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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

艺，首先对收集的餐厨垃圾进行预处理，包括对

餐厨垃圾进行分选破碎并高温蒸煮；然后对预处

理后的餐厨垃圾进行三相分离，分离出粗油脂、

废水和固渣，将粗油脂进行统一收集；将三相分

离后的固渣添加生物菌剂进行好氧发酵和二次

发酵，将发酵产生的水汽分离后，水部分与三相

分离得到的废水一同进行废水处置排放，废气部

分进行废气处置排放。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改进的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大幅提高了餐厨垃圾

粗油脂产量，可以获得更高的资源化收益，同时

可以缩短好氧发酵的周期，提高堆肥品质，实现

异味废水近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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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首先对收集的餐厨垃圾进行预处理，包括对餐厨垃圾进行分选破碎并高温蒸煮；

然后对预处理后的餐厨垃圾进行三相分离，分离出粗油脂、废水和固渣，将粗油脂进行

统一收集；

将三相分离后的固渣添加生物菌剂进行好氧发酵和二次发酵，将发酵产生的水汽分离

后，水部分与三相分离得到的废水一同进行废水处置排放，废气部分进行废气处置排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所述高温蒸煮过程加入餐厨

垃圾质量40％-60％的水，加热温度在70-90℃，加热时间10-20分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所述生物菌剂为能够在中高

温环境以及高油脂和高盐分的环境中充分发酵的大肠埃希氏菌变异菌种、酵素菌或采禾菌

剂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所述好氧发酵前，向三相分离

后的固渣中添加秸秆、米糠、谷壳、蘑菇渣、锯末作为辅料，用以调节固渣中的水分、C/N含

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所述废水处置过程将废水连

续通过一级调节池、混凝沉淀池、二级调节池、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和MBR池，所述一级

调节池调节废水的pH值，所述混凝沉淀池内投加PAC、PAM沉淀去除油脂和悬浮物，所述二级

调节池第二次调节水的pH值，所述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和MBR池对废水进行生化处理，

去除水中的COD、氨氮、TP污染物，生化处理后的废水达标排放。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所述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

和MBR池分别进行曝气处理，其中水解酸化池内的曝气量小于其他两个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所述混凝沉淀池和水解酸化

池与污泥池连接，收集污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所述废气处置采用生物过滤

法，将餐厨废气进过调节温度和湿度后，进入生物处理单元，利用生物处理单元中的微生物

吸收并分解废气中的气味物质，完成废气达标排放。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所述生物处理单元为内部设

有长满微生物的固体载体的生物滤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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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垃圾治理工艺，具体涉及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主要包括米饭、面食类残余物、肉类、蔬菜、骨头、瓜果皮等，以淀粉、食物

纤维类、蛋白质、脂类等有机物质为主要成分，同时也含有无机盐类，具有高油脂、高盐分、

高水分、高有机质含量以及易腐发臭、易酸化、易生物降解等特点。由于其营养元素丰富的

特点，因此具有很大的回收利用价值。餐厨垃圾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0003] 1、含水率高。餐厨垃圾的含水率一般都能达到80％～90％，因此流动性大，运输不

便，非常容易渗漏，热值较低，处理方法不当容易产生二次污染。

[0004] 2、有机物含量高。餐厨垃圾中粗脂肪、粗蛋白等有机物含量高，富含N、P、K、Ca及各

种微量元素，开发利用潜力大。

[0005] 3、油、盐的含量较高。餐厨垃圾具有高盐分、极易酸化等特点，在进行处理时要综

合考虑该因素，以防出现油、盐的抑制或资源化产品的利用率低等问题。

[0006] 4、餐厨垃圾在常温下就很容易腐烂变质，容易滋生病菌，引起各种疾病。餐厨垃圾

的以上特征表明，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另一方面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处理，才能得

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0007] 鉴于以上特点，餐厨垃圾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0008] 1、影响市容及人居环境；首先是餐厨垃圾本身的性状会影响人的视觉和嗅觉，另

外垃圾在处理过程中容易产生臭气、污水等污染环境。

[0009] 2、餐厨垃圾被用做饲料来喂养家畜，由于餐厨垃圾极易腐烂，在运输及储存过程

中产生大量的毒素及病菌，被用于家畜饲料后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健康。

[0010] 3、由餐厨垃圾派生的“潲水油”，极易产生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对人民身体健

康危害极大。如有关地沟油问题，每年约有200万～300万吨地沟油返回餐桌，地沟油中含有

大量的毒素，一旦食用，则会引起食物中毒甚至致癌。

[0011] 4、餐厨垃圾中的废弃油脂及固体残渣若排入下水道，容易造成堵塞，污染环境，甚

至引发下水道管爆炸等严重情况。

[0012] 对于餐厨垃圾处理处置技术主要有：大中型集中化好氧堆肥、厌氧消化、加工制饲

料、定点式小型好氧消化、小型家庭堆肥以及通过粉碎机粉碎进入下水管道与污水合并处

理等措施。

[0013] 定点式好氧消化：餐厨垃圾产生后可直接处理，减少存放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减少

因腐败发臭额招致蚊蝇的可能，优化卫生环境，减少运输费用以及运输过程中二次污染的

可能，实现源头处理和就地利用，减量率和资源化率都较高。因此定点式好氧消化也是目前

餐厨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之一。

[0014] 目前定点式好氧消化餐厨垃圾处理工艺如图1所示，该工艺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0015] 1、普通的三相分离不能很好的把餐厨垃圾中油脂脱离出来。因为油脂的收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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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吨粗油脂市场价3000元以上，如果能更好的将餐厨垃圾中的油脂分离出来，可以提高

餐厨垃圾的资源化率，给使用者带来更高的利润，同时可以减轻好氧发酵中油脂对菌种的

影响；

[0016] 2、普通菌种在高盐高油的餐厨垃圾环境中很难存活，影响好氧发酵的时间和质

量；

[0017] 3、在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废水和废气并没有很好的处理，对外还存在一定的污

染，尤其是异味较为严重。

发明内容

[0018]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以上定点式好氧消化餐厨垃圾处理工艺存在的上

述问题，提供一种改进的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

[0019]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20] 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21] 首先对收集的餐厨垃圾进行预处理，包括对餐厨垃圾进行分选破碎并高温蒸煮；

[0022] 然后对预处理后的餐厨垃圾进行三相分离，分离出粗油脂、废水和固渣，将粗油脂

进行统一收集；

[0023] 将三相分离后的固渣添加生物菌剂进行好氧发酵和二次发酵，将发酵产生的水汽

分离后，水部分与三相分离得到的废水一同进行废水处置排放，废气部分进行废气处置排

放。

[0024] 进一步的，所述高温蒸煮过程加入餐厨垃圾质量40％-60％的水，加热温度在70-

90℃，加热时间10-20分钟。

[0025] 进一步的，所述生物菌剂为能够在55℃以下的中高温环境以及高油脂和高盐分的

环境中充分发酵的大肠埃希氏菌变异菌种、酵素菌或采禾菌剂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6] 进一步的，所述好氧发酵前，向三相分离后的固渣中添加秸秆、米糠、谷壳、蘑菇

渣、锯末作为辅料，用以调节固渣中的水分、C/N含量。

[0027] 进一步的，所述废水处置过程将废水连续通过一级调节池、混凝沉淀池、二级调节

池、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和MBR池，所述一级调节池调节废水的pH值，所述混凝沉淀池内

投加PAC、PAM沉淀去除油脂和悬浮物，所述二级调节池第二次调节水的pH值，所述水解酸化

池、接触氧化池和MBR池对废水进行生化处理，去除水中的COD、氨氮、TP污染物，生化处理后

的废水达标排放。

[0028] 进一步的，所述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和MBR池分别进行曝气处理，其中水解酸

化池内的曝气量小于其他两个池。

[0029] 进一步的，所述混凝沉淀池和水解酸化池与污泥池连接，收集污泥。

[0030] 进一步的，所述废气处置采用生物过滤法，将餐厨废气进过调节温度和湿度后，进

入生物处理单元，利用生物处理单元中的微生物吸收并分解废气中的气味物质，完成废气

达标排放。

[0031] 进一步的，所述生物处理单元为内部设有长满微生物的固体载体的生物滤床。

[0032]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3] 1、本发明中的高温蒸煮工艺可以提高油脂析出量，增加资源化效益，同时给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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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氧发酵提供合适的起始温度。

[0034] 2、本发明中针对好氧发酵添加的生物菌种可以在中温(35℃)和高温(55℃)的条

件下，在高油脂(含油率6％)和高盐分(质量分数3％以上)的环境中充分发酵，放宽了生物

发酵的条件，提高了菌种在恶劣环境中的发酵效果。

[0035] 3、本发明在资源化处理过程中增加废水处理工艺，对餐厨垃圾油水分离后的废水

和冷凝水进行后端处理，完善了整个餐厨垃圾的处理工艺过程，使排出污水达标直接排放

且无异味。

[0036] 4、本发明在资源化处理过程中增加生物过滤除臭工艺，对餐厨垃圾治理过程中废

气进行治理，实现无异味排放。

[0037]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改进的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大幅提高了餐厨

垃圾粗油脂产量，可以获得更高的资源化收益，同时可以缩短好氧发酵的周期，提高堆肥品

质，实现异味废水近零排放。

[0038]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背景技术中现有的餐厨垃圾处理工艺流程图。

[0040] 图2为实施例中本发明的餐厨垃圾处理工艺流程图。

[0041] 图3为实施例中的废水处置流程图。

[0042] 图4为实施例中的废气处置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实施例

[0044] 参见图2，图示中的餐厨垃圾处理工艺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0045] 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46] 首先对收集的餐厨垃圾进行预处理，将餐厨垃圾先进行分选破碎，去除杂质并且

将垃圾中的大物料或者不易进行厌氧消化的物质进行破碎分离，然后对分选破碎后的餐厨

垃圾进行高温蒸煮，高温蒸煮的具体做法是在蒸煮过程加入餐厨垃圾质量40％-60％的水，

加热温度在70-90℃，加热时间10-20分钟，这样能够充分析出餐厨垃圾中的油脂，并且对后

面的好氧发酵提供起始温度。

[0047] 然后对预处理后的餐厨垃圾进行三相分离，分离出粗油脂、废水和固渣，其中将粗

油脂分离后统一收集交于有资质的厂家进行回收处理，分离的废水排入相关废水处理单元

进行废水处置。

[0048] 将三相分离后的固渣添加辅料和生物菌剂进行好氧发酵和二次发酵，其中辅料采

用秸秆、米糠、谷壳、蘑菇渣、锯末用于调节发酵过程中物料的C/N含量，生物菌剂采用大肠

埃希氏菌变异菌种、酵素菌、采禾菌剂中的一种或多种，该类菌种可以中温(35℃)和高温

(55℃)的条件下，在高油脂(含油率6％)和高盐分(盐分质量分数3％以上)的环境中充分发

酵。将发酵产生的水汽通过冷凝分离后，产生的冷凝废水部分与三相分离得到的废水一同

进行废水处置排放，产生的废气部分通过管路统一收集至废气处理单元进行废气处置排

放。通过两次发酵完成的物料(无异味)形成合格的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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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本实施例中废水处置过程采用预处理+生化处理+深度处理技术。具体如图3中所

示，经过油水分离后的废水进入一级调节池对废水的pH值进行调节，形成适宜混凝沉淀的

环境为后续的混凝沉淀提供条件；一级调节池出水进入混凝沉淀池，向混凝沉淀池中投加

PAC、PAM进行进一步破乳、混凝、沉淀，去除油脂和悬浮物，沉淀物进入污泥池；混凝沉淀池

出水进入二级调节池对废水的pH进行第二次调节，形成适宜微生物生长的环境，为后续的

生化处理提供条件；二级调节池出水相继进入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和MBR对废水进行生

化处理，有效去除COD、氨氮、TP等污染物，MBR出水达标排放；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和MBR

池中进行曝气处理，其中水解酸化池曝气量小，保证厌氧环境，曝气起搅拌作用，水解酸化

池产生的污泥排放到污泥池中集中处理，接触氧化池和MBR池曝气量大，保证好氧环境。

[0050] 本实施例中的废气处置采用生物过滤法治理技术，具体如图4所示，餐厨废气经过

调节温度和湿度后，进入生物处理单元，生物过滤是利用微生物对臭气的吸附、吸收、消化

和降解的作用，图示中采用生物滤床作为生物处理单元，生物滤床上堆放培育有微生物的

填料，收集到的废气通过长满微生物的固体填料，废气中的臭气物质先被填料吸收，然后被

填料上的微生物氧化分解，完成臭气的治理过程，治理后的废气达标排放。有关臭气的生物

治理技术为常用技术，采用的微生物可根据具体的臭气种类进行选用，本实施例在此不做

赘述。

[0051] 分别采用图1中的现有工艺过程以及图2中本实施例的工艺过程对两批相同质量

餐厨垃圾进行处理，其产生的参数对比如下：

[0052]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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