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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

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该设备包括密闭式

养殖厂房、好氧反应器、芬顿氧化池、餐厨垃圾贮

存室、厌氧反应器、二沉池和臭氧消毒池，餐厨垃

圾贮存室中下部安装有筛网，筛网上面为存放餐

厨垃圾室，下面为泔水池。本实用新型可提高养

殖过程中臭气降解率和大幅度降低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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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包括密闭

式养殖厂房、好氧反应器、芬顿氧化池、餐厨垃圾贮存室、厌氧反应器、二沉池和臭氧消毒

池，餐厨垃圾贮存室中下部安装有筛网，筛网上面为存放餐厨垃圾室，下面为泔水池，其中，

密闭式养殖厂房的输气管道接好氧反应器，输气管道上安装有离心风机，好氧反应器顶部

气体出口经第二阀门、风机接密闭芬顿氧化池的气体进口，芬顿氧化池底部的反应液出口

一路通过循环泵和阀门接芬顿氧化池里的文丘里进水管，另一路通过循环泵、第四阀门接

餐厨垃圾贮存室中的泔水池，餐厨垃圾贮存室中的存放餐厨垃圾室顶部的气体出口经第五

阀门、风机接芬顿氧化池的气体进口，好氧反应器的出水口一路经第九阀门和第四水泵接

二沉池，二沉池出水口接臭氧消毒池的进水口，好氧反应器的出水口另一路经第一阀门、第

一水泵、第六阀门、第二水泵接厌氧反应器的进水口,泔水池的出水口经第六阀门、第二水

泵接厌氧反应器的进水口，厌氧反应器的出水口经第八阀门和第三水泵接好氧反应器的进

水口，厌氧反应器顶部的气体出口经第七阀门、风机接芬顿氧化池的气体进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其特征

在于，密闭式养殖厂房的养殖区域设置有多个养殖床，每个养殖床设置有气体收集罩，每个

气体收集罩顶部有倒漏斗式吸风口，所有倒漏斗式吸风口通过导气管与输气管道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其特征

在于，气体收集罩由透光材料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其特征

在于，好氧反应器底部设置有布气管，中部有填料层，布气管与输气管道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其特征

在于，芬顿氧化池顶部安装有过氧化氢加药管、铁盐加药管、加酸管，内部设置有第一pH检

测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其特征

在于，在泔水池出口和第六阀门之间设置加碱管，在第二水泵的泵后设置第二pH检测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其特征

在于，臭氧消毒池内部设置紫外灭菌灯，底部设置臭氧布气管，布气管与臭氧发生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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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环保资源再生领域，公开了一种餐厨垃圾喂养黑水虻过程产生的

“三废” 的共处理组合设备，实现养殖过程臭气降解率100%、达到无废排放和废水循环利用

的技术目标。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数21.0%，我国生活垃圾产量位于世界之首。以广州为例，

平均每天产生  2800 吨的餐厨垃圾，每年达到  90  万吨。2221年6月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发布后，要求至

2222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7%以上。城市生活垃圾中餐厨垃圾占比超2/3，目前通过

养殖黑水虻方式处理餐厨垃圾正在成为环保领域的热点技术，但黑水虻养殖过程产生的臭

气在其养殖区域大量富集并沿浓度梯度向周围空间扩散。臭气成分主要为无机分子NH3、

H2S、有机分子CH3SH  、CH3NH2、吲哚等。养殖业产生臭气已严重影响了周围居住环境质量，从

我国环保发展趋势和对国际社会碳减排的承诺及经济发展战略观察，养殖业的臭气治理将

是未来大气治理的一个重点领域。而目前对黑水虻养殖过程产生的臭气还没有针对性的处

理技术。为此，其臭气的处理已成为未来餐厨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的瓶颈问题。

[0003] 目前针对臭气的处理技术主要包括：物理吸附法、化学氧化法、焚烧法、传统生物

法和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植物液喷淋法、等离子体分解法、光催化氧化法等。焚烧法、等离

子体分解法、光催化氧化法处理效率高，但设备投入大、运行成本高、维修复杂，而且最终仍

然需要对处理后的气体设置15m烟囱进行高空排放。相比而言，生物处理法的投资和运行费

用最低，逐渐受到重视并成为处理恶臭气体的主要方法之一，但由于水气接触时间难以控

制，特别是一些不易溶于水的大分子臭气成分更难以被直接去除，使得该方法在实际应用

中受限。因此，亟待开发新工艺新模式以弥补上述技术缺陷。

[0004] 利用餐厨垃圾进行的养殖黑水虻过程，臭气主要来源以下几点：垃圾放置或发酵

过程有机物腐败产生臭气；黑水虻代谢过程产生臭气；以及餐厨垃圾泔水和生活污水处理

时产生臭气，其中喂饲过程即养殖厂房内的臭气占比最大，是臭气处理的关键。因此，本实

用新型首先对养殖床加透光密封罩将臭气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在密封罩内再种植爬藤植物

或草皮，起到吸收净化少量残余臭气和改善养殖环境的作用，该方式相比传统大棚式养殖

房臭度下降95%以上。其次，本实用新型根据臭气性质将臭气中氨气、硫化氢气等小分子易

溶于水和微溶于水的气体成分利用废水处理设施先吸附出来，通过微生物的硝化作用和同

化作用进行生化处理，则大大减少后续其他臭味物质芬顿氧化时的药剂用量，使降解更加

彻底。另外在芬顿氧化池中设计文丘里管改进气水混合方式，实现臭气物质降解率100%和

废气零排放技术目标，并降低臭气处理成本30%以上。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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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养殖过程中臭气降解率和大幅度降低处理成本。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该设备包

括密闭式养殖厂房、好氧反应器、芬顿氧化池、餐厨垃圾贮存室、厌氧反应器、二沉池和臭氧

消毒池，餐厨垃圾贮存室中下部安装有筛网，筛网上面为存放餐厨垃圾室，下面为泔水池，

其中，密闭式养殖厂房的输气管道接好氧反应器，输气管道上安装有离心风机，好氧反应器

顶部气体出口经第二阀门、风机接密闭芬顿氧化池的气体进口，芬顿氧化池底部的反应液

出口一路通过循环泵和第三阀门接芬顿氧化池里的文丘里进水管，另一路通过循环泵、第

四阀门接餐厨垃圾贮存室中的泔水池，餐厨垃圾贮存室中的存放餐厨垃圾室顶部的气体出

口经第五阀门、风机接芬顿氧化池的气体进口，好氧反应器的出水口一路经第九阀门和第

四水泵接二沉池，二沉池出水口接臭氧消毒池的进水口，好氧反应器的出水口另一路经第

一阀门、第一水泵、第六阀门、第二水泵接厌氧反应器的进水口，泔水池的出水口经第六阀

门、第二水泵接厌氧反应器的进水口，厌氧反应器的出水口经第八阀门和第三水泵接好氧

反应器的进水口，厌氧反应器顶部的气体出口经第七阀门、风机接芬顿氧化池的气体进口。

[0007] 上述中，密闭式养殖厂房的养殖区域设置有多个养殖床，每个养殖床设置有气体

收集罩，每个气体收集罩顶部有倒漏斗式吸风口，所有倒漏斗式吸风口通过导气管与输气

管道连接。

[0008] 上述中，气体收集罩由透光材料制成。

[0009] 上述中，好氧反应器底部设置有布气管，中部有填料层，布气管与输气管道连通。

[0010] 上述中，芬顿氧化池顶部安装有过氧化氢加药管、铁盐加药管、加酸管，内部设置

有第一pH检测器。

[0011] 上述中，在泔水池出口和第六阀门之间设置加碱管，在第二水泵的泵前设置第二

pH检测器。

[0012] 上述中，臭氧消毒池内部设置紫外灭菌灯，底部设置臭氧布气管，布气管与臭氧发

生器相连。

[0013]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1、现行的臭气处理技术中，芬顿氧化法具有使臭气物质降解彻底、处理成本低、操

作易于控制等特点，但目前使用空气喷雾式逆向流吸气方式进行气水混合，则造成反应器

废气停留时间短，难以消除无效接触现象，使废气降解率的提高存在技术瓶颈，而且最后仍

有部分废气排放。本实用新型对文丘里管气水混合方式的设计极大地提高臭气物质溶解速

率和反应速率，提高恶臭物质处理的容积负荷，使反应器体积缩小2倍以上，大大降低了占

地面积和设备成本；而且通过反应器密闭设计，一方面更有利于形成负压，增大气体分子与

芬顿反应液的接触动力，使臭气物质降解率达到100%；另一方面负压的作用下各个构筑物

中的臭气自动被带入池中，无需或仅需小功率风机传输气体，极大降低了电耗，而且彻底做

到无废气排放。

[0015] 2、根据养殖过程产生的臭气中氨气占比高的特点，本实用新型利用氨气易溶于水

的特性，首先通过好氧生物膜反应器将氨气、硫化氢气等小分子易溶于水和微溶于水的气

体成分吸附出来，通过生物膜延长水气接触时间，使氨去除率99%以上，再利用微生物的硝

化作用和同化作用处理氨气、硫化氢气等小分子水溶性气体成分，一方面最大程度降低这

类臭味物质的处理成本，另一方面可大大减少后续芬顿氧化池的药剂用量，使其他臭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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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降解更加彻底。

[0016] 3、本实用新型将餐厨垃圾养殖黑水虻过程产生的“三废”进行系统设计，将芬顿溶

液排入餐厨垃圾贮存室泔水池中，利用泔水调节反应后的芬顿溶液pH值再回流到废水生化

处理池中，可大大减少用碱量60%以上。同时由于有机臭气分子降解的终产物以CO2为主，回

流到厌氧反应器后则极大地补充了反硝化脱氮所需的无机碳源。另外，在对各废水和臭气

处理设施进行加盖密封后，通过输气管道排入芬顿氧化池中，由于氧化池顶部产生负压的

原理进行气水混合，更利于臭气的排入和氧化反应，达到无废气排放技术目标。和现行技术

相比，臭气处理总成本降低了30%以上。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1本实用新型的工艺流程图。

[0018] 在图中，1-厌氧反应器，2-好氧反应器，3-二沉池，4-臭氧消毒池，5-密闭式养殖厂

房，6-餐厨垃圾贮存室，  7-芬顿氧化池，8-导气管，9-离心风机，10-输气管道，11-第一水

泵，12-第一阀门，13-布气管，14-填料层，15-第二阀门，16-风机，17-加酸管，18-第一pH检

测器，  19-过氧化氢加药管，20-铁盐加药管，21-文丘里进水管，22-第三阀门，23-循环泵，

24-第四阀门、25-第五阀门，26-存放餐厨垃圾室，27-筛网，28-泔水池，29-加碱管，30-第六

阀门，31-第二水泵，32-第二pH检测器，33-第七阀门，34-第八阀门，35-第三水泵，36-第九

阀门，37-第四水泵，38-紫外灭菌灯，39-臭氧布气管，40-臭氧发生器、41-第十阀门，42-第

五水泵，43-气体收集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照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过程三废共处理组合设备，

该设备包括密闭式养殖厂房5、好氧反应器2、芬顿氧化池7、餐厨垃圾贮存室6、厌氧反应器

1、二沉池3和臭氧消毒池4，餐厨垃圾贮存室6中下部安装有筛网27，筛网27上面为存放餐厨

垃圾室26，下面为泔水池28，其中，密闭式养殖厂房5的养殖区域设置有多个养殖床，每个养

殖床设置有气体收集罩43，气体收集罩43由透光材料制成，每个气体收集罩43顶部有倒漏

斗式吸风口，所有倒漏斗式吸风口通过导气管8与输气管道10连接，输气管道10上安装有离

心风机9，输气管道10接好氧反应器2，好氧反应器2底部设置有布气管13，中部有填料层14，

布气管13与输气管道10连通。好氧反应器2顶部气体出口经第二阀门15、风机16接密闭芬顿

氧化池7的气体进口，芬顿氧化池7顶部安装有过氧化氢加药管19、铁盐加药管20、加酸管

17，内部设置有第一pH检测器18。芬顿氧化池7底部的反应液出口一路通过循环泵23和第三

阀门22接芬顿氧化池7里的文丘里进水管21，另一路通过循环泵23、第四阀门24接餐厨垃圾

贮存室6中的泔水池28，餐厨垃圾贮存室6中的存放餐厨垃圾室26顶部的气体出口经第五阀

门25、风机16接芬顿氧化池7的气体进口，好氧反应器2的出水口一路经第九阀门36和第四

水泵37接二沉池3，二沉池3出水口接臭氧消毒池4的进水口，臭氧消毒池4内部设置紫外灭

菌灯38，底部设置臭氧布气管39，臭氧布气管39与臭氧发生器40相连，臭氧发生器40的出水

口经第十阀门41、第五水泵42接密闭式养殖厂房5的进水口。好氧反应器2的进水口另一路

经第八阀门34、第三水泵35接厌氧反应器1的出水口，好氧反应器2的出水口另一路经第一

阀门12、第一水泵11、第六阀门30、第二水泵31接厌氧反应器1的进水口，泔水池28的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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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第六阀门30、第二水泵31接厌氧反应器1的进水口，在泔水池出口和第六阀门30之间设置

加碱管29，在第二水泵31的泵前设置第二pH检测器32。厌氧反应器1的出水口经第八阀门34

和第三水泵35接好氧反应器2的进水口，厌氧反应器1顶部的气体出口经第七阀门33、风机

16接芬顿氧化池7的气体进口。

[0020] 应用例：

[0021] 以广东省某市日处理100吨餐厨垃圾为实施对象，黑水虻养殖厂房5为密闭式养殖

房5，养殖区域设置3层立体养殖床，长3米宽1.5米，产生臭气通过箱式气体收集罩43收集，

罩顶部设置倒漏斗式吸风口、所有倒漏斗式吸风口通过导气管8与输气管道10连接，输送臭

气量约126万m3/d。

[0022] 污水厂臭气量的计算可根据水面积确定臭气量;对构筑物上整体加顶,可根据空

间容积确定脱臭气量;对水池池面局部加盖,可根据开口面积和风速确定脱臭气量;还可根

据设备的台数确定脱臭气量。

[0023] 常用的臭气量计算方法为按照换气量来计算,不进人或一般不进人的地方,空气

交换量应为2~3次/h;对于有人进入、但工作时间不长的空间,空气的交换量为2~3.5次/h;

臭气量等于各构筑物水面以上空间体积与换气量乘积之和。

[0024] 根据臭气产生规律和特点，每次喂食后1小时开启离心风机9启动通风系统进行换

气，离心风机9持续抽吸2小时后关闭。停止工作1小时后再次启动，并进入间歇式工作模式，

即每隔40分钟启动10分钟进行换气一次，共持续3小时。

[0025] 箱式气体收集罩43为透光材料如有机玻璃制造，沿养殖床长边方向每隔40-50㎝

有固定架，供攀岩爬藤植物如锦屏藤依附，该方式利用植物除去箱体内残留臭气，与没有种

植植物相比，收集罩43臭气分子降解率提高10%以上，而且光合作用又为黑水虻提供充足氧

气，改善作业环境。

[0026] 与输气管道10相连的离心风机9型号为10D，功率为39kw，排风量为21000m3，设置2

台，每台风机工作频率为5次/h，工作时长为6min/次，将臭气送入好氧反应器2，进气量为

5000m3/h所述的好氧反应器2底部设置布气管13并覆盖卵石层，卵石高度约为井深1/10，在

井中部设置填料层14，所述的填料层14高度约为井深1/5，可以是塑料波板或聚苯乙烯纤维

球等填料组建，使臭气停留时间在5-15s以上，使臭气中氨气能充分溶于水中，达到氨去除

率99%以上。除氨后臭气从顶部导气管8排出，气流压降为1.0-1.7㎝水柱，进入密闭芬顿氧

化池7。

[0027] 密闭芬顿氧化池7顶部设置加酸管17，第一pH检测器18，过氧化氢加药管19、铁盐

加药管20和文丘里进水管21。过氧化氢加药管19加入含量为21%过氧化氢溶液，铁盐加药管

20为饱和FeSO4溶液，加酸管17加入硫酸或盐酸的溶液，通过第一pH检测器18调节pH值4.0-

5.0。芬顿氧化池7内反应液通过底部出水管、循环泵23和第三阀门22进入文丘里进水管21，

重新回到芬顿氧化池7进行循环利用，通过该方式在芬顿氧化池7内形成负压使各输气管道

中臭气与芬顿反应液充分混合并被彻底氧化降解，没有废气排放。

[0028] 上述芬顿氧化池7配置2个，交替运行，每隔一定时间后停止进气并通过循环泵23、

第四阀门24排入餐厨垃圾贮存室6泔水池28，停留时间1h以上以消除可能残留的过氧化氢

对厌氧反应器1中活性污泥的影响。

[0029] 上述餐厨垃圾贮存室6下部泔水池28的出水经第六阀门30、第二水泵31进入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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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器1进行处理。餐厨垃圾贮存室6中的存放餐厨垃圾室26顶部的气体出口经第五阀门

25、风机16进入芬顿氧化池7使臭气彻底氧化分解。

[0030] 好氧反应器2出水通过第九阀门36、第四水泵37进入二沉池3，其顶部密闭，池顶部

少量有味气体通过第二阀门15、风机16进入芬顿氧化池7，由于利用其顶部产生负压的原理

进行气水混合，在反应池中臭气被氧化降解的时间不受限制，该方式使黑水虻养殖过程产

生的臭气达到零排放。

[0031]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实用新

型的主要特征和优点，任何人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可得出其他形式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

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与本实用新型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方案，均在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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