理产生的沼气输送至沼气净化系统、污泥输送至粪污厌氧发酵装

置、回用水和浓缩液输送至垃圾焚烧发电系统；

[0018] 垃圾焚烧发电系统，又包括：

[0019] 垃圾焚烧炉，用于对生活垃圾池内堆沤的生活垃圾和沼渣进行焚烧；

[0020] 气体净化装置，用于对来自生活垃圾池的废气以及焚烧产生的烟气进行净化；

[0021] 水泥固化装置，用于对焚烧产生的飞灰进行水泥固化；

[0022] 汽轮发电机组，用于通过焚烧产生的热烟气发电并将余热供给粪污厌氧发酵装置

和深度处理系统。

[0023] 优选地，所述粪污厌氧发酵装置包括CSTR厌氧发酵罐。更优选地，所述CSTR厌氧发

酵罐顶部设有中心搅拌机，罐壁设有增温盘管。

[0024] 优选地，所述贮气柜为双膜干式贮气柜。

[0025] 优选地，所述深度处理系统又包括：

[0026] UASB厌氧反应器，用于对渗滤液和沼液进行厌氧反应，产生沼气和污泥；

[0027] MBR外置式生化超滤系统，用于对UASB厌氧反应器出水进行超滤处理；

[0028] 深度膜处理系统，用于对超滤出水进行反渗透/纳滤深度处理，产生回用水和浓缩

液。

[0029] 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方法，包括：

[0030] 1)对畜禽粪污进行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经净化后用于沼气热电联产发电并将余

热用于厌氧发酵或深度处理，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出沼液和沼渣；

[0031] 2)分离出的沼渣与生活垃圾混合，经有氧堆沤后送至垃圾焚烧炉进行焚烧，产生

的高温烟气用于发电并将余热用于厌氧发酵或深度处理；分离出的沼液与堆沤产生的渗滤

液进行深度处理，产生的污泥和沼气用于步骤1)，产生的回用水用作工业用水，浓缩液回喷

至垃圾焚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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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3)将步骤2)焚烧产生的烟气净化后排出，烟气中的飞灰经水泥固化后和焚烧产生

的炉渣均进行填埋处理。

[0033] 优选地，步骤1)中，还包括对所述畜禽粪污进行预处理，调节至TS(Total  solid，

固含量)为8～12％。

[0034] 优选地，步骤1)中，在CSTR厌氧发酵罐中进行中温厌氧发酵，物料在CSTR厌氧发酵

罐中的水力停留时间(HRT)为15～25天，发酵温度30～35℃，pH  6.5～8.0。

[0035]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净化包括生物脱硫和脱水。

[0036] 优选地，步骤1)还包括将净化后的沼气贮存于双膜干式贮气柜中。

[0037] 优选地，步骤2)中，沼渣含水率55～65％，生活垃圾初始含水率45～55％，有氧堆

沤5～7天。

[0038]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深度处理包括：

[0039] a)将分离出的沼液与堆沤产生的渗滤液送入UASB厌氧反应器进行处理，产生的沼

气和污泥均送至步骤1)进行处理；

[0040] b)将UASB厌氧反应器的出水送入MBR外置式生化超滤系统进行超滤处理；

[0041] c)将超滤出水送入深度膜处理系统进行反渗透/纳滤深度处理，产水达到回用水

标准后用作工业用水，浓缩液回喷至垃圾焚烧炉进行分解。

[0042] 优选地，步骤2)中，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进入余热锅炉中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进

入汽轮发电机组发电。

[0043] 优选地，步骤3)中，焚烧产生的炉渣由推灰器推到皮带输送机，再送至灰渣填埋

场。

[004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45] 本发明可解决畜牧业和生活垃圾多污染物困扰的难题，经济、环保效益突出。将畜

禽粪污和生活垃圾两种对环境危害极大的废弃物彻底转化为高品质能源(电、热)和对环境

几乎无危害的副产物(固化后的灰渣、达标排放的烟气、回用水)，解决粪污中重金属和抗生

素处置难题，真正实现综合处理项目内污染物的完全闭环和零排放。此外，该共同规划的发

酵工程和焚烧发电工程还能实现沼气净化贮存和热电联产系统，以及深度处理系统的共

用，同时实现废液达标回用，可降低综合处置项目投资和运行成本。

附图说明

[0046] 图1是本发明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的线条结构图。

[0047] 图中：1—CSTR厌氧发酵罐，2—沼气净化系统，3—双膜干式贮气柜，4—沼气热电

联产发电机组，5—固液分离装置，6—深度处理系统，61—UASB厌氧反应器，62—MBR外置式

生化超滤系统，63—深度膜处理系统，7—生活垃圾池，8—垃圾焚烧发电系统，81—炉排炉，

82—气体净化装置，83—水泥固化装置，84—汽轮发电机组，9—畜禽粪污，10—生活垃圾。

[0048] 图2是本发明一种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及方法的技术架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附图，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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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50] 本发明原创性地提出并构建了一种畜禽粪便和生活垃圾多污染物综合资源化利

用工艺，如图1和2所示，该工艺由畜禽粪污处理工程和垃圾焚烧发电工程两部分组成。

[0051] (一)畜禽粪污处理工程：

[0052] 畜禽粪污9经预处理调节至TS为10％左右，而后泵送至CSTR厌氧发酵罐1进行中温

湿式厌氧发酵。物料在厌氧罐中的水力停留时间(HRT)为15～25天，控制发酵温度30～35℃

之间，pH在6.5～8.0之间。CSTR厌氧发酵罐1顶部设有中心搅拌机，确保厌氧罐内物料充分

混合；罐壁设有增温盘管，可利用发电机余热为罐内物料增温保温。

[0053] 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经沼气净化系统2进行生物脱硫和脱水后暂存于双膜干式贮

气柜3中，用于后续沼气热电联产发电机组4发电，电能并网出售，余热为整套厌氧系统(包

括CSTR厌氧发酵罐1和UASB厌氧反应器61)保温提供热量。发酵废弃物通过固液分离装置5

形成沼液，进入深度处理系统6，实现畜禽粪污和生活垃圾深度处理系统的共用；沼渣含水

率约60％，输入生活垃圾池7内，与初始含水率约50％左右的生活垃圾10混合，经有氧堆沤5

至7天后进入垃圾焚烧发电系统8，彻底解决沼渣消纳以及沼渣中残留的抗生素污染问题。

[0054] (二)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0055] 垃圾车运输的生活垃圾10与沼渣一道送入生活垃圾池7内堆沤，5～7天后由垃圾

抓斗送入垃圾焚烧发电系统8的炉排炉81内进行焚烧处理，此时，有氧堆沤产生的废气也会

一并引入炉排炉81内进行焚烧。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进入余热锅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进

入汽轮发电机组84，电能供整个项目利用和并网出售。同时余热为粪污厌氧发酵装置和深

度处理系统的UASB厌氧反应器61保持恒温提供备用热源，以防沼气发电系统故障无法维持

发酵罐温度。

[0056] 垃圾池产生的渗滤液进入深度处理系统6，采用常规垃圾渗滤液深度处理工艺

“UASB厌氧反应器61+MBR外置式生化超滤系统62+深度膜处理系统63”对沼液和渗滤液进行

联合处理。UASB厌氧反应器61产生的沼气进入畜禽粪污处理工程中的沼气净化系统2并进

行贮存，实现系统共用。膜处理产水达到回用水标准后可输送至垃圾焚烧发电厂作为工业

用水，深度膜处理系统63产出的膜浓液回喷至垃圾焚烧炉(炉排炉81)进行分解。UASB厌氧

反应器61和MBR外置式生化超滤系统62好氧生化产生的污泥送回至CSTR厌氧发酵罐1，可同

时增加厌氧发酵原料和污泥浓度，提升沼气产量。沼气发电余热又可为UASB厌氧反应器61

提供热量维持罐内恒温。

[0057] 锅炉烟气达标处理后排放。沼渣和生活垃圾中的重金属绝大部分进入飞灰之中，

从气体净化装置82的反应吸收塔和布袋过滤器中排出。本发明还设置了一套水泥固化装置

83，飞灰经水泥固化螯合后送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确保重金属无二次释放风险。焚烧产生

的炉渣由推灰器推到皮带输送机，再送至灰渣填埋场。

[0058] 此外，如无特殊说明，本发明中用到的仪器设备均可以从市售设备中选择及购买。

[0059] 实施例1

[0060] 以干清粪方式收集的猪粪污作为原料，TS为20％的猪粪400t/d运送至化粪池，与

猪尿及冲洗水400t/d，在化粪池内混合匀浆后自流至匀浆池，进一步匀浆水解，物料在池中

均质并预增温后泵送至CSTR厌氧发酵罐。控制发酵温度30～35℃之间，pH在6.5～8.0之间，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0950516 A

7



物料在厌氧罐中的水力停留时间(HRT)为20天。

[0061] 发酵产生的沼气净化脱硫后进入沼气热电联产机组，余热为厌氧系统(包括粪污

厌氧发酵装置和UASB厌氧反应器)保持恒温提供热源。含水率90％左右的发酵残渣进入压

滤固液分离设备，分离成沼液和含水率60％左右的沼渣。

[0062] 沼渣和生活垃圾堆沤后进入垃圾焚烧发电机组，产生电能、余热。烟气达标处理后

排放，重金属进入飞灰之中通过水泥固化装置固化后外运填埋。沼液和垃圾池渗滤液共同

在深度处理系统处理后实现达标回用，产生的沼气进入粪污发酵沼气净化贮存和沼气热电

联产机组。

[0063] 实施例2

[0064] 鸡粪运送至粪污处理厂后，与稀释水调配TS至10％，之后经沟渠自流进入水解除

砂池；鸡粪在水解除砂池中停留2天，均质物料并增温水解，在搅拌作用下粪砂分离，物料由

螺杆泵泵送至厌氧罐。进料泵前端设置有切碎机，用于切碎鸡毛等杂质保护进料泵及后端

设备的正常运行。原料送入中温高浓度CSTR厌氧发酵罐中进行厌氧发酵产沼气，水力停留

时间25d，容积产气率1.67m3/(m3·d)。罐内设有搅拌、增温及保温装置。厌氧发酵后的发酵

液全部进入固液分离机进行固液分离处理。

[0065] 发酵产生的沼气净化脱硫后进入沼气热电联产发电机组，余热为厌氧系统保持恒

温提供热源。含水率90％左右的发酵残渣进入压滤固液分离设备，分离成沼液和含水率

60％左右的沼渣。

[0066] 沼渣和生活垃圾堆沤后进入垃圾焚烧发电机组，产生电能、余热。烟气达标处理后

排放，重金属进入飞灰之中通过水泥固化装置固化后外运填埋。沼液和垃圾池渗滤液共同

在深度处理系统处理后实现达标回用，产生的沼气进入粪污发酵沼气净化贮存和沼气热电

联产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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