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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由机械分选单元、

厌氧发酵单元和焚烧发电单元组成，其中机械分

选单元由垃圾给料、破袋、磁选、滚筒筛分、风选、

转盘筛分、涡电流分选、破碎除杂、制浆除杂工序

组成，厌氧发酵单元由水解酸化、厌氧发酵、沼气

净化、沼气脱碳、沼渣脱水、制肥、污水处理工序

组成，本发明在在原有垃圾焚烧发电系统的基础

上，采用机械分选的手段，将生活垃圾中含量大

于50%，对焚烧发电贡献少于10%的生物质选出来

进行厌氧发酵，不但有利于焚烧发电，还获得额

外的天然气能源和有机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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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系统包括垃圾机械分选单元、焚烧发电单元和厌氧发酵单

元，其中所述的机械分选单元由垃圾给料、破袋、磁选、滚筒筛分、风选、转盘筛分、涡电流分

选、破碎除杂、制浆除杂工序组成，其中所述的厌氧发酵单元由水解酸化、厌氧发酵、沼气净

化、压缩沼气、沼气脱碳、压缩CO2、沼渣脱水、制肥、污水处理工序组成，其中所述的沼气脱

碳工序产生的CO2经压缩后通入水解酸化工序，所述的水解酸化工序中通入一定量的厌氧

发酵产生的沼液和焚烧发电单元产生的蒸汽，同时将沼气脱碳生成的二氧化碳通入水解酸

化罐的底部，对水解酸化浆液进行搅拌传质，加速水解酸化过程，提高后续厌氧发酵甲烷产

量；水解酸化反应条件为：停留时间24～48小时，反应温度35±1℃，PH3.5～5，每立方浆液

通入0.1～0.2m3二氧化碳压缩气体；沼气净化工序后的沼气经压缩后通入厌氧发酵工序，

所述的厌氧发酵工序中采用压缩沼气对厌氧发酵罐内的浆液进行气动搅拌，沼气压力为

0.4～0.6MPa，压缩沼气通过均布在厌氧发酵罐底部的喷嘴，按照设定的程序间断喷射，厌

氧发酵罐内浆液含固率8％～15％，停留时间20～25天，反应温度35±1℃，PH6.5～7.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械分选单元将生

活垃圾分成三部分物料，第一部分是可回收物料，主要是金属和塑料两种物料，占生活垃圾

总量的5％～8％；第二部分是有机生物质，主要是瓜果、饭菜高水分生物质，占生活垃圾总

量的45％～55％，其中的非生物质组分含量低于5％；第三部分是其它剩余组分，主要是纸

塑、尿不湿、织物、竹木、渣土、砂石，占生活垃圾总量的40％～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焚烧发电单元为循

环流化床或炉排炉焚烧发电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盘筛分、涡电流分

选、破碎除杂、制浆除杂工序为顺序连接，转盘筛分主要去除生物质中的大块的塑料袋、尿

不湿以及砖块，破碎除杂主要将物料破碎到10mm以下，同时除去里面90％以上的塑料和织

物，制浆除杂主要通过加水将破碎后的生物质制成浆液，同时除去里面80％以上的砂石和

剩余的细小塑料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沼气净化工序主要

对沼气进行除尘、脱硫和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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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0001] 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特别涉及一种与现有大多数垃圾焚烧发电配套的有机生

物质处理系统。

[0002] 背景技术：

[0003] 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分为填埋、焚烧、堆肥、厌氧、热解几类。

[0004] 卫生填埋处理方法的优点是处理费用低，方法简单，但防渗处理不好，容易造成对

地下水资源的二次污染，更重要是的占用大量土地。

[0005] 焚烧处理的优点是减量效果好（焚烧后体积减少90%以上，重量减少80%以上）。但

是焚烧厂的建设和运行费用昂贵，对垃圾的热值要求高，产生的二恶英具有毒性，民众普遍

反对。

[0006] 堆肥处理是解决有机生物质垃圾的出路，可达到资源化的目的，但堆肥的效果取

决于垃圾前分选工艺水平，不然长期使用易造成土壤板结和地下水质变坏。

[0007] 厌氧发酵的优点是可以获得生物天然气能源和有机肥资源，技术成熟、不易产生

臭气、环境友好，但对生活垃圾的预处理要求高。

[0008] 热解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在高温、无氧或缺氧环境下，把废物完全转变成合成气

和可回收的固体残留。烟气排放大幅减少、资源化效率高。但该方式的技术成熟度和经济效

益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0009] 从我国现在实际应用的工程案例来看，绝大部分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以填埋和焚

烧为主。其中垃圾焚烧发电发展较迅速，全国已经建成和在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近300个。

垃圾焚烧发电厂普遍的做法是将混合生活垃圾堆放在垃圾卸料坑中3到5天，使部分水分从

垃圾中渗滤出来，然后将生活垃圾投入垃圾焚烧炉进行焚烧。

[0010] 我国的的城市生活垃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含税水率高（50~60%），有机生物质含量

高(45~65%)。虽然城市生活垃圾的整体地位热值在不断提高，垃圾焚烧炉也通过技术改进、

辅助手段逐步适用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特性。但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生物质对生活垃圾焚

烧系统仍然是一个不利因素。经过对北京、深圳、广州、杭州、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生活垃

圾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0011] 1.  城市生活垃圾中塑料是垃圾热量的主要来源，占比约50%；、

[0012] 2 .  城市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即有机生物质）平均含量约54%，但热量贡献不到

15%；

[0013] 3. 以上城市典型垃圾平均低位热值5600kJ/kg左右，每吨混合生活垃圾的发电量

约310kwh（以发电效率20%计），若将1吨混合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生物质剥离出去，剩下的组

分的质量约占原来混合垃圾的质量的一半，但热量占混合垃圾热量的85%以上），又由于剩

下组分的热值增加（约为10000kJ/kg以上），发电效率增加，其发电量也为310kwh左右（以发

电效率提高3个百分点，23%计）。即将厨余垃圾分选出去并不影响焚烧发电量。

[0014] 4.  如果采用机械分选处理，在垃圾中转站进行分类，则直接进入填埋场填埋的垃

圾约为12%左右。需要压缩转运到焚烧发电厂的的垃圾质量只有30%左右（这部分可燃垃圾

压缩前约占总体积的60%以上）；  如果在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机械分选，则进入焚烧炉的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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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质量只有50%左右。

[0015] 5.  1吨混合生活垃圾中分选出来的厨余垃圾经厌氧发酵可以获得60m3左右沼气

和100kg左右的有机肥。

[0016] 现有垃圾焚烧发电厂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将生活垃圾焚烧；少数垃圾焚烧发电厂对

生活垃圾进行简单的预处理，也主要是经过磁选选出里面的金属，或者是为了满足焚烧炉

对垃圾尺寸的要求而将生活垃圾进行破碎。

[0017] 而现有的生活垃圾厌氧发酵处理方式，虽然强调将生活垃圾经过分选，实现生活

垃圾的综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但工艺流程长、系统复杂，项目成功率低。

发明内容

[0018] 为了优化现有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系统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依托现有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系统，通过厌氧发酵手段，在不降低现有垃圾焚烧发电经济效益的同时，实

现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生物质的资源化和能源化。

[0019]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系统包括垃圾机

械分选单元、焚烧发电单元和厌氧发酵单元。生活垃圾经过机械分选单元处理后，被分成三

部分物料，第一部分是可回收物料，主要是金属和高品质的塑料两种物料；第二部分是有机

生物质，主要是瓜果、饭菜等高水分生物质；第三部分是其它剩余组分，主要是纸塑、尿不

湿、织物、竹木、渣土、砂石以及其它物料。第一部分物料占生活垃圾总量的5%~8%（湿基状态

下），直接回收循环利用，第二部分物料占生活垃圾总量的45%~55%（湿基状态下），通过机械

分选，使其中的非生物质组分（以塑料和砂石作为计量指标）含量低于5%（湿基状态下），然

后进入厌氧发酵单元；第三部分物料占生活垃圾总量的40%~50%（湿基状态下），直接送入垃

圾焚烧发电单元。

[0020] 其中所述的机械分选单元由垃圾给料、破袋、磁选、滚筒筛分、风选、转盘筛分、涡

电流分选、破碎除杂、制浆除杂工序组成；

[0021] 其中所述的厌氧发酵单元由水解酸化、厌氧发酵、沼气净化、压缩沼气、沼气脱碳、

压缩CO2、沼渣脱水、制肥、污水处理工序组成；

[0022] 其中所述的焚烧发电单元为现有的循环流化床或炉排炉焚烧发电系统；

[0023] 其中所述的转盘筛分、破碎除杂、制浆除杂工序为顺序连接，转盘筛分主要去除生

物质中的大块的塑料袋、尿不湿以及砖块等，破碎除杂主要将物料破碎到10mm以下，同时除

去里面90%以上的塑料和织物，制浆除杂主要通过加水将破碎后的生物质制成浆液，同时除

去里面80%以上的砂石和剩余的细小塑料片以及其它杂物。

[0024] 其中所述的水解酸化工序中通入一定量的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液和焚烧发电单元

产生的蒸汽，同时将沼气脱碳生成的二氧化碳通入水解酸化罐的底部，对水解酸化浆液进

行搅拌传质，加速水解酸化过程，提高后续厌氧发酵甲烷产量。反应条件为：停留时间24~48

小时，反应温度35±1℃，PH3.5~5，每立方浆液通入0.1~0.2m3 二氧化碳压缩气体。

[0025] 其中所述的厌氧发酵工序中采用压缩沼气对厌氧发酵罐内的浆液进行气动搅拌，

沼气压力为0.4~0.6MPa，压缩沼气通过均布在厌氧发酵罐底部的喷嘴，按照设定的程序间

断喷射，厌氧发酵罐内浆液含固率8%~15%，停留时间20~25天，反应温度35±1℃，PH6 .5~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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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其中所述的沼气净化工序主要对沼气进行除尘、脱硫和脱水。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1)本发明根据我国生活垃圾的特性变化，将生活垃圾分

成三类物料，可实现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最大资源化效益；（2）本发明将近50%的高含水量

的生物质分选出来，使进入垃圾焚烧炉的垃圾的热值增加，虽然焚烧的垃圾总量减少，但焚

烧发电总量并未减少；（3）生物质经过厌氧发酵处理获得清洁的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不但

获得额外的新能源，还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4）部分可回收的金属和高品质的废旧塑料得

到了高值利用，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焚烧而获得能量；（5）本发明将沼气脱碳产生的二氧化碳

通入水解酸化浆液，不但起到搅拌作用，也有利于缩短水解酸化时间和提高后续厌氧发酵

甲烷产量。

附图说明

[0028] 图1  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图，其中三个主单元为机械分选单元；厌氧发酵单元；

焚烧发电单元；厌氧发酵单元又分为水解酸化、厌氧发酵、沼气净化、压缩沼气、沼气脱碳、

压缩CO2、沼渣脱水、制肥、污水处理。

[0029] 图2  生活垃圾机械分选单元图，包括垃圾给料、破袋、磁选、滚筒筛分、转盘筛分、

风选、涡电流分选、破碎除杂、制浆除杂。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详述：

[0031] 实施例1

[0032]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系统包括垃圾机

械分选单元、焚烧发电单元和厌氧发酵单元。

[0033] 机械分选单元由垃圾给料、破袋、磁选、滚筒筛分、风选、转盘筛分、涡电流分选、破

碎除杂、制浆除杂工序组成；厌氧发酵单元由水解酸化、厌氧发酵、沼气净化、沼气脱碳、沼

渣脱水、制肥、污水处理工序组成。

[0034] 生活垃圾经过垃圾给料和破袋后，垃圾袋中的生活垃圾被分散开来。然后通过磁

选选出其中的铁质金属，经过滚筒筛的筛分（滚筒筛的空隙为60mm）后，垃圾被筛分为60mm

以上的筛上物和60mm以下的筛下物，筛上物经过分选被分成高品质的塑料、生物质和其它

物料；筛下物进入转盘筛分进一步去除里面大块其它物料，转盘筛下的物质以生物质为主。

转盘筛分后的筛下生物质与风选出的生物质混合后进入涡电流分选，选出里面的铜和铝类

金属，然后进入破碎除杂工序，生物质被破碎成10mm以下的物料，同时进一步去除里面90%

以上的塑料和织物；破碎后的生物质经由螺旋送入制浆除杂工序，生物质被制成含固率为

10%的浆液，在浆液制取过程中，去除底部沉积的砂石和浆液表面悬浮的小塑料片及纤维

等。

[0035] 通过上述机械分选单元处理后，被分成三部分物料，第一部分是可回收物料，主要

是金属和高品质的塑料两种物料；第二部分是有机生物质，主要是瓜果、饭菜等高水分生物

质；第三部分是其它剩余组分，主要是纸塑、尿不湿、织物、竹木、渣土、砂石以及其它物料。

第一部分物料占生活垃圾总量的5%~8%（湿基状态下），直接回收循环利用，第二部分物料占

生活垃圾总量的45%~55%（湿基状态下），通过机械分选，使其中的非生物质组分（以塑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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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作为计量指标）含量低于5%（湿基状态下），然后进入厌氧发酵单元；第三部分物料占生

活垃圾总量的40%~50%（湿基状态下），直接送入垃圾焚烧发电单元。

[0036] 生物质浆液通过泵输送到水解酸化工序，在水解酸化过程中通入一定量的厌氧发

酵产生的沼液和焚烧发电单元产生的蒸汽，同时将沼气脱碳生成的二氧化碳通入水解酸化

罐的底部，对水解酸化浆液进行搅拌传质，加速水解酸化过程，提高后续厌氧发酵甲烷产

量。反应条件为：停留时间36小时，反应温度35±1℃，PH3.5~5，每立方浆液通入0.1~0.2m3 

二氧化碳压缩气体。

[0037] 经过水解酸化的浆液经过泵输送到厌氧发酵罐中，采用压力为0.4~0.6MPa的压缩

沼气对厌氧发酵罐内的浆液进行气动搅拌，厌氧发酵罐内浆液含固率10  %，停留时间20天，

反应温度35±1℃，PH6.5~7.2。

[0038] 在20天的厌氧发酵时间内，新鲜的浆液不断地补充，同时发酵好的浆液也不断地

排出，排出的浆液经过沼渣脱水后，沼液部分回流到水解酸化池、部分进入污水处理系统，

沼渣则制成有机肥。

[0039] 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经过净化后，部分沼气经压缩后用于厌氧发酵的气体搅拌。

部分进入沼气脱碳工序，被提纯成生物天然气，脱出来的以CO2位主要成分份废气则直接通

入水解酸化浆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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