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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

同处理方法，涉及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它包括以

下步骤：步骤1，预处理：餐厨垃圾制得用于发酵

的原料浆液；生活垃圾获得用于焚烧的干垃圾；

步骤2，资源化：原料浆液制得沼气；干垃圾焚烧

发电；步骤3，污染物处理：沼渣实现减量化，沼液

进行沼液处理；烟气进行烟气净化；步骤4，沼气

利用：沼气储存。本发明采用餐厨垃圾与生活垃

圾协同处理的方法，可避免部分处理设施的重复

建设，降低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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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预处理：餐厨垃圾通过分拣系统、油水分离系统、破碎系统和制浆系统，制得用

于发酵的原料浆液；

对生活垃圾通过分拣系统和脱水处理系统，获得用于焚烧的干垃圾；

分拣系统：通过分选工艺，分别对进入卸料斗中的餐厨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分选，去除

餐厨垃圾中可回收物和不可降解物，去除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及不可燃物；分拣出的可回

收物进行回收利用，分拣出的其他杂物则送入填埋场进行填埋，不可利用部分则依据各自

的性质进行处理；

油水分离系统：对经分拣后的餐厨垃圾进行油水分离，分离出的粗油直接对外出售；分

离出的液体直接送入制浆系统，用于发酵浆液的制备；剩下的是脱水去油后的餐厨垃圾；

脱水处理系统：将分拣后的生活垃圾堆存发酵，去除垃圾中多余的水分，得到脱水后的

生活垃圾；

制浆系统：将经过破碎的餐厨垃圾和脱水处理中的渗滤液进行混合；通过向混合浆液

中加水搅拌，得到含固率6%‑8%的发酵浆液；通过向发酵浆液中添加各类营养物质，以保证

发酵浆液中C/N比适合于后续的厌氧发酵；通过酸碱调节发酵浆液的pH维持在7，保证发酵

浆液处于厌氧发酵最佳的pH环境；

步骤2，资源化：原料浆液通过厌氧发酵系统发酵制得沼气；

干垃圾通过焚烧发电系统焚烧发电；

厌氧发酵系统：发酵浆液送入厌氧发酵罐，罐体采用蒸汽加热保温，在30‑40℃的环境

下发酵产沼气；

步骤3，污染物处理：原料浆液厌氧发酵会产生沼渣和沼液，沼渣通过焚烧发电系统焚

烧发电实现减量化，沼液通过沼液处理系统进行沼液处理；

焚烧发电会产生烟气，烟气通过烟气净化系统进行烟气净化；

将沼渣送入脱水处理系统，然后作为可燃物供焚烧发电系统产生电能；

将沼液送入沼液处理系统，沼液处理系统采用生物法+膜处理工艺后产生污泥、浓缩液

和尾水；污泥同沼渣一同送入脱水处理系统；浓缩液喷射入焚烧发电系统进行无害化处理；

尾水作为工艺补充水供制浆系统和烟气净化系统使用；

步骤4，沼气利用：沼气经过沼气净化系统后通过沼气储存系统储存；储存后的沼气通

过沼气燃烧系统，产生的热蒸汽用于厌氧发酵系统的加热保温，以及作为烟气净化系统的

有效热源；

沼气净化系统：沼气依次通过Fe2O3和石灰乳，去除其中的硫化氢及二氧化碳；

沼气存储系统：沼气压入专用气罐中进行收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破碎系统：对脱水去油后的餐厨垃圾进行破碎，得到的餐厨垃圾颗粒的粒径

不大于50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焚烧发电系统：将脱水后的生活垃圾在高温焚烧下产生热能转化为高温热蒸

汽，推动锅轮机转动，产生电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976472 B

3



步骤3中，烟气经烟气净化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烟气净化系统采用SNCR+SDA+干法+活

性炭+布袋除尘+SCR工艺，产生的飞灰经固化后外运填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沼气燃烧系统：收集的沼气送入沼气锅炉，通过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热蒸汽，产生的

热蒸汽用于厌氧发酵系统的加热保温，以保证发酵体系处于中温发酵的环境；此外，产生的

热蒸汽也将作为烟气净化系统中SCR前的SGH的热源，保证进入SCR的烟气温度处于最佳反

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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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是一种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

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公众对餐厨垃圾危害了解的深入，社会各界对建设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呼声也

愈发强烈。目前，国内许多城市的餐厨垃圾处理厂均采用新建模式：在原有生活垃圾处理厂

范围外，重新规划选址建设一座餐厨垃圾处理厂；由于市民往往抗拒将垃圾处置场所建设

在其居住区附近，导致该模式大多存在选址困难的问题；同时，分别建设两厂(生活垃圾处

理厂和餐厨垃圾处理厂)也存在投资过大的问题；此外，两厂独自管理，也将大大提高厂间

资源共享，废物协同处置的难度；因而，实现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的协同处理是解决上述问

题的一条有效方法。

[0003] 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的协同处理，不仅能够降低处理成本；还可实现资源的循环

利用，最大程度上实现废弃物资源化。

[0004] 申请号为201610541836.1，专利名称为《生活垃圾与餐厨垃圾协同处理方法》的发

明专利申请中提出了一种生活垃圾与餐厨垃圾协同处理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干湿垃圾的分

离、干垃圾的焚烧发电以及湿垃圾的资源化处理等步骤，最终将干垃圾转化为飞灰并产生

电能，湿垃圾经厌氧发酵或堆肥转化为能源或肥料；虽然这种方法通过餐厨垃圾和生活垃

圾的协同处理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末端进行垃圾的干湿分

离，工艺复杂，操作难度较大；其次，沼渣及废水中资源的回收效率不高；最后，该方法未能

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工艺，未考虑废水处理、烟气的处理等无害化处理过程中需消耗的电能、

热能，可能存在处理成本偏高等问题。

[0005] 因此，研发一种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工艺，提高资源的回收效率，降低成本的餐

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上述背景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餐厨垃圾与生活

垃圾协同处理方法。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预处理：餐厨垃圾通过分拣系统、油水分离系统、破碎系统和制浆系统，制

得用于发酵的原料浆液；

[0009] 通过对生活垃圾通过分拣系统和脱水处理系统，获得用于焚烧的干垃圾；

[0010] 步骤2，资源化：原料浆液通过厌氧发酵系统发酵制得沼气；

[0011] 干垃圾通过焚烧发电系统焚烧发电；

[0012] 步骤3，污染物处理：原料浆液厌氧发酵会产生沼渣和沼液，沼渣通过焚烧发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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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焚烧发电实现减量化，沼液通过沼液处理系统进行沼液处理；

[0013] 焚烧发电会产生烟气，烟气通过烟气净化系统进行烟气净化；

[0014] 步骤4，沼气利用：沼气经过沼气净化系统后通过沼气储存系统储存；储存后的沼

气通过沼气燃烧系统，产生的热蒸汽用于厌氧发酵系统的加热保温，以及作为烟气净化系

统的有效热源。

[001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1中，分拣系统：通过分选工艺，分别对进入卸料斗中的餐

厨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分选，去除餐厨垃圾中可回收物和不可降解物，去除生活垃圾中可

回收物及不可燃物；分拣出的可回收物进行回收利用，分拣出的其他杂物则送入填埋场进

行填埋，不可利用部分则依据各自的性质进行处理；

[0016] 油水分离系统：对经分拣后的餐厨垃圾进行油水分离，分离出的粗油直接对外出

售；分离出的液体直接送入制浆系统，用于发酵浆液的制备；剩下的是脱水去油后的餐厨垃

圾；

[0017] 脱水处理系统：将分拣后的生活垃圾堆存发酵，去除垃圾中多余的水分，得到脱水

后的生活垃圾；

[0018] 破碎系统：对脱水去油后的餐厨垃圾进行破碎，得到的餐厨垃圾颗粒的粒径不大

于50mm；

[0019] 制浆系统：将经过破碎的餐厨垃圾和脱水处理中的渗滤液进行混合；通过向混合

浆液中加水搅拌，得到含固率6％‑8％左右的发酵浆液。

[002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2中，厌氧发酵系统：发酵浆液送入厌氧发酵罐，罐体采用

蒸汽加热保温，在30‑40℃的环境下发酵产沼气。

[0021] 焚烧发电系统：将脱水后的生活垃圾在高温焚烧下产生热能转化为高温热蒸汽，

推动锅轮机转动，产生电能。

[002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3中，将沼渣送入脱水处理系统，然后作为可燃物供焚烧

发电系统产生电能；

[0023] 将沼液送入沼液处理系统，沼液处理系统采用生物法+膜处理工艺后产生污泥、浓

缩液和尾水；污泥同沼渣一同送入脱水处理系统；浓缩液喷射入焚烧发电系统进行无害化

处理；尾水作为工艺补充水供制浆系统和烟气净化系统使用；

[0024] 烟气经烟气净化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烟气净化系统采用SNCR+SDA+干法+活性炭

+布袋除尘+SCR工艺，产生的飞灰经固化后外运填埋。

[002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沼气净化系统：沼气依次通过Fe2O3和石灰乳，去除其中的硫化

氢及二氧化碳；

[0026] 沼气存储系统：沼气压入专用气罐中进行收集；

[0027] 沼气燃烧系统：收集的沼气送入沼气锅炉，通过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热蒸汽，产

生的热蒸汽用于厌氧发酵系统的加热保温，以保证发酵体系处于中温发酵的环境；此外，产

生的热蒸汽也将作为烟气净化系统中SCR前的SGH的热源，保证进入SCR的烟气温度处于最

佳反应温度。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9] 1)本发明采用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的方法，可避免部分处理设施的重复

建设，降低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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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2)本发明可最大程度上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采用渗滤液配制发酵浆液，不仅

可减少制浆工艺水的耗量，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回收渗滤液中的能源；发酵完成后的沼渣送

入垃圾焚烧系统焚烧发电，在实现废物减量化的同时，还可提高垃圾的能源回收效率；将沼

液处理系统产生的浓缩液送入垃圾焚烧系统进行焚烧发电，可以以较低成本实现污水的零

排水；沼液处理达标的尾水作为发酵制浆系统和烟气净化系统的补充水，节约了水资源，降

低了运行成本；此外，将产生部分的沼气作为沼气燃烧系统的燃料，产生的热蒸汽供厌氧发

酵系统和烟气净化系统使用，不仅降低了运行成本，还可提高沼气的资源化利用效率。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1。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情况，但它们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仅

作举例而已。同时通过说明使本发明的优点将变得更加清楚和容易理解。

[0033] 参阅附图可知：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34] 步骤1，预处理：餐厨垃圾通过分拣系统、油水分离系统、破碎系统和制浆系统，制

得用于发酵的原料浆液；

[0035] 通过对生活垃圾通过分拣系统和脱水处理系统，获得用于焚烧的干垃圾；

[0036] 步骤2，资源化：原料浆液通过厌氧发酵系统发酵制得沼气；

[0037] 干垃圾通过焚烧发电系统焚烧发电；

[0038] 步骤3，污染物处理：原料浆液厌氧发酵会产生沼渣和沼液，沼渣通过焚烧发电系

统焚烧发电实现减量化，沼液通过沼液处理系统进行沼液处理；

[0039] 焚烧发电会产生烟气，烟气通过烟气净化系统进行烟气净化；

[0040] 步骤4，沼气利用：沼气经过沼气净化系统后通过沼气储存系统储存；储存后的沼

气通过沼气燃烧系统，产生的热蒸汽用于厌氧发酵系统的加热保温，以及作为烟气净化系

统的有效热源。

[004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1中，分拣系统：通过水选和磁选等工艺，分别对进入卸料

斗中的餐厨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分选，餐厨垃圾中类似于包装纸、一次性碗筷等不可回收

的可燃物，划为生活垃圾，供垃圾焚烧发电使用；去除餐厨垃圾中可回收物和不可降解物，

去除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及不可燃物；分拣出的金属、塑料等可回收物进行回收利用，分拣

出的砂石、煤渣等其他杂物则送入填埋场进行填埋；从源头将餐厨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

[0042] 油水分离系统：对经分拣后的餐厨垃圾通过三相分离器，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离

出油脂、水和脱水垃圾，分离出的粗油直接对外出售；分离出的液体直接送入制浆系统，用

于发酵浆液的制备；剩下的是脱水去油后的餐厨垃圾；此处也可依次采用固液分离和油水

分离设备，分别将餐厨垃圾中的固体垃圾、水和油脂进行分离；

[0043] 脱水处理系统：将分拣后的生活垃圾堆放于垃圾储坑中进行发酵，在微生物及重

力的作用下去除垃圾中多余的水分，以提高垃圾的热值，提升垃圾焚烧发电的转化效率，得

到脱水后的生活垃圾；

[0044] 破碎系统：采用剪切式双轴破碎机对脱水去油后的餐厨垃圾进行破碎，得到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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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垃圾颗粒的粒径不大于50mm，以便后续厌氧发酵反应能够进行的更加彻底，尽可能提升

系统的产沼气效率；

[0045] 制浆系统：将经过破碎的餐厨垃圾和脱水处理中的渗滤液进行混合；通过向混合

浆液中加水搅拌，得到含固率6％‑8％左右的发酵浆液；通过向发酵浆液中添加各类营养物

质，以保证发酵浆液中C/N比适合于后续的厌氧发酵；通过酸碱调节发酵浆液的pH维持在7

左右，保证发酵浆液处于厌氧发酵最佳的pH环境；

[0046] 为提高发酵浆液厌氧发酵的沼气产率，在制浆系统后增加一个浆液酸化水解罐，

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将大分子有机物转化成小分子的醇类和有机酸，便于后续厌氧发酵产沼

气的进行。

[0047] 步骤2中，厌氧发酵系统：发酵浆液送入厌氧发酵罐，发酵浆液送入厌氧发酵罐，罐

体采用沼气锅炉产生的热蒸汽进行加热保温，发酵温度设定为30‑40℃，发酵产甲烷周期设

定为25‑30天，在发酵过程中采用搅拌机对浆液进行扰动；

[0048] 焚烧发电系统：将脱水后的生活垃圾在高温焚烧下产生热能转化为高温热蒸汽，

推动锅轮机转动，产生电能。

[0049] 步骤3中，将分离出的沼渣采用板框压滤机进行脱水，脱水后沼渣的含水率需低于

60％，方可输送至生活垃圾脱水处理系统，进而作为燃料焚烧发电；

[0050] 将沼液送入沼液处理系统进行沼液处理，沼液处理系统采用二级A/O+UF+NF+RO工

艺；通过A/O池对进入系统的沼液进行预处理，以降低沼液中主要污染物COD，BOD及NH3‑N的

浓度；通过UF+NF+RO组成的膜反应器，进一步去除水中的少量污染物，以保证尾水达到《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中的相关要求(两规范不一致处，参照要求较严的标准)；产生的污泥经脱水

后同沼渣一同送入脱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浓缩液喷射入焚烧发电系统进行无害化处理；经

净化后的尾水作为工艺补充水供发酵浆液的制备及烟气净化系统中各药剂的配置使用，多

余的尾水用于垃圾运输车辆的清洗；

[0051] 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烟气经烟气净化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烟气净化系统采用

SNCR+SDA+干法+活性炭+布袋除尘+SCR工艺；烟气中的NOx依次通过SNCR和SCR系统进行反

应，酸性气体经SDA和干粉系统进行吸收，其中的粉尘则通过袋式除尘器去除，以保证处理

后的烟气达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中的相关要求。净化系统中收集

的飞灰经固化后外运填埋。

[0052] 沼气净化系统：步骤2中产生的沼气中常含有较高浓度的H2S和CO2；若不进行处理，

将影响沼气的质量。通过Fe2O3可有效去除沼气中的H2S，而使用石灰乳则可吸收沼气中的

CO2气体；

[0053] 沼气存储系统：将步骤4中净化的沼气压入专用气罐中进行收集；沼气储罐应具有

耐高压，防爆特性的同时，还需采用水封保证其密闭性，防止沼气外泄。

[0054] 沼气燃烧系统：将步骤4中收集的沼气送入沼气锅炉，通过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

热蒸汽；产生的热蒸汽用于厌氧发酵系统的加热保温，以保证发酵体系处于中温发酵的环

境。此外，产生的热蒸汽也将作为烟气净化系统中SCR前的SGH的热源，保证进入SCR的烟气

温度大于170℃。

[0055] 步骤1：分拣中，餐厨垃圾中分选出的木头、塑料等可燃物送入脱水处理，作为干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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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燃烧发电。

[0056] 油水分离：分离出的油脂采用催化制柴油技术进行处理，提高产品的利用效率；

[0057] 厌氧发酵中采用中温湿式发酵工艺，发酵周期不应低于15天。

[0058] 沼渣和污泥的脱水均应尽可能的降低物料中的含水率，以减少脱水处理中的渗滤

液的产量。

[0059] 尾水可供厂区内道路浇撒、车辆冲洗、绿化灌溉使用。

[0060] 存储的沼气可用于发电、厂区照明、食堂烹饪和外售。

[0061] 其它未说明的部分均属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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