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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

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城市

生活垃圾、废植物粉料、餐厨垃圾、生石灰、硫酸

亚铁、硫酸镁、二氧化氯混合均匀，采用密封式高

温发酵设备，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度升

高至100℃，保持2小时，温度保持在60～80℃，加

入嗜热耐高温活性复合菌剂进行发酵，将发酵机

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生活垃圾在发

酵机内的发酵时间为12小时，有效的杀灭生活垃

圾中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经过发

酵后的熟料，经陈化粉碎筛分制成粉料，用自动

电子称重包装机包装制成有机质产品；从而解决

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难题，实现了生活垃圾的

资源化综合利用，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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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它由下述重量

配比的原料及方法制成：

城市生活垃圾                            65～75份

废植物粉料                              26～38份

餐厨垃圾                                15～25份

生石灰粉料                              8～12份

硫酸亚铁                                12～18份

硫酸镁                                  16～25份

二氧化氯                                8～12份

污泥发酵专用菌种                        0.01～0.05份

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0.02～0.06份

所述的城市生活垃圾是人们日常生活与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商业活动场所、政

府机关、学校、企业办公和娱乐场所产生的垃圾，城市农贸市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烂菜、烂

水果及菜叶菜根，环卫工人在清扫小区、街道、广场、公路过程中产生的混合固体废弃物；经

过多层振动筛进行分选去除废薄膜、废塑料、废木块、石块、废玻璃及大块物料后的剩余细

粉料及有机质垃圾；

所述的废植物粉料，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人在修剪城市绿化、园艺过程中产生的树叶树

枝和青草、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及木屑，经过分选、粉碎、干燥、磨粉、筛分后制成其

粒径为小于5mm的粉料；

所述的餐厨垃圾是酒店、宾馆、餐饮业、政府机关、学校、单位食堂供餐过程中产生的食

物残余、泔脚水、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油水混合废弃物；

所述的生石灰粉料，是石灰石经过高温煅烧、破碎、分选、粉碎、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

径为小于0.02mm的粉料；

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按比例将

城市生活垃圾、废植物粉料、餐厨垃圾、生石灰粉料、硫酸亚铁、硫酸镁、二氧化氯，采用双轴

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

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采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

温发酵设备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

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嗜热耐

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进行发酵，将发酵设备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

同时激活嗜热耐高温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耐高温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城

市生活垃圾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城市生活垃圾在发酵机内的发酵时

间为8～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

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

吸附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城

市生活垃圾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

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

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该产品可作为有机复合

肥、土壤修复改良剂、生物有机肥料的原料；从而解决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难、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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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问题，实现了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循环利用，以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分选方法，采用一种机械化全自动多层振动筛进行分选的

方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发酵方法为一种机械化全自动高温密封式的发酵设备，设

备内的高温来源于用电加热油的原理，机内设隔油层﹙层内电热油﹚利用油电导热加温的一

种高温快速发酵的方法。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发酵菌种为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

菌群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城市生活垃圾的混合搅拌采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均匀搅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废气处理，由活性炭吸收箱及空气增压风机组成；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

和吸附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产品包装，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它按下述步骤进行：

取65～75重量份的城市生活垃圾、26～38重量份的废植物粉料、15～25重量份的餐厨

垃圾、8～12重量份的生石灰粉料、12～18重量份的硫酸亚铁、16～25重量份的硫酸镁、8～

12重量份的二氧化氯，采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

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用

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设备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

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

0.01～0.05重量份的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0.02～0.06重量份的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

群剂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耐高温

活性菌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城市生活

垃圾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生活垃圾在发酵设备内的发酵时间为8～

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酵

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

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城市生活

垃圾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

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

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该产品可作为有机复合

肥、土壤改良修复剂、生物有机肥料的原料；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创造了一条新的技

术路线，也为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奠定了一种良好的有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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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具体地说它

是以城市生活垃圾、废植物、餐厨垃圾，采用机械化全自动进行高温快速发酵、陈化、消毒杀

菌、干燥、粉碎、筛分后制成的垃圾衍生物粉料，作为主要原料生产土壤修复改良剂、有机复

合肥料，属废物处理领域。

[0002] 本发明还涉及该垃圾衍生物的制造方法。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并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美丽的环境；但是，随着我国城

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的规划逐步扩大，城市人口逐年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也正在逐年增加；所述的城市生活垃圾是人们日常生活与消费过程

中所产生的垃圾，商业活动场所、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办公和娱乐场所产生的垃圾，城市农

贸市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烂水果及菜叶菜根，环卫工人在清扫小区、街道、广场、公路过程

中产生的混合固体废弃物；其种类繁多，主要来源于居民的生活与消费、市政建设与维护、

商业活动、市区的园林绿化及耕种生产、农贸市场、医疗和娱乐场所等方面产生的一般性垃

圾以及人畜粪便、厨房残渣垃圾；我们的这个家园正在被城市生活垃圾所包围；由生活垃圾

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目前我国660个大中城市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量已达

1.5亿吨以上，而且以10%左右的年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许多大中型城市的垃圾填埋场均已

填满或即将填满，难以为继，垃圾围城的形势十分严峻；许多的垃圾堆积在一起，不仅占用

很多的土地，而且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发出阵阵的臭味，污染空气、水源；同时，滋

生蚊、蝇、蟑螂、老鼠，传播疾病，对人们的健康危害极大；城市生活垃圾已成为世界各国所

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城市生活垃圾的组成成分比较复杂，其

中有不少生物性污染物，生活垃圾中腐化的有机物也含有各种有害的病原微生物，还含有

植物虫害、杂草种籽、昆虫和昆虫卵，容易造成生物污染；在生活垃圾与粪便污水中还会产

生更多的病原细菌、病毒、原生动物及后生动物，尤其是肠道病原生物体；如典型的寄生物

有阿米巴溶组织、各种线虫、蛔虫、钩虫、血吸虫，尤其是蛔虫卵在污水和生活垃圾中广泛存

在；另外还存在真菌生物体，其中的致病菌能在一定条件下传染到人体中引起疾病；粪便对

人体的最危险污染就是生物性污染，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及粪便污染可进入水体，造成水

体的生物性污染，有可能引起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并能传播多种疾病；70%的疾病原因在于垃

圾粪便没有无害化处理造成给水体的生物性污染；总之，城市生活垃圾本身具有一定的生

物性污染对环境及人体健康带来有害的影响，并形成有机污染物及臭气将成为影响城市环

境卫生的一大危害；因此，如何对生活垃圾进行生物转化，使之稳定下来并消灭上述致病性

生物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都在积极寻找有效的处理技术，目前我

国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主要是采用简单的填埋方法进行处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

染；但是，生活垃圾的成分比较复杂，含水率高，处理难度大，若未经处理直接填埋，将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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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土壤和地下水源，容易产生新的二次污染，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长期填埋需要占用大量

的土地资源，如何妥善科学地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处置，使其达到无害化和资源化，已成为

我国的科技人员广泛关注的一大研究课题；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真正做到资源开发利

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本发明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垃圾衍生物的制

造方法，是为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创造了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为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提升生

态文明建设水平奠定了良好的有利基础。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而提供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

活垃圾及垃圾衍生物的制造方法，从而解决了城市生活垃圾对环境所产生的污染，还解决

了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再生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益，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良性循环利

用。

[0006] 本发明还提供该垃圾衍生物的制造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实現的；

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它由下述重量配

比的原料及方法制成：

城市生活垃圾                            65～75份

废植物粉料                              26～38份

餐厨垃圾                                15～25份

生石灰粉料                              8～12份

硫酸亚铁                                12～18份

硫酸镁                                  16～25份

二氧化氯                                8～12份

污泥发酵专用菌种                        0.01～0.05份

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0.02～0.06份

所述的城市生活垃圾，是人们日常生活与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商业活动场所、政

府机关、学校、企业办公和娱乐场所产生的垃圾，城市农贸市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烂菜、烂

水果及菜叶菜根，环卫工人在清扫小区、街道、广场、公路过程中产生的混合固体废弃物；经

过多层振动筛进行分选去除废薄膜、废塑料、废木块、石块、废玻璃及大块物料后的剩余细

粉料及有机质垃圾；

所述的废植物粉料，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人在修剪城市绿化、园艺过程中产生的树叶树

枝和青草、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及木屑，经过分选、粉碎、干燥、磨粉、筛分后制成其

粒径为小于5mm的粉料；

所述的餐厨垃圾，是酒店、宾馆、餐饮业、政府机关、学校、单位食堂在供餐过程中产生

的食物残余、泔脚水、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油水混合废弃物；

所述的生石灰粉料，是石灰石经过高温煅烧、破碎、分选、粉碎、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

径为小于0.02mm的粉料。

[0008] 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分选方法，是采用一种机械化全自动多层振动筛进行分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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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发酵方法为一种机械化全自动高温密封式的发酵设备，设备内的高温来

源于用电加热油的原理，机内设隔油层﹙层内电热油﹚利用油电导热加温的一种高温快速发

酵的方法。

[0010] 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发酵菌种为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0011] 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城市生活垃圾的混合搅拌采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均匀搅拌。

[0012] 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废气处理，由活性炭吸收箱及空气增压风机组成；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能，对

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

[0013] 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产品包装，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装。

[0014] 所述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它按

下述步骤进行：

取65～75重量份的城市生活垃圾、26～38重量份的废植物粉料、15～25重量份的餐厨

垃圾、8～12重量份的生石灰粉料、12～18重量份的硫酸亚铁、16～25重量份的硫酸镁、8～

12重量份的二氧化氯，采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

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用

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设备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

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

0.01～0.05重量份的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0.02～0.06重量份的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

群剂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耐高温

活性菌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城市生活

垃圾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生活垃圾在发酵设备内的发酵时间为8～

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酵

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

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城市生活

垃圾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

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

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该产品可作为有机复合

肥、土壤改良修复剂、生物有机肥料的原料；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创造了一条新的技

术路线，也为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奠定了一种良好的有利基础。

[0015] 本发明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垃圾衍生物的制造方法，是采用一

种机械化全自动高温密封式的发酵设备，设备内的高温来源于用电加热油的原理，机内设

隔油层﹙层内电热油﹚利用油电导热加温的一种高温快速发酵的方法，能够使温度快速升高

至80℃～100℃；利用100℃的高温有效杀灭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

和病原菌体；利用嗜热耐高温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城市生活垃圾中有机物质的快速降

解和腐殖质的形成；使整个城市生活垃圾在发酵设备内的发酵时间缩短为8～12小时；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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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

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城市生

活垃圾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

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

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该产品可作为有机复合

肥、土壤改良修复剂、生物有机肥料的原料；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创造了一条新的技

术路线，也为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奠定了一种良好的有利基础。

[0016] 本发明是坚持资源化优先，选择安全可靠、先进环保、省地节能、经济适用的处理

技术作为处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技术；坚持在安全、生态环保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

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达到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

[0017]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填埋、焚烧、厌氧消化、好

氧发酵﹚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处置的缺陷，为了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效率，更

好的治理城市生活垃圾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进行研究发明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处置城

市生活垃圾的新技术；选用多种优质的微生物菌种与酵素进行混合、驯化、培养、复活制成

的一种微生物菌群剂，为通用型自制培养的一种特殊菌种；作为处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

快速发酵菌剂，是一种能够耐高温快速发酵、腐熟活化的菌剂；适用于高温发酵一次性快速

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在处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过程中用一种高温、速效的发酵方法；采用

机械化全自动控制高温密封式的发酵设备，该设备内的高温来源于用电加热油的原理﹙层

内电热油法﹚利用油电导热加温的一种高温快速发酵方法，能够使温度快速升高至80℃～

100℃；利用100℃的高温有效杀灭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

体；使整个城市生活垃圾在发酵设备内的处理发酵时间缩短为8～12小时；处理处置时间

短，效果好；能够一次性将城市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处置并转化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

害化的有机质产品；实现了国家关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的处理处置率到2020年底要达到

100%的有关规定要求；提高了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达到了城市生活垃圾

的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使城市生活垃圾不需要再送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

理，实现了国务院关于原生垃圾“零填埋”的处理原则；能够节约城市生活垃圾在填埋过程

中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解决了我国的大中城市正在遭遇生活

垃圾围城之痛苦，还能够节约大量的车辆运输力量和运输费用；该技术的优势在于安全可

靠、环保、省地、节能、经济适用，占用场地小，无污染物排放，可以在城市郊区就近设立生活

垃圾处理处置生产企业。

[0018] 本发明技术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速度快，时间短，8～12小

时，效果好；安全可靠、环保、省地、节能、经济适用，能够一次性快速处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

并转化成为一种可用的有机质产品，实现了国家关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的处理处置率达

到100%，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的目标；符合国家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规定的最佳

可行技术“是针对生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为减少污染物排放，从整体上实

现高水平环境保护，所采用的与某一时期的技术相比，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环境管理要求相

适应，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工业部门得到应用的，适用于不同应用条件的一项或多项先进、可

行的污染防治工艺和技术”的要求。

[0019] 与国内其它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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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传统的卫生填埋处理技术对比：

卫生填埋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臭气不容易控制，垃圾渗滤液处理难度较大，生活

垃圾稳定化周期较长，生活垃圾处理可持续性较差，容易对地下水、地表水和土壤产生污

染，环境风险影响时间长；卫生填埋场填满封场后需要进行长期维护。

[0020] 2、与焚烧处理技术对比：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比较复杂，对运行操作人员素质和运行监管水平要求较高，在

焚烧过程中容易产生大量的烟气、二恶英和重金属排放，对空气造成污染，在焚烧过程中产

生大量的废渣和飞灰处理难度较大，而且建设规模、资金和运行成本特别高，不适应经济欠

发达地区的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和应用。

[0021] 3、与传统的生活垃圾堆肥技术对比：

传统的生活垃圾堆肥生产主要是采用堆体的方法进行发酵工艺，在做发酵堆体时不能

做得太小太矮，太小会影响发酵，高度一般在1～1.5米，宽度2米左右，长度在2～4米以上的

堆体发酵效果较好；并在堆顶打孔通气，最后用塑料布将堆体覆盖与地面相接触，堆肥发酵

助剂是耗氧性微生物，所以在发酵过程中应加大供氧措施，做到拌匀、勤翻、通气为宜，否则

会因为厌氧发酵影响物料发酵效果；一般在生活垃圾堆积48小时后，第三天开始翻堆一次，

一般情况下翻堆3～5次即可完成发酵，夏季正常一周左右可发酵完成，需要多次翻堆，堆体

温度不高，杀灭病虫卵、杂草种籽不彻底，冬季需要30至60天，效果差，占用场地大，堆肥时

间长。

[0022] 本发明选用二氧化氯作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中的消毒、除臭、杀菌剂，二氧化

氯是由氯酸钠与硫酸和甲醇作用或由氯酸钠与二氧化硫作用而制成的产品；是以氯酸盐为

原料，在硫酸介质中还原制成的二氧化氯；具有杀菌、漂白、除臭、消毒、保鲜的功能；作用机

理主要是氧化作用，二氧化氯分子的电子结构呈不饱和状态，外层共有19个电子，具有强烈

的氧化作用，主要是对富有电子(或供电子)的原子基团(如含巯基的酶和硫化物，氯化物)

进行攻击，强行掠夺电子，使之成为失去活性和改变性质的物质，从而达到除臭、消毒、杀菌

的目的；

1、杀菌作用，二氧化氯对细胞壁有较强的吸附和穿透能力，放出原子氧将细胞内的含

巯基的酶氧化起到杀菌作用；

2、漂白作用，二氧化氯的漂白是通过放出原子氧和产生次氯酸盐而达到分解色素的目

的；利用它做漂白剂代替氯气、氯酸盐，因而效果更全面；

3、除臭作用，二氧化氯的除臭是因为它能与异味物质(如H2S、-SOH、-NH2)发生脱水反

应并使异味物质迅速氧化转化为其他物质，同时杀死微生物而不与脂肪酸反应；安全作用，

二氧化氯可以将氰化物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氮，即:2ClO2+2CN=2CO2+N2+2Cl  当氰化物的浓

度为3.0mg/L，二氧化氯的投加量为5.0mg/L，其氰化物的去除率一般都在85%以上；优点，国

外大量的实验研究显示，二氧化氯是安全、无毒的消毒剂，无“三致”效应(致癌、致畸、致突

变)，同时在消毒过程中也不与有机物发生氯代反应生成可产生“三致作用”的有机氯化物

或其它有毒类物质；但由于二氧化氯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应避免在高浓度时(>500ppm)使

用；当使用浓度低于100ppm以下时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的影响，包括生理生化方面的影响；

对皮肤亦无任何的致敏作用；因此，二氧化氯也被国际上公认为安全、无毒的绿色消毒杀菌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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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选用餐厨垃圾作为高温快速发酵处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辅助有机物质

的主要原料，是因为餐厨垃圾本身含有植物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及腐殖质，营养元素主要

包括氮、磷、钾三要素；氮能促进植物茎叶的生长，磷能激发植物根部的繁殖，加速成熟和增

加植物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钾能促进植物的生长活力，是发育木质枝干、果浆，构成叶绿

素的重要成分；餐厨垃圾还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其他多种微量元素，适用于各种作物的生

长，经研究分析测试，其中含全氮量为2.68%、全磷量为1.86%、全钾量为0.386%、有机质为

48.9%和铜、锌、钙、镁、铁等微量元素，氮是蛋白质的基本组成部分，参与植物体内叶绿素的

形成，从而提高光合作用的强度，以增加植物体内的碳水化合物，能提高产量；磷是植物细

胞核的重要成分，它适合于细胞分裂和植物各器官组织的分化发育，特别是开花结实有着

重要的作用，它是植物体内生理代谢活动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磷对提高植物的抗病性、抗

寒性和抗旱能力都有良好的作用；钾能加速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同化过程，能促进碳水化合

物的转化、蛋白质的合成和细胞分裂；钾能提高光合作用的强度，土壤中钾素供应充足，植

物体内形成的糖、淀粉、纤维素和脂肪等较多，不仅产量高，而且产品的质量好；这些营养元

素施入土壤后经过微生物分解后产生腐殖质，可以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增强土壤保

水保肥能力，能改良和培肥土壤，适合各种作物的生长。

[0024] 本发明选用废植物粉料作为高温快速发酵处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发酵过程中的

热能碳源原料提供给微生物菌种作为食物，使微生物在各种生理活动中获得所需的能量，

使机体能进行正常的生长与繁殖，保持生命的连续性；废植物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人在修剪

园艺、园林绿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树叶树枝和青草，生活垃圾处理分选过程中选出来的废木

料、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渣木屑等废弃物，经过分选、粉碎、干燥、磨粉、筛分后制成的

粉料，其中含有粗纤维、粗蛋白质、糖类、粗脂肪、灰分、磷等多种营养元素，特别是粗纤维含

量较高一般在53%以上，容易腐熟降解，可以作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发酵过程中的碳源

热能提供给微生物菌群食用，有利于微生物菌群的吸收。

[0025] 本发明选用农运来污泥发酵专用菌种作为处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发酵菌剂，该

产品系中国台湾地区高科技生物技术研制开发的生物制剂，含有高浓度的非致病性有益微

生物，并添加了能够分解各种大分子物质的多种酶；该产品中的微生物能够在发酵过程中

产生消化酶来分解发酵生活垃圾中的有机质；在发酵过程中添加本浓缩产品以补充原始菌

种，并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中有机物质的分解以便生成腐殖质，适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发

酵；成分为复合益菌，性状为粉剂，含活菌总数≥1.0×109cfu/g；  作用机理，好氧条件下，

发酵物料中的可溶性有机物透过微生物的细胞壁和细胞膜为微生物吸收；固体和胶体有机

物质先附着在微生物体外，由微生物分泌胞外酶将其分解为可溶性物质，再渗入细胞，微生

物通过自身代谢活动，使一部分有机物被氧化成简单的无机物，并释放能量，使另一部分有

机物用于合成微生物自身细胞物质和提供微生物各种生理活动所需的能量，使机体能进行

正常的生长与繁殖，保持生命的连续性；发酵中的微生物在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热来给

发酵物料加热；这种高温对快速分解是必需的，而且有利于破坏杂草的草种、昆虫的幼虫、

有害细菌，并能抑制某些疾病的滋生，以免这些疾病产生有害微生物阻碍植物的正常生长；

发酵微生物菌群的添加能够提高分解速度与效率，因为这些菌群是经过筛选、驯化、培养并

改良的高浓缩细菌与真菌混合物；这些菌种被选来更好的生存与繁殖、同时产生酶，分解有

机废物，从而在发酵生成过程中加速有机质的分解；分解木质纤维素菌体的标准概念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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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纤维结构使糖可用于不同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微生物利用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淀粉

酶、蛋白酶、分解木质素的酶等从纤维素、半纤维素、蛋白质、淀粉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中向发

酵物中释放糖分；目标菌在发酵过程中的生长加强了，就能有效抑制杂菌生长，从而防止产

生臭味和导致有害物质；

发酵特点：(1)自身产生一定的热量，并且高温持续时间长，不需外加热源，即可达到无

害化；(2)使多种难于降解的有机物质分解，使发酵物料有了较高程度的腐殖化，提高有效

养分；(3)产品无味无臭、质地疏松、含水率低、容重小，使城市生活垃圾在发酵过程中产生

的有机质为微生物提供食物，而微生物则维持微生物在摄取食物的同时能产生氮、磷、钾；

可作为有机肥的原料。

[0026] 本发明选用多种优质的微生物菌种与酵素进行混合、驯化、培养、复活制成菌群

剂，作为处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高温快速发酵菌剂，它是一种能够快速发酵、腐熟活化菌

剂；为通用型自制培养的复合型菌群剂，其中含有多种特殊功能的光合细菌、固氮芽孢菌、

荧光假单胞菌、解磷解钾菌、胶质芽胞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乳酸杆菌、酵母菌、耐高温放线

菌等多种微生物；该菌剂经混合发酵并复合在一起，互不拮抗，能够相互协同，是一种复合

型微生物发酵菌种；有效活菌数稳定超过15亿个/克，最高可达20亿个/克以上；功能强大，

加入到城市生活垃圾有机物料中，可在常温15℃左右，迅速升温、脱臭、脱水，7天左右完全

腐熟；功能全面、效果好，不仅对生活垃圾物料有强大腐熟作用，而且在发酵过程中还繁殖

大量功能性细菌并产生多种特效代谢产物，如激素、抗生素，养分由无效态和缓效态变为有

效态和速效态；使生活垃圾经过腐殖化，发酵处理后产生大量腐殖酸，并含有多种植物生长

素、氨基酸、酶、抗生物质，能够促进植物健康生长的功能性物质，从而刺激作物生长发育，

提高作物抗病、抗旱、抗寒能力，功能性细菌进入土壤后，可固氮、解磷、解钾、增加土壤养

分、改良土壤结构、提高肥效利用率；使城市生活垃圾能够快速腐熟并消除异味，经过发酵

处理后的生活垃圾衍生物，可以作为有机复合肥、土壤修复改良剂、介质土、生物有机肥料

的原料，养分全面，并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能明显改善和提高农产品品质，从而达到增

产增效的目的，提升城市生活垃圾衍生物产品的附加值。

本发明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处置过程中利用生石灰粉进行消毒杀菌，用硫酸亚铁

为还原剂，硫酸镁为二价铁保持剂，可使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质能够充分分解，达到迅

速除臭消毒杀菌的目的。

[0027] 本发明的一种用高温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及衍生物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按

比例将城市生活垃圾、废植物粉料、餐厨垃圾、生石灰粉料、硫酸亚铁、硫酸镁、二氧化氯，采

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

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30：1，酸碱度为6～8；采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

封式高温发酵设备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度升高至80～100℃，

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和嗜

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进行发酵，将发酵设备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

能，同时激活嗜热耐高温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耐高温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

速城市生活垃圾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城市生活垃圾在发酵机内的发

酵时间为8～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

菌体；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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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和吸附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

的城市生活垃圾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

为小于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

装机系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该产品可作为有机

复合肥、土壤修复改良剂、生物有机肥料的原料；从而解决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难、处理

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循环利用，以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

[0028] 按照本发明技术生产的城市生活垃圾衍生物的有机质产品，经国家规定的有关质

量检测部门检验，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  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

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12《有机肥料》标准要求。

[0029] 经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和深圳市农科所的产品质量检验

中心检测结果如下：

生活垃圾衍生物有机质产品检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

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12《有机肥料》标准：

产品名称：生活垃圾衍生物有机质产品

检测结果：

a）全氮含量为：3.33%；      b）全磷含量为：2.58%；

c）全钾含量为：0.63%；      d）有机质含量42.6%；

e）水分含量：  15.6%；       f）pH  6.8；

g）Cu（铜）含量为：626mg/kg；

h）Zn（锌）含量为：1001mg/kg；

i）有效活菌数（cfu）为：0.35亿/g；

j）粪大肠菌群数为：86个/g（mL）；

k）蛔虫卵死亡率为：98%。

[0030] 由于采取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技术具有如下优点及效果：

a）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时间短，效果好；能一次性将城市生活垃圾制造成为一种

可用的有机质产品，实现了国家关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100%的原则；

b）使城市生活垃圾不需要再送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能够节约大量的土地资

源，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c）能够节约城市生活垃圾需要大量的运力和运输费用；

d）垃圾衍生物产品是以城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植物废渣为主要原料，采用密封式高

温发酵机与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进行发酵，生产的一种多元素组成的复合型产

品，可作为有机肥、土壤修复改良剂、介质土、生物有机肥料的原料；

e）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创造了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也为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

综合利用奠定了一种良好的有利基础；

f）实现了城市生活垃圾零填埋，有效的治理了生活垃圾给城市环境卫生带来的二次环

境污染的难题，保护了环境；

g）生产工艺简单，无三废排放，符合国家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要求精神，且

投资少、見效快、成本低、效益好，适合各级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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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实施例1

将城市生活垃圾，是人们日常生活与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商业活动场所、政府机

关、学校、企业办公和娱乐场所产生的垃圾，城市农贸市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烂菜、烂水果

及菜叶菜根，环卫工人在清扫小区、街道、广场、公路过程中产生的混合固体废弃物；经过多

层振动筛进行分选去除废薄膜、废塑料、废木块、石块、废玻璃及大块物料后的剩余细粉料

及有机质垃圾；

将废植物，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人在修剪城市绿化、园艺过程中产生的树叶树枝和青草、

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及木屑，经过分选、粉碎、干燥、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

5mm的粉料；

将餐厨垃圾，是酒店、宾馆、餐饮业、政府机关、学校、单位食堂在供餐过程中产生的食

物残余、泔脚水、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油水混合废弃物；

将生石灰，是石灰石经过高温煅烧、破碎、分选、粉碎、磨粉、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

0.02mm的粉料。

[0032] 取上述制备的城市生活垃圾65kg、废植物粉料38kg、餐厨垃圾15kg、生石灰粉料

8kg、硫酸亚铁12kg、硫酸镁16kg、二氧化氯8kg，采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

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

～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设备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

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80

℃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1kg和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0.02kg

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耐高温活性

菌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城市生活垃圾

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生活垃圾在发酵设备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

时；有效的杀灭了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酵过程

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能，对

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城市生活垃圾

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

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

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测含氮量为：3.28%；含磷量为：

2.63%；含钾量为：0.66%；含有机质为：47.8%；含水率：13.5%；pH：6.3；有效活菌数（cfu）为：

0.38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3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97%；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12《有机肥料》标准；为合格产品。

[0033] 实施例2

取实施例1制备的城市生活垃圾75kg、废植物粉料26kg、餐厨垃圾25kg、生石灰粉料

12kg、硫酸亚铁18kg、硫酸镁25kg、二氧化氯12kg，采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

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

25～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设备内，启动加热系统，通

过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

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5kg和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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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kg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耐高

温活性菌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城市生

活垃圾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生活垃圾在发酵设备内的发酵时间为8

～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

酵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

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城市生

活垃圾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

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

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测含氮量为：3.31%；

含磷量为：2.62%；含钾量为：0.63%；含有机质为：45.8%；含水率：15.5%；pH：6.5；有效活菌数

（cfu）为：0.38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3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98%；均达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12《有机肥料》标准；为合

格产品。

[0034] 实施例3

取实施例1制备的城市生活垃圾68kg、废植物粉料28kg、餐厨垃圾18kg、生石灰粉料

10kg、硫酸亚铁14kg、硫酸镁18kg、二氧化氯10kg，采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

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

25～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设备内，启动加热系统，通

过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

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2kg和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0.03kg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耐高

温活性菌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城市生

活垃圾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生活垃圾在发酵设备内的发酵时间为8

～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

酵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

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城市生

活垃圾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

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

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测含氮量为：3.28%；

含磷量为：2.65%；含钾量为：0.68%；含有机质为：46.8%；含水率：13.8%；pH：6.5；有效活菌数

（cfu）为：0.36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5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98%；均达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12《有机肥料》标准；为合

格产品。

[0035] 实施例4

取实施例1制备的城市生活垃圾72kg、废植物粉料32kg、餐厨垃圾20kg、生石灰粉料

9kg、硫酸亚铁16kg、硫酸镁20kg、二氧化氯9kg，采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其

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25

～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设备内，启动加热系统，通过

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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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3kg和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0.04kg

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耐高温活性

菌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城市生活垃圾

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生活垃圾在发酵设备内的发酵时间为8～12小

时；有效的杀灭了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酵过程

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功能，对

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城市生活垃圾

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0.18mm的

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统进行包

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测含氮量为：3.38%；含磷量为：

2.66%；含钾量为：0.65%；含有机质为：47.9%；含水率：13.9%；pH：6.6；有效活菌数（cfu）为：

0.38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3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97%；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12《有机肥料》标准；为合格产品。

[0036] 实施例5

取实施例1制备的城市生活垃圾73kg、废植物粉料35kg、餐厨垃圾23kg、生石灰粉料

11kg、硫酸亚铁18kg、硫酸镁23kg、二氧化氯11kg，采用双轴混合搅拌机进行混合搅拌均匀，

其中：混合料的水分应控制在45%～65%，手抓物料成团无水滴，手松开物料即散，碳氮比为

25～30：1，酸碱度为6～8；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密封式高温发酵设备内，启动加热系统，通

过油、电导热将发酵设备内温度升高至80～100℃，保持2小时后断电，让其温度保持在60～

80℃之间，按比例同时加入污泥专用发酵菌种0.04kg和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剂

0.05kg进行发酵，将发酵机内配套的搅拌系统调至间歇性的搅拌功能，同时激活嗜热耐高

温活性菌复合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利用嗜热耐高温活性菌复合菌群的活动功能加速城市生

活垃圾中有机质的快速降解和腐殖质的形成；整个生活垃圾在发酵设备内的发酵时间为8

～12小时；有效的杀灭了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微生物、虫卵、杂草种籽和病原菌体；在发

酵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汽，采用活性炭吸收箱进行吸附处理，利用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吸附

功能，对水蒸汽中的微量废气进行吸附净化，达到无臭无色达标排放；经过发酵后的城市生

活垃圾熟料，输送到地沟槽进行陈化、翻抛、降温、冷却、粉碎、筛分后制成其粒径为小于

0.18mm的混合粉料，将混合粉料输送到专用储料筒仓，采用全自动电子计量称重包装机系

统进行包装后制成为一种稳定化、腐熟化、无害化的有机质产品；经检测含氮量为：3.38%；

含磷量为：2.53%；含钾量为：0.68%；含有机质为：46.8%；含水率：13.5%；pH：6.6；有效活菌数

（cfu）为：0.38亿/g；粪大肠菌群数为：83个/g（mL）；蛔虫卵死亡率为：97%；均达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GB4284-2018《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和NY525-2012《有机肥料》标准；为合

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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