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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

系统，该系统包括餐厨垃圾消化系统、沼液处理

系统和粗油脂回收处理系统，本发明将餐厨垃圾

通过一系列前处理得到粗油脂、沼气、沼渣和沼

液，沼渣、沼液可制成有机肥料，粗油脂通过粗油

脂回收处理系统制备生物柴油，不仅大量减少了

原始餐厨垃圾处理中的填埋用地，有效防止了环

境二次污染，还实现了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具备良好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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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

统包括餐厨垃圾消化系统、沼液处理系统和粗油脂回收处理系统，所述餐厨垃圾消化系统

包括垃圾接料斗、破袋机、人工分选平台、螺旋提升输送机、破碎制浆机、固液分离机、旋流

除砂器、湿热水解罐、三相卧螺离心机、均质池、厌氧消化罐、螺旋脱水机、沼液中转站、固体

垃圾收集装置、沼气净化器、精制提纯装置、CNG罐和沼气锅炉；

所述垃圾接料斗接收餐厨垃圾运输车运载的餐厨垃圾并通过螺旋输送机输送到破袋

机中；

所述破袋机对垃圾进行破袋处理后送入人工分选平台；

所述人工分选平台对餐厨垃圾进行人工分选，将其中的非餐厨垃圾分选出来，通过螺

旋提升输送机将分选后的餐厨垃圾送至破碎制浆机，并将螺旋提升输送机产生的固体垃圾

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破碎制浆机对固态垃圾进行粉碎制成浆液，将浆液送入固液分离机，并将所述破

碎制浆机产生的固体垃圾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固液分离机对浆液进行固液分离，分选出油水和固体垃圾，并将油水送入旋流除

砂器，并将所述固液分离机产生的固体垃圾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旋流除砂器对液体物料进行除砂后送入湿热水解罐，并将所述旋流除砂器产生的

固体垃圾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湿热水解罐对液体物料的加热水解，使得液体物料中的油脂水解后送入三相卧螺

离心机；

所述三相卧螺离心机对水解后的液体物料进行油固液三相分离，分选出粗油脂、水和

固体物料，并将水送入均质池；

所述均质池对水的流量、PH值和含固率进行调节后送入厌氧消化罐；

所述厌氧消化罐对水进行厌氧消化处理，产生沼气和发酵后的浆料，并将发酵后的浆

料送入螺旋脱水机，将沼气通过管道送入沼气净化器；

所述螺旋脱水机对发酵后的浆料进行脱水处理，产生沼渣和沼液，沼液送入沼液中转

站进行后续处理，沼渣通过运输车运输至填埋场进行填埋；

所述沼气净化器对沼气进行净化后送入精制提纯装置；

所述精制提纯装置对沼气进行精制提纯后送入CNG罐进行储存；

所述沼气锅炉将部分沼气净化器中的沼气进行燃烧，为所述湿热水解罐和所述厌氧消

化罐供热；

所述粗油脂回收处理系统包括微滤膜系统、预热罐、离心机、真空蒸馏系统、油水冷却

分离器、混合器、酯化反应器、高速离心机；其中，微滤膜系统、预热罐、离心机、真空蒸馏系

统、混合器、酯化反应器、高速离心机通过管道依次连接，真空蒸馏系统通过管道分别连接

混合器和油水冷却分离器；粗油脂通过微滤膜系统连续过滤，滤液送入预热系统预热至75

℃，预热后进入碟式离心机分离，分离后的油脂在加热器中加热至240℃后喷入真空蒸馏系

统，分离成中性油脂和高温脂肪酸气体，所述高温脂肪酸气体经过油水冷却分离器，冷却得

到脂肪酸和水；中性油脂经换热器冷却降温后与甲醇和碱性溶液在混合器内混合，混合液

进入酯化反应器，酯化反应后从塔顶流出生物柴油、甲醇和甘油的混合液，混合液经高速离

心机分离后得到甲醇和生物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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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沼液处

理系统包括格栅及均质池、袋式过滤器、膜生化反应器、污泥池、脱水机和上清液池；

所述格栅及均质池将沼液中的大颗粒污染物分离，然后进入均质池进行静止；

所述袋式过滤器对均质后的沼液进行再次过滤处理，分离其中的小颗粒污染物后送入

膜生化反应器；

所述膜生化反应器通过生化工艺去除有机物和氨氮后产生清水进行回用

所述反硝化池、硝化池和超滤系统均通过管道连接污泥池，将反硝化池、硝化池和超滤

系统产生的污泥通过管道输送至污泥池进行暂存，所述污泥池通过输送机与脱水机连接，

脱水机对污泥进行脱水处理后，将清水输送至上清液池中，上清液通过管道输送至格栅及

均质池对沼液进行均化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膜生化

反应器包括依次连接的一个反硝化池、两个连续的硝化池和一个超滤系统，所述超滤系统

通过管道与反硝化池连接，将不达标的污水回流送至反硝化池进行反硝化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热水

解罐加热温度为9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均质池

中调整混合的浆液含固率至8%，调整液体使用沼液处理后的上清液，浆液储存装置设有锥

形底沉淀泥沙，定期通过排砂口排砂，浆液储存装置设有增温保温装置，浆液储存装置内部

温度为35—38℃，液体pH值控制在6.5—8.5，温度和pH值通过在线监测装置控制，浆液在浆

液储存装置停留1d。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厌氧消化罐

中采用温厌氧发酵，加热温度为35℃，物料的碳氮比（C：N）控制在20：1-25：1范围内；厌氧消

化罐为圆柱形发酵罐，底部为平面，罐体为混凝土密封结构，发酵罐上部装有浮渣去除装

置，发酵罐顶部设有沼气罩，收集沼气输送到沼气处理工序，浆液在发酵罐停留时间21d，厌

氧消化罐罐体外表面设置保温隔热装置和温度补偿装置，温度补偿装置所需热量由沼气锅

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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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体废弃物处理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餐厨垃圾的特点是含水量高，水分含量达到80%-95%；糖类含量高，以蛋白质、

淀粉和动物脂肪等为主，且盐分含量高（部分餐厨垃圾辣椒、醋酸含量高）；有机物含量高

（蛋白质、纤维素、淀粉、油脂等）、杂质含量高、粘度高。易腐烂，易发酵，易发臭，易滋生寄生

虫、虫卵及病原微生物和霉菌等有毒有害物质。

[0003] 我国的餐厨垃圾主要用途是被城市周边的农民收集起来作为动物饲料直接使用

或者作为植物肥料使用，但这种利用方式的问题在于：餐厨垃圾中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一

方面容易引起动物感染，另一方面造成人体感染，形成交叉感染；猪食用后易感染和诱发各

种疾病，进而加大对病猪的用药剂量，因此会加大抗生素类药物的残留，这些残留药物通过

猪肉进入人体，容易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餐厨垃圾作饲料可能会导致同源性污染；另外，

餐厨垃圾中的油脂被不法分子提炼后重新作为黑心食用油（地沟油）使用也对人类的健康

产生威胁，地沟油中含有黄曲霉素，苯等毒素和一些过滤不净产生的杂质，长期食用会造成

慢性疾病的发生，甚至会致癌。

[0004]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城市生物质垃圾（包含餐厨垃圾、农林业垃圾、

动物粪便等）产生量急剧增加，已成为重要的污染源，急待加以处理与利用，开发适合我国

城市生物质垃圾特性的厌氧消化关键技术和设备，有助于完善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的技术体

系，提高城市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水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背景技术而提出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

本发明将餐厨垃圾通过一系列前处理得到粗油脂、沼气、沼渣和沼液，沼渣、沼液可制成有

机肥料，粗油脂通过粗油脂回收处理系统制备生物柴油，不仅大量减少了原始餐厨垃圾处

理中的填埋用地，有效防止了环境二次污染，还实现了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具备良好应

用前景。

[0006] 本发明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餐厨垃圾资源化

回收处理系统包括餐厨垃圾消化系统和沼液处理系统，所述餐厨垃圾消化系统包括垃圾接

料斗、破袋机、人工分选平台、螺旋提升输送机、破碎制浆机、固液分离机、旋流除砂器、湿热

水解罐、三相卧螺离心机、均质池、厌氧消化罐、螺旋脱水机、沼液中转站、固体垃圾收集装

置、沼气净化器、精制提纯装置、CNG罐和沼气锅炉；

所述垃圾接料斗接收餐厨垃圾运输车运载的餐厨垃圾并通过螺旋输送机输送到破袋

机中；

所述破袋机对垃圾进行破袋处理后送入人工分选平台；

所述人工分选平台对餐厨垃圾进行人工分选，将其中的非餐厨垃圾分选出来，通过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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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提升输送机将分选后的餐厨垃圾送至破碎制浆机，并将螺旋提升输送机产生的固体垃圾

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破碎制浆机对固态垃圾进行粉碎制成浆液，将浆液送入固液分离机，并将所述破

碎制浆机产生的固体垃圾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固液分离机对浆液进行固液分离，分选出油水和固体垃圾，并将油水送入旋流除

砂器，并将所述固液分离机产生的固体垃圾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旋流除砂器对液体物料进行除砂后送入湿热水解罐，并将所述旋流除砂器产生的

固体垃圾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湿热水解罐对液体物料的加热水解，使得液体物料中的油脂水解后送入三相卧螺

离心机；

所述三相卧螺离心机对水解后的液体物料进行油固液三相分离，分选出粗油脂、水和

固体物料，并将水送入均质池；

所述均质池对水的流量、PH值和含固率进行调节后送入厌氧消化罐；

所述厌氧消化罐对水进行厌氧消化处理，产生沼气和发酵后的浆料，并将发酵后的浆

料送入螺旋脱水机，将沼气通过管道送入沼气净化器；

所述螺旋脱水机对发酵后的浆料进行脱水处理，产生沼渣和沼液，沼液送入沼液中转

站进行后续处理，沼渣通过运输车运输至填埋场进行填埋；

所述沼气净化器对沼气进行净化后送入精制提纯装置；

所述精制提纯装置对沼气进行精制提纯后送入CNG罐进行储存；

所述沼气锅炉将部分沼气净化器中的沼气进行燃烧，为所述湿热水解罐和所述厌氧消

化罐供热；

所述粗油脂回收处理系统包括微滤膜系统、预热罐、离心机、真空蒸馏系统、油水冷却

分离器、混合器、酯化反应器、高速离心机；其中，微滤膜系统、预热罐、离心机、真空蒸馏系

统、混合器、酯化反应器、高速离心机通过管道依次连接，真空蒸馏系统通过管道分别连接

混合器和油水冷却分离器；粗油脂通过微滤膜系统连续过滤，滤液送入预热系统预热至75

℃，预热后进入碟式离心机分离，分离后的油脂在加热器中加热至240℃后喷入真空蒸馏系

统，分离成中性油脂和高温脂肪酸气体，所述高温脂肪酸气体经过油水冷却分离器，冷却得

到脂肪酸和水；中性油脂经换热器冷却降温后与甲醇和碱性溶液在混合器内混合，混合液

进入酯化反应器，酯化反应后从塔顶流出生物柴油、甲醇和甘油的混合液，混合液经高速离

心机分离后得到甲醇和生物柴油。

[0007]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沼液处理系统包括格栅及均质池、袋式过滤器、膜生

化反应器、污泥池、脱水机和上清液池；

所述格栅及均质池将沼液中的大颗粒污染物分离，然后进入均质池进行静止；

所述袋式过滤器对均质后的沼液进行再次过滤处理，分离其中的小颗粒污染物后送入

膜生化反应器；

所述膜生化反应器通过生化工艺去除有机物和氨氮后产生清水进行回用

所述反硝化池、硝化池和超滤系统均通过管道连接污泥池，将反硝化池、硝化池和超滤

系统产生的污泥通过管道输送至污泥池进行暂存，所述污泥池通过输送机与脱水机连接，

脱水机对污泥进行脱水处理后，将清水输送至上清液池中，上清液通过管道输送至格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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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质池对沼液进行均化处理。

[0008]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膜生化反应器包括依次连接的一个反硝化池、两个

连续的硝化池和一个超滤系统，所述超滤系统通过管道与反硝化池连接，将不达标的污水

回流送至反硝化池进行反硝化处理。

[0009]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湿热水解罐加热温度为90℃。

[0010]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均质池中调整混合的浆液含固率至8%，调整液体使

用沼液处理后的上清液，浆液储存装置设有锥形底沉淀泥沙，定期通过排砂口排砂，浆液储

存装置设有增温保温装置，浆液储存装置内部温度为35—38℃，液体pH值控制在6.5—8.5，

温度和pH值通过在线监测装置控制，浆液在浆液储存装置停留1d。

[0011]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限定，厌氧消化罐中采用温厌氧发酵，加热温度为35℃，物

料的碳氮比（C：N）控制在20：1-25：1范围内；厌氧消化罐为圆柱形发酵罐，底部为平面，罐体

为混凝土密封结构，发酵罐上部装有浮渣去除装置，发酵罐顶部设有沼气罩，收集沼气输送

到沼气处理工序，浆液在发酵罐停留时间21d，厌氧消化罐罐体外表面设置保温隔热装置和

温度补偿装置，温度补偿装置所需热量由沼气锅炉提供。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采用湿热水解方法进行液体物料的加热水解，能够低能耗、高产出高附加值废油，废

油提取率为90%，并且能够进行高温灭菌，降低油相对厌氧微生物的影响，提高厌氧消化系

统运行稳定性。

[0013] 2、对沼液进行后处理能够实现沼液的高值利用，可进行高倍数膜浓缩，现场复配

生产液态肥。

[0014] 3、通过对三相分离得到的粗油脂进行过滤、加热、分离、蒸馏和酯化反应等处理，

能够将餐厨垃圾中的油脂转化为生物柴油。

[0015] 4、将餐厨垃圾通过一系列处理得到粗油脂、沼气、沼渣和沼液，沼渣、沼液可制成

有机肥料，粗油脂可经过处理后制备生物柴油，不仅大量减少了原始餐厨垃圾处理中的填

埋用地，有效防止了环境二次污染，还实现了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提出的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一至四来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8] 实施例一

参见图1，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该餐厨垃圾资源化回收处理系统包括餐

厨垃圾消化系统和沼液处理系统，所述餐厨垃圾消化系统包括垃圾接料斗、破袋机、人工分

选平台、螺旋提升输送机、破碎制浆机、固液分离机、旋流除砂器、湿热水解罐、三相卧螺离

心机、均质池、厌氧消化罐、螺旋脱水机、沼液中转站、固体垃圾收集装置、沼气净化器、精制

提纯装置、CNG罐和沼气锅炉；

所述垃圾接料斗接收餐厨垃圾运输车运载的餐厨垃圾并通过螺旋输送机输送到破袋

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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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破袋机对垃圾进行破袋处理后送入人工分选平台；

所述人工分选平台对餐厨垃圾进行人工分选，将其中的非餐厨垃圾分选出来，通过螺

旋提升输送机将分选后的餐厨垃圾送至破碎制浆机，并将螺旋提升输送机产生的固体垃圾

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破碎制浆机对固态垃圾进行粉碎制成浆液，将浆液送入固液分离机，并将所述破

碎制浆机产生的固体垃圾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固液分离机对浆液进行固液分离，分选出油水和固体垃圾，并将油水送入旋流除

砂器，并将所述固液分离机产生的固体垃圾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旋流除砂器对液体物料进行除砂后送入湿热水解罐，并将所述旋流除砂器产生的

固体垃圾送至所述固体垃圾收集装置；

所述湿热水解罐对液体物料的加热水解，使得液体物料中的油脂水解后送入三相卧螺

离心机；

所述三相卧螺离心机对水解后的液体物料进行油固液三相分离，分选出粗油脂、水和

固体物料，并将水送入均质池；

所述均质池对水的流量、PH值和含固率进行调节后送入厌氧消化罐；

所述厌氧消化罐对水进行厌氧消化处理，产生沼气和发酵后的浆料，并将发酵后的浆

料送入螺旋脱水机，将沼气通过管道送入沼气净化器；

所述螺旋脱水机对发酵后的浆料进行脱水处理，产生沼渣和沼液，沼液送入沼液中转

站进行后续处理，沼渣通过运输车运输至填埋场进行填埋；

所述沼气净化器对沼气进行净化后送入精制提纯装置；

所述精制提纯装置对沼气进行精制提纯后送入CNG罐进行储存；

所述沼气锅炉将部分沼气净化器中的沼气进行燃烧，为所述湿热水解罐和所述厌氧消

化罐供热；

所述粗油脂回收处理系统包括微滤膜系统、预热罐、离心机、真空蒸馏系统、油水冷却

分离器、混合器、酯化反应器、高速离心机；其中，微滤膜系统、预热罐、离心机、真空蒸馏系

统、混合器、酯化反应器、高速离心机通过管道依次连接，真空蒸馏系统通过管道分别连接

混合器和油水冷却分离器；粗油脂通过微滤膜系统连续过滤，滤液送入预热系统预热至75

℃，预热后进入碟式离心机分离，分离后的油脂在加热器中加热至240℃后喷入真空蒸馏系

统，分离成中性油脂和高温脂肪酸气体，所述高温脂肪酸气体经过油水冷却分离器，冷却得

到脂肪酸和水；中性油脂经换热器冷却降温后与甲醇和碱性溶液在混合器内混合，混合液

进入酯化反应器，酯化反应后从塔顶流出生物柴油、甲醇和甘油的混合液，混合液经高速离

心机分离后得到甲醇和生物柴油。

[0019] 实施例二

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二作为实施例一的进一步改进，设置沼液处理系统包括格栅及

均质池、袋式过滤器、膜生化反应器、污泥池、脱水机和上清液池；

所述格栅及均质池将沼液中的大颗粒污染物分离，然后进入均质池进行静止；

所述袋式过滤器对均质后的沼液进行再次过滤处理，分离其中的小颗粒污染物后送入

膜生化反应器；

所述膜生化反应器通过生化工艺去除有机物和氨氮后产生清水进行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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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反硝化池、硝化池和超滤系统均通过管道连接污泥池，将反硝化池、硝化池和超滤

系统产生的污泥通过管道输送至污泥池进行暂存，所述污泥池通过输送机与脱水机连接，

脱水机对污泥进行脱水处理后，将清水输送至上清液池中，上清液通过管道输送至格栅及

均质池对沼液进行均化处理。

[0020] 其中，膜生化反应器包括依次连接的一个反硝化池、两个连续的硝化池和一个超

滤系统，所述超滤系统通过管道与反硝化池连接，将不达标的污水回流送至反硝化池进行

反硝化处理。

[0021] 实施例三

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三作为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的进一步改进，设置湿热水解罐加

热温度为90℃，均质池中调整混合的浆液含固率至8%，调整液体使用沼液处理后的上清液，

浆液储存装置设有锥形底沉淀泥沙，定期通过排砂口排砂，浆液储存装置设有增温保温装

置，浆液储存装置内部温度为35—38℃，液体pH值控制在6.5—8.5，温度和pH值通过在线监

测装置控制，浆液在浆液储存装置停留1d。

[0022] 实施例四

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四，可作为实施例一、实施例二和实施例三的进一步改进，设置

厌氧消化罐中采用温厌氧发酵，加热温度为35℃，物料的碳氮比（C：N）控制在20：1-25：1范

围内；厌氧消化罐为圆柱形发酵罐，底部为平面，罐体为混凝土密封结构，发酵罐上部装有

浮渣去除装置，发酵罐顶部设有沼气罩，收集沼气输送到沼气处理工序，浆液在发酵罐停留

时间21d，厌氧消化罐罐体外表面设置保温隔热装置和温度补偿装置，温度补偿装置所需热

量由沼气锅炉提供。

[0023] 本发明通过设置餐厨垃圾消化系统、沼液处理系统和粗油脂回收处理系统，通过

对餐厨垃圾进行一系列前处理和厌氧消化处理得到粗油脂、沼气、沼渣和沼液，沼渣、沼液

可制成有机肥料，并将三相分离得到的粗油脂通过粗油脂回收处理系统制备生物柴油，不

仅大量减少了原始餐厨垃圾处理中的填埋用地，有效防止了环境二次污染，还实现了餐厨

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具备良好应用前景。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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