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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

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餐

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步

骤包括：A将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分别投放入

相应的所述垃圾渗滤装置内；B生活垃圾在垃圾

渗滤装置内渗滤3-7天后送入焚烧装置；C餐厨垃

圾经过绞碎、除沙后，送入沼气发生装置内进行

发酵，得到沼气和固体残渣；D所述焚烧装置包

括，料斗和沼气进口，将步骤B中渗滤产物与步骤

C中得到的固体残渣混合后送入料斗内，将步骤C

中得到沼气通入沼气进口；E所述步骤D中的混合

物在焚烧装置内焚烧后，产生的固体残渣排出，

产生的烟气送入烟气处理装置，焚烧所产生的蒸

汽用以发电设备的发电；F烟气在所述烟气处理

装置进行飞灰的脱硝以及重金属脱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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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主要采用以下装置协

同处理：垃圾渗滤装置（1）、沼气发生装置（2）、焚烧装置（3）、烟气处理装置（4）和发电设备

（5）；

所述垃圾渗滤装置（1）包括两组，一组用于生活垃圾处理，另一组用于餐厨垃圾处理，

其中用于餐厨垃圾处理的那一组与所述沼气发生装置（2）相连；

所述工艺具体步骤包括：

A将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分别投放入相应的所述垃圾渗滤装置（1）内；

B生活垃圾在垃圾渗滤装置（1）内渗滤3-7天后送入焚烧装置（3）；

C餐厨垃圾经过绞碎、除沙后，送入沼气发生装置（2）内进行发酵，得到沼气和固体残

渣；

D所述焚烧装置（3）包括，料斗（311）和沼气进口（313），将步骤B中渗滤产物与步骤C中

得到的固体残渣混合后送入料斗（311）内，将步骤C中得到的沼气通入沼气进口（313）；

E所述步骤D中的混合物在焚烧装置（3）内焚烧后，产生的固体残渣排出，产生的烟气送

入烟气处理装置（4），所述焚烧装置（3）为焚烧锅炉，所述发电设备（5）为蒸汽轮机，焚烧所

产生的蒸汽用于发电设备（5）的发电；

F烟气在所述烟气处理装置（4）进行飞灰的脱硝以及重金属脱离处理；

所述焚烧装置（3）为焚烧锅炉，具体包括，进料区（31）、炉膛（32）、炉排（33）、出烟口

（34）、排渣口（35）、进风口（36）和回料装置（37），所述进料区（31）包括，料斗（311）、送料器

（312）和沼气进口（313）；所述炉膛（32）包括，干燥区（321）、设置在所述出烟口（34）下方的

燃烧区（322）以及与所述排渣口（35）相连的燃烬区（323）；所述炉排（33）包括，至少两个炉

排段（331），所述炉排段（331）之间设置有破碎铰刀（332），与所述进料区（31）相连的炉排段

（331）为干燥炉排（333），所述干燥区（321）设置在所述干燥炉排（333）的正上方，所述沼气

进口（313）设置在所述干燥区（321）上方；所述回料装置（37）包括，接料斗（371）和回料螺杆

（372）；

所述垃圾渗滤装置（1）与所述料斗（311）相连，所述沼气发生装置（2）上方设置有与所

述沼气进口（313）相连的沼气出口，所述沼气发生装置（2）底部固相产物送入所述料斗

（311）内，所述回料装置（37）通过管路与所述料斗（311）相连；

所述烟气处理装置（4）与所述焚烧装置（3）的烟气出口相连，包括，飞灰预处理部（41）、

脱硝部（42）、处理炉（43）和尾气处理部（44），所述飞灰预处理部（41）包括，飞灰收集室

（411）、粉煤输送管（412）、混合室（413），所述脱硝部（42）包括，水罐（421）、氨气罐（422）、混

合罐（423）和输送罐（424），所述输送罐（424）与所述处理炉（43）的中部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F中，烟气通过所述飞灰收集室（411）收集后，在所述混合室（413）和来自粉煤输送管

（412）的粉煤混合后送入处理炉（43）内加热处理的温度控制在1200℃～180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氨气与水在所述混合罐（423）内搅拌混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送罐（424）与所述处理炉（43）的相连通处炉膛温度控制在850℃～110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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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出烟口（34）的侧壁上设置有二次风出口（341），所述出烟口（34）中心位置设置有辅助

二次风出口（342），所述辅助二次风出口（342）包括导流壁（3421）和二次风管（3422），所述

导流壁（3421）呈下大上小的水滴状，所述二次风管（3422）设置在所述导流壁（3421）的侧

面，所述导流壁（3421）内设置有水冷循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沼气进口（313）处设置有第一辅助燃烧器（3131），所述燃烬区（323）的炉壁上设置有第

二辅助燃烧器（323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进风口（36），包括与所述炉排段（331）一一对应的进风单元（361），每个所述进风单元（361）

包括独立设置的引风管（3611）和引风机（361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混合室（413）的数量至少为两个，每个混合室（413）的气体出口处设置有电控阀门

（131），所述电控阀门（131）与控制器（4132）相连，所述控制器（4132）控制所有所述电控阀

门（131）中至少有一个处于打开状态且至少有一个处于关闭状态，且每个电控阀门（131）打

开的时间相同；所述混合室（13）外设置有氧气加压装置（414），所述氧气加压装置（414）包

括氧气发生器和加压泵。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尾气处理部（44）包括，冷凝器（441）和布袋除尘器（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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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

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垃圾的常量越来越大，垃圾填埋

的处理方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病。目前，通过焚烧法，将垃圾处理的同时，回收垃圾中的

可利用能量，是一种比较被认可的方法。

[0003] 然而，垃圾焚烧处理过程中往往存在以下问题：1、垃圾的含水量较高，即使经行脱

水处理后，其含水量依旧高于普通燃煤的含水量，采用传统燃煤的燃烧炉，难以使得生活垃

圾焚烧充分。2、传统炉膛的二次风设计，炉内的烟气流通不够剧烈，使得生活垃圾的燃烧不

充分。3、生活垃圾与餐厨垃圾成分差异较大，不能协同处理，混合处理的效果较差。4、垃圾

焚烧后会产生各种气体和固体金属污染物，对各种污染物的处理效果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提供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协同处理工艺。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主要采用以下装置协同处理：垃

圾渗滤装置、沼气发生装置、焚烧装置、烟气处理装置和发电设备；所述垃圾渗滤装置包括

两组，一组用于生活垃圾处理，另一组用于餐厨垃圾处理，其中用于餐厨垃圾处理的那一组

与所述沼气发生装置相连；

[0007] 所述工艺具体步骤包括：

[0008] A将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分别投放入相应的所述垃圾渗滤装置内；

[0009] B生活垃圾在垃圾渗滤装置内渗滤3-7天后送入焚烧装置；

[0010] C餐厨垃圾经过绞碎、除沙后，送入沼气发生装置内进行发酵，得到沼气和固体残

渣；

[0011] D所述焚烧装置包括，料斗和沼气进口，将步骤B中渗滤产物与步骤C中得到的固体

残渣混合后送入料斗内，将步骤C中得到的沼气通入沼气进口；

[0012] E所述步骤D中的混合物在焚烧装置内焚烧后，产生的固体残渣排出，产生的烟气

送入烟气处理装置，所述焚烧装置为焚烧锅炉，所述发电设备为蒸汽轮机，焚烧所产生的蒸

汽用于发电设备的发电；

[0013] F烟气在所述烟气处理装置进行飞灰的脱硝以及重金属脱离处理。

[0014] 本技术方案中，将垃圾分成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两大类，分别处理，将生活垃圾主

要用于固体燃烧，餐厨垃圾发酵值得沼气后在焚烧装置内联合焚烧，并且采用沼气进行干

燥处理，充分利用了垃圾资源，此外通过烟气处理装置能有效的出去，焚烧烟气中的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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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并且回收金属残渣。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焚烧装置为焚烧锅炉，具体包括，进料区、炉膛、炉排、出烟口、排渣

口、进风口和回料装置，所述进料区包括，料斗、送料器和沼气进口；所述炉膛包括，干燥区、

设置在所述出烟口下方的燃烧区以及与所述排渣口相连的燃烬区；所述炉排包括，至少两

个炉排段，所述炉排段之间设置有破碎铰刀，与所述进料区相连的炉排段为干燥炉排，所述

干燥区设置在所述干燥炉排的正上方，所述沼气进口设置在所述干燥区上方；所述回料装

置包括，接料斗和回料螺杆；

[0016] 所述垃圾渗滤装置与所述料斗相连，所述沼气发生装置上方设置有与所述沼气进

口相连的沼气出口，所述沼气发生装置底部固相产物送入所述料斗内，所述回料装置通过

管路与所述料斗相连；

[0017] 所述烟气处理装置与所述焚烧装置的烟气出口相连，包括，飞灰预处理部、脱硝

部、处理炉和尾气处理部，所述飞灰预处理部包括，飞灰收集室、粉煤输送管、混合室，所述

脱硝部包括，水罐、氨气罐、混合罐和输送罐，所述输送罐与所述处理炉的中部相连通。

[0018] 作为优选，步骤F中，烟气通过所述飞灰收集室收集后，在所述混合室和来自粉煤

输送管的粉煤混合后送入处理炉内加热处理的温度控制在1200℃～1800℃。

[0019] 作为优选，氨气与水在所述混合罐内搅拌混合。

[0020] 作为优选，所述输送罐与所述处理炉的相连通处炉膛温度控制在850℃～1100℃。

[0021] 作为优选，所述出烟口的侧壁上设置有二次风出口，所述出烟口中心位置设置有

辅助二次风出口，所述辅助二次风出口包括导流壁和二次风管，所述导流壁呈下大上小的

水滴状，所述二次风管设置在所述导流壁的侧面，所述导流壁内设置有水冷循环。

[0022] 作为优选，所述沼气进口处设置有第一辅助燃烧器，所述燃烬区的炉壁上设置有

第二辅助燃烧器。

[0023] 作为优选，进风口，包括与所述炉排段一一对应的进风单元，每个所述进风单元包

括独立设置的引风管和引风机。

[0024] 作为优选，所述混合室的数量至少为两个，每个混合室的气体出口处设置有电控

阀门，所述电控阀门与控制器相连，所述控制器控制所有所述电控阀门中至少有一个处于

打开状态且至少有一个处于关闭状态，且每个电控阀门打开的时间相同；所述混合室外设

置有氧气加压装置，所述氧气加压装置包括氧气发生器和加压泵。

[0025] 作为优选，所述尾气处理部包括，冷凝器和布袋除尘器。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7] ①  本发明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将垃圾分类处

理焚烧，提高了垃圾处理效率，大幅增加了垃圾利用率。

[0028] ②  本发明所述的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对垃圾的处理

彻底，利用率高，排放物污染小。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工作流程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中焚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中烟气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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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

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33] 下面结合附图以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4] 实施例1：

[0035] 根据图1～图3所示，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协同处理工艺，主要采用以

下装置协同处理：垃圾渗滤装置1、沼气发生装置2、焚烧装置3、烟气处理装置4和发电设备

5；垃圾渗滤装置1包括两组，一组用于生活垃圾处理，另一组用于餐厨垃圾处理，其中用于

餐厨垃圾处理的那一组与沼气发生装置2相连；

[0036] 焚烧装置3为焚烧锅炉，具体包括，进料区31、炉膛32、炉排33、出烟口34、排渣口

35、进风口36和回料装置37，进料区31包括，料斗311、送料器312和沼气进口313；炉膛32包

括，干燥区321、设置在出烟口34下方的燃烧区322以及与排渣口35相连的燃烬区323；炉排

33包括，至少两个炉排段331，炉排段331之间设置有破碎铰刀332，与进料区31相连的炉排

段331为干燥炉排333，干燥区321设置在干燥炉排333的正上方，沼气进口313设置在干燥区

321上方；回料装置37包括，接料斗371和回料螺杆372；

[0037] 出烟口34的侧壁上设置有二次风出口341，出烟口34中心位置设置有辅助二次风

出口342，辅助二次风出口342包括导流壁3421和二次风管3422，导流壁3421呈下大上小的

水滴状，二次风管3422设置在导流壁3421的侧面，导流壁3421内设置有水冷循环，沼气进口

313处设置有第一辅助燃烧器3131，燃烬区323的炉壁上设置有第二辅助燃烧器3231。

[0038] 进风口36，包括与炉排段331一一对应的进风单元361，每个进风单元361包括独立

设置的引风管3611和引风机3612。

[0039] 垃圾渗滤装置1与料斗311相连，沼气发生装置2上方设置有与沼气进口313相连的

沼气出口，沼气发生装置2底部固相产物送入料斗311内，回料装置37通过管路与料斗311相

连；

[0040] 烟气处理装置4与焚烧装置3的烟气出口相连，包括，飞灰预处理部41、脱硝部42、

处理炉43和尾气处理部44，飞灰预处理部41包括，飞灰收集室411、粉煤输送管412、混合室

413，脱硝部42包括，水罐421、氨气罐422、混合罐423和输送罐424，输送罐424与处理炉43的

中部相连通。尾气处理部44包括，冷凝器441和布袋除尘器442；混合室413的数量为两个，每

个混合室413的气体出口处设置有电控阀门131，电控阀门131与控制器4132相连，控制器

4132控制所有电控阀门131中至少有一个处于打开状态且至少有一个处于关闭状态，且每

个电控阀门131打开的时间相同；混合室13外设置有氧气加压装置414，氧气加压装置414包

括氧气发生器和加压泵。

[0041] 工艺具体步骤包括：

[0042] A将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分别投放入相应的垃圾渗滤装置1内；

[0043] B生活垃圾在垃圾渗滤装置1内渗滤3-7天后送入焚烧装置3；

[0044] C餐厨垃圾经过绞碎、除沙后，送入沼气发生装置2内进行发酵，得到沼气和固体残

渣；

[0045] D将步骤B中渗滤产物与步骤C中得到的固体残渣混合后送入料斗311内，将步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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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的沼气通入沼气进口313；

[0046] E步骤D中的混合物在焚烧装置3内焚烧后，产生的固体残渣排出，产生的烟气送入

烟气处理装置4，焚烧装置3为焚烧锅炉，发电设备5为蒸汽轮机，焚烧所产生的蒸汽用于发

电设备5的发电；氨气与水在混合罐423内搅拌混合，输送罐424与处理炉43的相连通处炉膛

温度控制在850℃～1100℃。

[0047] F烟气在烟气处理装置4进行飞灰的脱硝以及重金属脱离处理，烟气通过飞灰收集

室411收集后，在混合室413和来自粉煤输送管412的粉煤混合后送入处理炉43内加热处理

的温度控制在12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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