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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餐厨垃圾是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的总称，包括餐馆、饭店、单位食堂和家庭日常生活中丢弃的果蔬及食物下脚料、剩菜
剩饭、瓜果皮等易腐有机垃圾。在我国，餐厨垃圾产量巨大，占到生活垃圾总量的50%-70%，是固体垃圾中最主要的部分之
一。而我国餐厨垃圾具有高水分的特性，如果不加分类，与其他垃圾一起填埋处置会产生大量沼气和渗滤液，焚烧处置则会
降低焚烧时的热值。与此同时，餐厨垃圾具有资源化利用的价值，填埋或焚烧处置也是一种浪费。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垃圾分类工作的强势推进，餐厨垃圾成为各地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最受重视的一类垃圾，很多
城市开展对餐厨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单独处置。为了帮助初接触餐厨垃圾处置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快速掌握关于餐厨垃圾资源
化的基本知识与有用信息，益科循环编写了本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
2.
3.
4.

中国餐厨垃圾的特征与现状，以及餐厨垃圾单独分类资源化处置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置技术有哪些，这些技术的优缺点；
餐厨垃圾分散式社区堆肥介绍；
常见的餐厨垃圾处置技术的环境收益。

另外在最后的附件内，介绍了一些国内各类餐厨垃圾处置技术的实际应用案例。其中，集中式餐厨垃圾处置案例中，介
绍了不同工艺的投资、产能、产品方案以及工艺流程等信息；分散式厨余处理技术的案例中，主要介绍了所在地的情况和模
式。
总的来说，不同的餐厨垃圾处置模式和工艺有不同的优缺点，投资额度、运营成本和最终产品也各有不同，选择餐厨垃
圾处置方案时应当根据当地的客观情况（如地理位置、人口密度、餐厨垃圾的构成、投资预算等），并且以对环境影响降到
最低为目标，来选择合适的模式以及工艺。
本报告是对已公开的数据、报告和案例的梳理总结，未能全面涵盖餐厨垃圾处置实际情况。需特别提醒的是，尽管技术
上可以实现餐厨垃圾资源化，实际情况下，最终资源化产品的出路受到产品质量、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整个处置
过程中的废气、废水、废渣控制和处理，也是一项难题，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另外，目前国内餐厨垃圾单独分类处置还
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技术和设备来自国外。而我国的餐厨垃圾具有含水率高、含油脂多等特点，与其他国家的餐厨垃圾存在
一定差异，对于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可能需要进行本土化的调试。
餐厨垃圾的分类与处置尚有很大发展空间，需要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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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餐厨垃圾的特征与管理政策
1.1 全国餐厨垃圾的年产量及其特征
餐厨垃圾（Food Waste，简称FW）是固体垃圾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根据我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餐厨垃圾处理技
术规范CJJ184-2012》中的定义，餐厨垃圾是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的总称，即餐厨垃圾中同时包括了“餐馆、饭店、单位食堂
的饮食剩余物以及后厨的果蔬、肉食、油脂、面点等的加工过程废弃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中丢弃的果蔬及食物下脚料、
剩菜剩饭、瓜果皮等易腐有机垃圾”1。而在2019年最新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19》中将餐厨垃圾定义为
“相关企业和公共机构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等”，
被归为厨余垃圾中的一个小类（该标准定义“厨余垃圾”为包含了“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以及“其他厨余垃圾”
等三个小类的一个大类）2。中国人均产生的餐厨垃圾量巨大，来自重庆大学等地的研究者们估算2017年我国产生餐厨垃圾约
15800万吨 3。据统计，我国生活垃圾中餐厨垃圾的占比约50%-70%，有些城市甚至可高达70%至80%4–6。
中国南阳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的一项关于餐厨垃圾的研究报告中，估算了不同省市的餐厨垃圾的产生量，以及各个省市
来自旅游业、城市和农村的餐厨垃圾的分配占比7（见图1.1）。

图1.1 | 餐厨垃圾在各个省市间的分布（百万吨），以及在各省市内部来自旅游业、城市和农村的餐厨垃圾的占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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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的特征往往和当地的生活水平、饮食文化等方面有关，因为全国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以及生活水平各有不同，
所以餐厨垃圾的成分也呈现出显著地域性差异。该报告（7）也对省市内的餐厨垃圾所含的不同食物成分的占比进行了估算
（见图1.2）。

图1.2 | 全国各省市内的餐厨垃圾的不同成分的占比7

中国的餐厨垃圾有着高含水量、高脂含量、高有机质含量以及高盐的特征，表1.1 中整理了我国部分城市的餐厨垃圾的营
养特征数据。

表1.1 | 中国部分城市的餐厨垃圾中的不同营养成分的占比（%）。a表示按照湿基准，b表示按照干基准8,9
城市

含水量a

挥发性固体物
（有机质）b

粗蛋白b

醚提取物b

油a

盐分a

北京

74.34

80.21

25.86

24.77

3.12

0.36

重庆

85.07

92.66

14.45

17.02

1.96

0.24

天津
西宁
沈阳
苏州
杭州

70.99
87.07
86.05
84.43
74.94

85.65
92.88
99.20
82.98
91.50

24.30
14.45
16.73
21.80
16.46

25.96
17.02
17.02
29.30
24.31

2.63
3.00
3.90
3.28
2.09

0.70
0.24
0.25
0.7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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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独分类处置餐厨垃圾的必要性
我国的餐厨垃圾产量巨大，如果不合理利用则会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5。餐厨垃圾营养丰富，富含淀粉、脂肪、蛋白、纤
维素等有机营养物质，以及氮、磷、钾、钙等多种微量元素，可作为有机肥料10。另外，餐厨垃圾可通过生物过程生成各种
生物基产品的原材料11。有专家预计，如果全面进行垃圾分类，将餐厨垃圾进行资源化，则每年可以生产高达145.22亿立方米
的天然气5。
餐厨垃圾填埋处理的弊端： 我国尚未全面开展餐厨垃圾分类收集的工作，导致大量的餐厨垃圾和生活垃圾一起被进行填
埋处置。根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有大约51.3%的生活垃圾被以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置12。餐厨垃圾进行填埋不
仅仅浪费了有机垃圾的资源，也占据了大量的填埋空间，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由于餐厨垃圾具有高含水率（70%至80%
左右）、高有机质和易腐烂的特性，土地填埋会排放大量的甲烷等温室气体，显著地引起光化学臭氧的形成和全球变暖。并
且会产生大量的刺鼻的挥发性有害气体，从而严重影响空气质量10,13–15。另外，餐厨垃圾会增加填埋场的渗滤液，以及渗滤液
中有机污染物含量，显著增大了渗滤液的处理难度，并且渗滤液可对周围的水土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二次污染13–15。有相关研究
显示，在广州填埋餐厨垃圾每年可向大气排放约1550万立方米的填埋气，其中甲烷为931万立方米，并造成每年约5.5万吨的
渗滤液的产生16。
焚烧处置餐厨垃圾的弊端： 根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有大约44.7%的生活垃圾被以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置12。
我国的餐厨垃圾的含水量高达70%至80%左右，若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合后在焚烧厂内的垃圾坑内贮存，会导致坑内的浸出水
量增加，并且由于热值低需要添加额外的燃料来辅助焚烧，不仅降低了热量的利用率，还增加了处理成本。另外，由于餐厨
垃圾的高脂含量的特性，焚烧时会经重金属催化后形成产生二噁英的重要因子，造成二次污染10,13,15,17。

1.3 餐厨垃圾相关管理政策
为避免餐厨垃圾造成的污染并利用其中的资源，我国在逐步加强对餐厨垃圾的管理，在目前推广的垃圾分类当中也格外
重视餐厨垃圾的分类和处置，图1.3列出了部分垃圾分类相关的管理办法与政策18–30。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2年发布了《“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其中提出了推进餐厨垃圾分
类处理的主要任务，以“到2015年，在50%的设区城市初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为主要目标之一，规划建设242
座餐厨垃圾处理设施，预计总处理能力超过每日3万吨 31。之后，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16年末发布的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提出，
“力争新增餐厨垃圾处理能力3.44 万吨/日，城市基本建立
餐厨垃圾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并要求餐厨垃圾处理设施“根据当地餐厨垃圾产生规模、组分和理化性质， 科学选择成
熟可靠的处理工艺路线和技术设备，可选择肥料化、饲料化（饲料添加剂）、能源化等工艺，工艺选择须符合《餐厨垃圾处
理技术规范》等要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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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关于严防“地沟油”流入餐饮服务环节的紧急
通知》

2010

展开“厉行勤俭节约，抑制官场铺张浪费和政府
公费接待餐食”的活动。

《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指导要求减少工业
上的食物浪费和过度消耗行为。

开展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2012

2014

2011

着重干、湿垃圾分类，目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达到35%以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的通知》

2013

禁止使用未经高温处理的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
要求个地方明确监管职责，切实加强餐厨剩余物收
集、运输、储存、无害化处理等各环节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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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盘行动"
商务部、国家旅游局号召餐饮行业建立“节俭消
费提醒制度”，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节俭粮食。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中期
评估及终期验收管理办法》
推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工
作，加强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16

2018

《十二个五年规划》
第一个关于废弃物管理的中央政策。

2015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

宾馆、饭店、餐馆以及机关、院校等单位应当按
照规定单独收集、存放本单位生产等餐厨垃圾，
并交符合本办法要求等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企业运至规定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所。

《关于组织开展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试点工作的通知》

食品药品监管局要求严防地沟油流入餐饮服务环节。

《中央八项规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2017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2020年底前，在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其中厨余垃圾作为单独一类
垃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空工作的意见》

2012

严防餐厨废弃物直接流入养殖环节。推动尽快修
订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禁止直接使用餐厨
废弃物喂猪，完善罚则。落实餐厨废弃物管理责
任。细化完善餐厨废弃物全链条管理责任，建立
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

加快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建设，加快湿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和改造，统筹解决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
圾等易腐垃圾处理问题，严禁餐厨垃圾直接饲喂
生猪。

2020

《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的若干建议》
加快探索适合我国厨余垃圾特性的处理技术路
线，鼓励各地因地制宜选用厨余垃圾处理工艺，
着力解决好堆肥、沼液、沼渣等产品在农业、林
业产生中应用等“梗阻”问题。

图1.3 | 垃圾分类相关的管理办法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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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餐厨垃圾处置技术
目前我国餐厨垃圾的处置技术可分为非生物和生物处理技术。非生物处理技术主要有焚烧、填埋和饲料化技术等；生物
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好氧堆肥、厌氧发酵、蚯蚓堆肥以及微生物处理技术等；另外还有利用蝇蛆、黑水虻等昆虫处理有机废弃
物的生物转化技术是一种新兴的餐厨垃圾处理技术15,33–37。
本章节将基于以往的科研报告，介绍主流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的原理、经济上的收益以及其他优缺点。

2.1 好氧堆肥
好氧堆肥是较为传统的餐厨垃圾生物处理技术，在有氧的状态下，利用广泛分布于自然界的好氧微生物，主要为细菌、
真菌、放线菌以及纤维素分解菌和木质素分解菌等，对餐厨垃圾中的有机质进行生物降解，最终形成有利于改良土壤性状并
对作物生长有益且容易吸收的稳定高肥力腐殖质，图2.1示例了典型的好氧堆肥的工艺流程15,38,39。

填埋
筛上物

餐厨垃圾

机械分拣

高温堆肥

营养土或肥料

筛下物

机械脱水
高油脂废水

油水分离

沼气

污水处理

达标排放

图2.1 | 餐厨垃圾的好氧堆肥法制肥料的典型工艺流程38

好氧堆肥的过程可以分成三大阶段，即升温阶段、高温阶段和降温腐熟阶段。在升温阶段，微生物利用物料中的有机物
大量生产繁殖，并释放出大量的热量，使堆体温度快速上升至55℃以上。进入高温阶段后，虫卵和病原菌失去活性，复杂的
有机物如纤维素等开始被降解，且物料逐渐形成腐殖质。持续一段时间的高温后，大部分较易被降解的有机物被降解，堆料
中的微生物的活动逐渐减弱，堆肥温度开始降低，随着腐殖质的积累，堆肥进入腐熟阶段38。
根据以往研究与实践，好氧堆肥有着经济成本低，工艺简单成熟和资源利用率高的优点。然而，虽然在堆肥的高温阶段
可以消灭病原菌和虫卵，但是并不能很好解决有害物质和重金属污染等物体。另外，由于我国的餐厨垃圾成分复杂，高油及
高盐问题限制了肥料的利用和推广。而且好氧堆肥过程如果不封闭，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同时好氧堆肥的占地面积大，且堆
肥周期较长，通常在30天以上10,15,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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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氧堆肥形式有条垛式、槽式、容器式等形式39。
• 条垛式堆肥：如图2.2，在露天或厂房内堆制餐厨垃圾，为了保证堆肥的温度，餐厨垃圾的堆体需要达到一定的体积
和几何形状。堆肥周期约20天以上，能够大规模处理餐厨垃圾且成本较低39。
• 槽式堆肥：如图2.3，属于半容器式堆肥，是对条垛式堆肥的改进版。堆肥槽多为四面与下底衬砌的置于地面上或挖
至地面下的长矩形槽。仅有堆体上表面与空气接触，方便收集渗滤液且可防止其外漏39–41。
•

容器式堆肥：如图2.4，分为静态堆肥和动态堆肥。
静态堆肥：序批式输入物料、输出堆肥，可控度高，堆肥过程相对稳定。该堆肥系统可建造较大的容器，适用于堆
肥厂使用42。
动态堆肥：可实时地输入物料与输出堆肥，可控程度较低，有着不同阶段的物料会相互影响的问题，研究成果较少
且技术尚不成熟。但是由于家庭、社区和餐饮服务单位等产生餐厨垃圾有产量小、持续性的特性，动态堆肥的实时
性和容量适宜性好等特点可适用于上述垃圾的原位处理39。

图2.2 | 在农场中的条垛式堆肥43

图2.3 | 槽式堆肥法示意图（左），槽式堆肥法现场情况（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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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 容器式堆肥45

蚯蚓堆肥技术
蚯蚓堆肥技术，也称为蚯蚓生物稳定化技术，是在好氧堆肥的基础上引入蚯蚓，利用蚯蚓的生态学功能以及
其与环境微生物的协同作用，将有机废弃物快速降解和腐熟的生物处理技术46,47。
蚯蚓堆肥是通过蚯蚓摄食来消化有机垃圾，而产生的蚯蚓粪便即为高效生物肥48。由于蚯蚓自身含有丰富的
酶，以及肠道内含众多的微生物群落，有机物可被加速分解，最终将有机废弃物中的多种营养元素转换为更易溶
和更易吸收的营养物质，提高堆肥肥效47,49。用于处理有机废弃物的种类主要是集中在正蚓科和巨蚓科几个种属，
其中赤子爱胜蚓（Eisenia fetida）是运用最广的一种蚯蚓46,49–52。
蚯蚓堆肥被视为是一种“生态环境友好”的技术，可以处理大量的有机废弃物、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生产高
效且稳定的有机肥料。蚯蚓堆肥可以降低碳氮比，并且由于蚯蚓本身可以起到积累重金属的作用，还可以减少堆
肥产物中的重金属含量，降低肥料对环境的影响46,47。除了堆肥产生的高效生物肥以外，蚯蚓本身富含蛋白质、氨
基酸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可用来制作饲料46–48。
但是蚯蚓对其生长环境要求较高，对蚯蚓堆肥可产生影响的因素有温度、湿度、通风程度、有机废弃物的pH
值、碳氮比以及投加密度和有毒有害物质等，并且堆肥过程中局部厌氧产生的甲烷以及其他恶臭气体也不利于蚯
蚓的生存46,47。另外，蚯蚓堆肥还有蚯蚓的世代周期长、繁殖率低以及堆肥周期长等缺点。并且含有高油高盐的餐
厨垃圾会降低蚯蚓的活性，并不适合作为蚯蚓堆肥的原料48,53,54。另有研究者们用蚯蚓堆肥处理不同行业的有机废
物进行研究，发现蚯蚓对厨房垃圾的处理效率要低于其他三种有机垃圾（纺织污泥和纤维>公共有机废弃物>农业
废弃物>厨房垃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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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厌氧消化/发酵
厌氧消化是在缺氧或者无氧的条件下，通过兼氧微生物或厌氧微生物的自身代谢将餐厨垃圾中的有机物分解成小分子无
机物，最后转化为沼气、氢气等资源，该过程也被称为厌氧发酵56。产生的沼气中通常含有60%-75%的甲烷，可转化为电能和
燃气。厌氧消化后的沼渣可通过二次发酵来进行制肥，得到土壤有机肥或者肥力改良剂15,38。
厌氧消化具有自动化程度高、减少动力消耗、生产过程密闭性高可抑制恶臭气体的散发、产物多样化且经济价值较高
等优点。但是消化工艺较为复杂，微生物对环境较为敏感。我国的餐厨垃圾具有高油脂、高盐分的特性，会导致过度酸化
和抑制菌体生长，从而使降解餐厨垃圾的过程无法持续稳定地进行10,15,38。图2.5示例了典型餐厨垃圾综合处理厌氧发酵的工
艺流程38。

生物器具

冷凝液

残渣

餐厨垃圾

预处理

絮凝剂

缓冲罐

厌氧消化

消化残渣

废水

离心脱水

滤饼

废水
图2.5 | 典型的餐厨垃圾综合处理厌氧发酵的工艺流程38

厌氧发酵技术有不同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可将厌氧发酵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工艺：
（1）根据不同的发酵温度可分为10：
常温厌氧发酵：在自然温度下进行发酵，而不使用外界加热，发酵温度会随着季节、昼夜和气候变化而产生波动。
中温厌氧发酵：通过外界加热后在30~40℃左右的温度下进行消化处理，加热量少且发酵容器散热较少。
高温厌氧发酵：通过外界持续提供能量，发酵温度维持在50~60℃左右，其工艺的代谢速率、有机质去除率和致病
菌的消灭率皆高于常温和中温厌氧消化。
（2）按照餐厨垃圾中有机质浓度（固含量）可分为：
干法厌氧发酵：含固率高（20%-40%）。
湿法厌氧发酵：含固率低（小于15%）。
（3）按照投料运行的连续性可分为：
连续厌氧发酵：在启动后，投加的物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稳定后，每天连续投加定量的新物料至发酵罐内，并
排出沼液和沼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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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厌氧发酵：一次性投加物料至发酵罐，在发酵过程中不添加新的物料，直至发酵结束后，将残余物排出后，再
添加新的物料进行发酵。
（4）厌氧发酵过程的水解酸化阶段和产甲烷阶段是否在同一个反应器中进行，可分为：
单相厌氧发酵：产酸菌和产甲烷菌在同一反应器中进行，是传统的厌氧发酵工艺。
两相厌氧发酵：将产酸菌和产甲烷菌进行生物相分离，使其在各自最佳生长条件下，在不同反应器中进行发酵，显
著地提高了反应的速率和运行的稳定性。
在工业应用中，发酵工艺的选择需按照餐厨垃圾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郝春霞等研究者整理归纳了不同厌氧发酵工艺的优
缺点57，见表2.1。

表2.1 | 不同厌氧发酵工艺的优缺点57
分类原则

工艺
湿法（含固率
小于 15%）

有机质浓度

反应级数

进料方式

干法

单相
两相
连续进料
间歇进料
常温

反应温度

中温
（30～40℃）
高温
（50～60℃）

1. 技术成熟

优点

2. 处理设施便宜
1. 预处理挥发性有机物损失较少，很少用新水稀
释，有机物符合高，抗冲击符合较强
2. 预处理相对便宜，反应器小

3. 水消耗量和热耗较小，产生废水量较少，废水
处理费用相对较低
1. 投资少
2. 易控制

1. 系统运行稳定

2. 提高了处理率（如减少停留时间）
3. 加强了对进料的缓冲能力
1. 应用广泛

2. 占地面积小
3. 运营成本低
1. 产期效率高

2. 控制较为简单
1. 能耗低

2. 过程稳定
1. 应用广泛
2. 能耗低

3. 运行稳定

4. 后续水处理无需考虑降温措施
1. 消化时间短
2. 产气率高

3. 对寄生虫卵的消灭率在数小时内就可达到 90%

1. 预处理复杂

缺点

2. 定期需要清除浮渣层

3. 水消耗量大，生产废水量大
1. 湿垃圾不能单独出来
2. 设备造价高

3. 由于在高固体含量下进行，输送和搅拌困难，
尤其搅拌是技术难点
反应器可能出现酸化现象导致产甲烷菌受到抑
制，厌氧发酵受到影响
1. 投资高

2. 运行维护复杂，操作控制困难
1. 发酵不充分

2. 控制较为复杂
1. 占地面积大
2. 投资大

1. 应用较少

2. 不能杀灭病菌
3. 低效率

1. 消耗时间长

2. 对寄生虫卵的消灭率低

3. 优质容易凝结成块，对系统管道及泵的正常
运转带来不利影响
1. 自动化控制要求高

2. 过程控制难度大，容易发生倒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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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与污泥协同厌氧消化
虽然餐厨垃圾的碳氮比（C/N）较高，容易被降解，但是单独厌氧消化易产生酸抑制和氨氮抑制现象，造成厌
氧消化的进程缓慢，甚至导致厌氧消化系统的酸化失效。另外，由于餐厨垃圾的固体含量高、流动性差而不容易
与厌氧微生物充分混合，因此会影响厌氧效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将餐厨垃圾和污泥进行协同厌氧消化被广泛
采用。有研究证明，餐厨垃圾和污泥的协同厌氧消化可以建立一种良性互补的关系，具有以下优点58–63：
1.

污泥有较高的碱度且富含丰富的微生物种群，有利于提高厌氧消化系统的运行稳定性以及处理效率。而
餐厨垃圾内富含可溶醣，可生物降解性较好，十分适合作为厌氧消化的底物。因此将污泥和餐厨垃圾进
行共消化可以促进厌氧消化优势菌种的形成，有助于混合底物，缩短消化时间。

2.

餐厨垃圾和污泥共消化可以稀释污泥中的重金属浓度以及餐厨垃圾中的盐分浓度，减少有毒物质在厌氧
消化过程中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降低消化物中油份的浓度且减少油粒的产生。

3.

餐厨和污泥可以补充各自缺少的营养成分，可较好地平衡厌氧消化中的底物中的营养成分，并且可以将
消化底物的C/N调节至适宜于厌氧消化的范围。

4.

餐厨垃圾和污泥联合厌氧消化可以直接采用现有的污泥消化池，可以降低建设和运行的成本，实现土地
集约化利用，并实现综合性的规模效应。

5.

采用餐厨垃圾和污泥进行协同厌氧消化，可明显改善两种废弃物的消化性能，且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沼气的产量。

2.3 昆虫转化技术
利用腐食性昆虫来处理有机废弃物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途径，收获的昆虫可作为动物饲料，虫粪可作为农田园林有机肥，而餐厨垃
圾中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具有明显的生物转化和资源再利用化的潜力，可以为规模化昆虫源蛋白生物转化提供有力的条件64–66。
在自然界的众多昆虫中，具有规模化处理有机废弃物的腐食性昆虫有：双翅目的蝇蛆、虻类和蚊类、等翅目昆虫等。目
前被研究和利用较为成熟的有家蝇、大头金蝇、黑水虻、白星花金龟和黄粉虫等66,67。
作为一种新型的处理有机废弃物的工艺，昆虫转化技术因其后端商品价值高，一次性投资成本较低而越来越成为研究热
点 。另外，通过昆虫将餐厨垃圾中的有机质转化为昆虫本身，再将这些昆虫作为动物饲料或者生物质的来源，可以完全杜
绝食物链中的同源性蛋白的安全隐患47。
34

2.3.1 黑水虻转化技术
黑水虻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分布的资源昆虫。其幼虫以动物粪便、餐厨垃圾、动物尸体等腐烂的有机物为食，有着食性杂
和食量大的特点，由于长期生活在腐败的有机质环境中，黑水虻的幼虫有着良好的抗逆特性、可以抵抗环境中如病原微生物、高
盐高渗透压等有害因子。另外，在处理餐厨垃圾时，黑水虻可以快速消化餐厨垃圾中的易腐坏成分并强效消灭垃圾中的病菌68,69。
通过黑水虻生物转化餐厨垃圾的主要原理为：在被黑水虻幼虫采食后，餐厨垃圾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被分解，合成
新的昆虫蛋白及脂肪酸资源，之后幼虫排出的粪便可作为优质的有机肥34。另外，黑水虻虫体自身也可成为高附加值产品，
黑水虻幼虫的干物质中含有大量优质昆虫蛋白，且多项营养指标都超出豆粕。幼虫可直接用来喂养鸡、鸭、鱼、蛙和龟等动
物，也可干燥粉碎后代替鱼粉和豆粕等作为动物蛋白饲料69。由于我国农业部对昆虫粉未设有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要求，因此
用黑水虻制成的昆虫蛋白可直接被用作饲料原料销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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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认为，尽管相比之下厌氧消化的工艺更成熟稳定，但是其减量化和资源化程度不及黑水虻生物转化技术。且厌
氧消化后会产生大量的沼渣和污水，因此后续投资和运营成本更高34，而通过黑水虻来生物转化餐厨垃圾的投资成本低、效
率和资源化程度高。但该工艺的稳定性尚未经过长期的验证，且国内尚未有长期稳定运行的大规模项目34,69。
2.3.2 蝇蛆转化技术
蝇蛆生物转化技术是利用家蝇、绿光蝇、马蝇、黑兵蝇等幼虫体的生长代谢过程，将有机废弃物分解后转化为虫体生物
量并显著改善有机物生化性状，具有开发利用潜力49,70,71。
利用蝇蛆来生物转化有机废弃物有着以下优势47,64,66,67：
•
•
•

蝇蛆的食性杂，能够生物降解多种有机废弃物；
蝇蛆的繁殖能力强，且世代周期短；
养殖技术简单，便于人为控制，便于工厂化大规模生产，且可全年养殖不受季节影响；

•
•

蝇蛆有着极强的免疫力，体内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人工高密度养殖时也不容易受到病害影响；
由于体内富含抗菌肽和多种酶类，在分解餐厨垃圾时能够消灭有机质中的各种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卵等。

蝇蛆能很好的处置包括油脂在内的餐厨垃圾，因此可以不用预先分离餐厨垃圾中的油脂和盐分。整个处置过程流程短、
工艺简单、对设备和场地要求不高47,66。有研究证明蝇蛆生物转化技术对餐厨垃圾的减量化可高达100%，产生的虫粪可作为
优质的生物肥，而蝇蛆本身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含量高 ，富含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多种微量元素和生物活性物质等，可
作为动物饲料或生物质来源33,47,65,66。

2.4 高温复合生化处理技术
高温复合生化处理技术由微生物菌群和生化处理设备组成10，通常在技术文件中简称为“生化处理技术”。该技术是选取自
然界中生命活力和增殖能力优秀的高温复合微生物菌种，通过生化处理设备，对餐厨垃圾进行高温高速发酵，将所有有机物进
行完全降解和转换10。在餐厨垃圾生物降解的过程中添加复合微生物可以显著提高降解的效率，经过深度处理后制成高品质的
微生物肥料菌剂以及生物蛋白饲料，这些肥料和饲料可应用于有机和绿色生态农业、禽畜与水产养殖业等领域15,38,72。
整个生化处理过程没有臭味并且可以回收利用腐坏的肥料和饲料，经过生化处理后，餐厨垃圾中90%以上的有机质转化
为水蒸气和二氧化碳等气体 38。该技术可使用生化处理机对餐厨垃圾就地进行处置，是目前有着较好发展前景的餐厨垃圾处
理技术之一38,73,74。但同时该生化处理技术的缺点是投资成本较高，且每台设备的处理量较小且能耗大10,38。图2.6示例了生化处
理技术的主要工艺流程。

污水处理系统
填埋

塑料等

无机物

餐厨垃圾

机械称重

破碎

微生物菌剂

回收

机械分选

备料

臭气处理系统

微生物处置
后处理
深加工

肥料、饲料产品

图2.6 | 生化处理技术的主要工艺流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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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饲料化处理
饲料化处理是指通过将餐厨垃圾进行高温烧煮、烘干、杀毒灭菌以及去除盐分等处理手段，最终将餐厨垃圾制成蛋白质饲
料、再生水和沼气等10,72。但饲料化技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如生物同源性、病菌、重金属和有毒有机物等10,15。目前主要有 2
种饲料化处理技术 10,15,75:
•

直接干燥法：在对餐厨垃圾进行了分拣、脱水脱油等预处理后，使用湿热或干热的工艺将厨余垃圾进行高温灭菌及干
燥。其典型的工艺流程图如图2.7所示。干燥法的处理过程主要是物理方法，无法改变餐厨垃圾中的牛、羊等动物物质
的种属，并且高温并不能保证消灭所有的病原体，因此作为饲料存在着如传染病、动物同源性等安全隐患75。

•

生物处理法：在餐厨垃圾中添加具有高蛋白含量的特异性微生物，通过其生命活动，将餐厨垃圾中的动物性蛋白质转
变成微生物自身的异性蛋白，通过该生物过程可以改变物质属性，并起到消灭病原体的作用，图2.8描述了其典型工艺
流程。该方法生产的饲料主要由微生物自身及其蛋白分泌物组成，但是由于餐厨垃圾中的成分复杂，和生物作用的时
间及增值条件的限制，生成的饲料中仍有大量未被转化的动物性蛋白，因此仍可能产生同源性污染15,75。

餐厨垃圾

破碎筛分

饲料/饲料添加剂

异物质去除
后期处理

脱水脱油

湿热/干热

干燥

精破碎、筛选

图2.7 | 餐厨垃圾的直接干燥处理制饲料的典型工艺流程75

餐厨垃圾

生物蛋白饲料

预处理
后期处理

菌种/辅料

60～80°C高温发酵转化

高能量、高活菌、高蛋白复合微生物菌

图2.8 | 餐厨垃圾的生物处理法制饲料的典型工艺流程75

2.6 废餐厨油脂制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也称为可再生燃油，是以油料作物、野生含油植物、工程微藻等其他水生植物油、动物脂肪以及餐饮废油脂等作
为原材料，通过酯交换反应生产的柴油，是一种可替代石化柴油的优质可再生能源72,76,77。
有统计表示，每吨餐厨垃圾可提炼出20至80千克的废油脂，在经过加工后可制成生物柴油72,77。使用餐厨垃圾制取生物柴油的
技术成熟，不仅可以解决国内地沟油造成的环境与食品卫生安全问题，还因为产生的生物柴油价格便宜，附加值高，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76,77。有研究表明，一座日处理量为500吨的餐厨垃圾综合处理厂，每天约可生产27.8吨生物柴油，若以每升生物柴油4元
的价格出售，则每年产生的生物柴油的利润可达4775万元16。另外，作为一种优质的能源，生物柴油具有优良的环保特性，和使用
石化柴油相比，使用生物柴油可以显著地减少二氧化硫和硫化物的排放，并且生物柴油不含有芳香族化合物等污染物，对人体的
损害低于石化柴油76,77。根据燃料生命周期，用生物柴油取代石化柴油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达78%，有研究表明，使用一座日处
理量为500吨的餐厨垃圾综合处理厂生产的生物柴油来取代普通柴油，则每年可以减少高达11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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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物柴油已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研究热点。但是我国的生物柴油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政策标准等还
未健全，原料严重供应不足，且产品尚无规范的销售渠道，存在开工率低以及亏损的情况，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76,78,79，

2.7 常见餐厨垃圾处置方法的比较
根据不同文献的总结，表2.2列举了各种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的优缺点、处理时长及适用对象。

表2.2 | 常见餐厨垃圾处理技术对比（一）
好氧堆肥1,10,15,35,38,39,74,80
条垛式、槽式堆肥
优点

缺点

静态容器式

动态容器式

处理量大、成本较低、操
作简易

周期短、可控程度高、品
质高、环境影响小

堆肥周期较短、堆肥连续
性强、可控程度较高

腐熟周期长、边际效应明
显、对周边环境 影响较大

能耗较大、操作较复杂、
单容器堆肥连续性较差

处理规模小、过程控制复
杂、能耗较大

工艺较简单、适合于易腐有机质处理、可资源利用、投资小

高温复合生化处理技术
可以就地处理、占地面积小 ; 高效低
能耗 ; 资源利用率高 ; 产品有市场销
路较好，产品质量较高，产品附加值
较高

一次性投资略高
单台设备处理能力低，更重要的是设
周期长、占地面积大、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垃圾分捡难度大；无法分解餐厨垃圾中 备耗能大
的盐分及油脂，长期使用餐厨垃圾的堆肥产品会增加土壤盐碱化
5-10 天

8-15 天

8-10 小时 （以成都市中心城区餐厨
垃圾处理项目（一期）为例）

处理时间

>20 天

进料要求

应对餐厨垃圾进行水分调节、盐分调节、脱油、碳氮比调节等预处理。物料粒径应控制在 50mm 以内，含水率宜为
45%-65%，碳氮比宜为（20 ～ 30）:1。宜与园林废弃物、秸秆、粪便等有机废弃物混合堆肥

适用对象

一般餐厨垃圾

适用于畜禽肉品、过期食品、 餐厨
垃圾等有机废物

表2.2 | 常见餐厨垃圾处理技术对比（二）
厌氧消化1,10,15,38,80,81
优点

缺点

蝇蛆转换33,49,64,67,82

黑水虻转换34,68,69

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效果好；过程中无臭气 蝇蛆繁殖指数高、养殖技术成熟、适于 成本低效率高，资源化程度高，
溢出；处理能耗少；厌氧发酵处理后的残留物有较 工厂化生产；蝇蛆免疫力极强、可高密 可操作性强
好的经济效益 ；产品 ( 甲烷 ) 销路较好
度养殖；处理周期短；减量化高，无二
次污染，资源化利用程度高
工艺投资大，
工艺较复杂，
沼液产量较大且处理难度大；
微生物对酸碱度要求高， 餐厨垃圾高油脂、高盐分性
质不利于持续稳定地降解垃圾 ; 对厨余垃圾的成分、
含水率、C/N 要求较高，需较复杂的预处理；反应时
间长、运行易受环境条件影响

处理时间 15-20 天

技术模式在调控蝇蛆生长因子与虫体 - 技术还不成熟 ，尚有许多问题
残渣分离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于在季节、 待解决
昼夜交替的条件下保障蝇蛆高产及废弃
物处理效能；降解后产物仍未熟化，半
成品需经过 2~4 周的二次堆肥
5-9 天

5-7 天

将餐厨垃圾进行固液分离和油
餐厨垃圾破碎粒度应小于 10mm，并应当混合均
餐厨垃圾在处理前进行预处理， 添加辅 水分离的预处理。分离得到
匀。湿式工艺的进料含固率宜为 8%-18%。干式工
进料要求
料 ( 麦麸、锯末、稻壳、秸秆等 ) 通过 的餐厨垃圾固状物含水量约
艺的进料含固率宜为 18%-30%；进料 C/N 宜控制
搅拌使湿度控制在 50-60% 之间
70% ，经过粉碎后得到径小于
在（25-30）:1，pG 值宜控制在 6.5-7.8
2cm 的垃圾粉碎物
适用对象

受温度、pH、厌氧条件 、C/N 、微量元素 ( 如
Ni、 Co、Mo 等 ) 及有毒物质浓度等影响

含氮较高的有机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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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餐厨垃圾的处置技术实际应用
为了解目前国内餐厨垃圾处置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特别是实际应用时的投资额度、技术选择和最终产品等情况，编者
根据公开的环评报告，对已经在实际运用的国内餐厨垃圾处理厂进行了筛选，最终选取9个厌氧消化处置厂、3个好氧发酵处
置厂、1个厌氧消化结合好氧发酵处置厂、4个餐厨垃圾协同污泥处置厂以及4个黑水虻生物转化处置厂，归纳总结了项目的投
资额、产能、产品等的相关信息。详细信息见附录1中的表格1.1-1.5。
目前，国内餐厨处理厂的主流产品及产品去向为：
1.

厌氧消化处置

•

沼气或生物天然气：厂区作为燃料自用、输送至焚烧厂发电上网、外售作为车用燃气等；

•

粗油脂或工业粗油脂：作为原料外售后进行综合利用。

2.

好氧发酵

•
•

有机肥： 外售作为肥料原料，或给有机肥深加工企业；
废油脂、粗油脂：外售给有资质单位进行综合利用。

3.

餐厨垃圾协同污泥处置

•
•
•

生物炭土或铵盐：外售作为园林绿化等肥料；
毛油：外售给有资质企业综合利用；
沼气：厂区作为燃料自用或厂区自发电。

4.

黑水虻生物转化

•
•
•

黑水虻干虫：外售作为原材料或者饲料；
黑水虻虫粪：外售用于农业养殖，作为绿化生物肥；
粗油脂：外售综合利用。

另外，附录1中分享了5个已经在实际运用的国内餐厨垃圾处理厂的案例，内容皆摘选自这些项目的环评报告。环评报告
制定于项目正式开始之前，可能不能完全反映项目真实运行情况。附录中的案例仅供参考，帮助读者对于项目可能的投资额
度、废弃物产生、最终产品等情况有初步的认识。
环境保护部于2018年印发了《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领域）》（2017年）83，其中收录了4个关于
处置餐厨废弃物的先进技术案例，附录2中摘抄了这些案例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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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散式堆肥
根据规模，堆肥可以普遍被分为三种模式：
1.

家庭/后院式堆肥（规模约0.4~0.5吨/年）84

•

指个人或家庭在独立住房内进行堆肥并自用堆肥产品85。

2.

社区式堆肥（规模约至250吨/年）86

•

指将有机垃圾从不同家庭/单元收集至本地社区集中后进行小批量的堆肥，社区式堆肥通常比集中式堆肥的产能小，
堆肥产品主要由参与至社区堆肥的家庭自用85,87。

3.

集中式堆肥（规模约2000～10万吨/年）88

•

指将从不同家庭/单元收集有机垃圾并集中收集至区域性大型堆肥设施中进行大规模集中处置，该处置设施的服务范
围通常覆盖了大范围的地理区域84,85,87。

其中家庭/后院式堆肥和社区式堆肥属于分散式堆肥。分散式堆肥在于将有机垃圾在垃圾生产源附近进行就地堆肥，而集
中式堆肥则在于将有机垃圾集中收集并运输至距垃圾生产源较远的集中处置设施中进行堆肥87,89。在分散式社区堆肥中，从垃
圾生产源分类收集的有机垃圾通常会经由手推车/电动推车或者小型货车运送至堆肥站，由于堆肥站位于生产源的社区附近，
因此运输距离远小于集中式堆肥且可降低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风险87。相较于大规模集中式堆肥，分散式堆肥的优点
主要有84,87,90–94：
•
•
•
•

相较于大规模集中式堆肥，显著地减少了运输至堆肥地点的距离，进而减少了燃料用量、道路损耗以及运输费用。
另外由于堆肥产品通常可以就地使用或者分发给社区的成员，因此免除了运营者维持承购协议的负担。
大规模集中式堆肥的的设施需要使用高度机械化的先进设备，对运行设备的技术难度高，而社区堆肥的设备工艺相
对简单，使用设备的技术难度较低。因此分散式堆肥的建造、运营以及维护成本等要低于集中式堆肥。
由于分散式社区堆肥的技术简单，对运行操作技术要求低、仅需要有限的技术培训，因此可以通过建设本地小型堆
肥企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形式刺激经济发展。
分散式堆肥的处置量少，通常会在堆肥处进行二次分拣，并且堆肥物被污染的风险要小于大规模集中式堆肥，因此
堆肥产品质量相对较高。

附录3中分享了4个国内外分散式社区堆肥的案例，分别为香港屋苑厨余循环再造项目、深圳龙城高级中学综合环境工
程、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理以及西班牙蓬特维德拉省的“新生”计划。

2021年4月 | 18

中国餐厨垃圾处置技术介绍

第五章

常见餐厨垃圾处置技术的环境收益研究
餐厨垃圾处置技术的环境收益和影响也是衡量技术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厌氧消化和好氧堆肥是最为常见的餐厨垃圾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的技术，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研究团队对餐厨垃圾的厌氧消化和好氧堆肥可能造成的环境收益进行
了研究和评估。本章摘选并总结了5篇相关科研报告，分别针对中国不同城市、英国、韩国首尔、澳大利亚两个城市等不同地
区，使用厌氧消化或好氧堆肥技术处置餐厨垃圾的环境影响评估对比，部分研究也与焚烧或填埋处置餐厨垃圾进行了对比。
其他餐厨处理技术由于未能找到相关研究报告，不在此进行讨论。

5.1 中国南方沿江某市好氧堆肥与厌氧发酵技术碳排放量比较95
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者以中国南方某城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调研数据（餐厨产量、收集量、运输量、餐厨垃圾组成
等）及模型计算，对比研究了对餐厨垃圾进行集中式好氧堆肥、集中式厌氧发酵和分散式好氧堆肥 3 种处理模式下的碳排放
量（基于实地200吨的餐厨垃圾处置项目）。由于分散式好氧堆肥的设备工艺水平不同，不同设备的单位耗电值不同，因此分
别研究了高能耗（200千瓦时/吨）和低能耗（60千瓦时/吨）的情况。结果表明：
1.

分散式好氧堆肥设备是低能耗的情况：

•
•

如图5.1所示，在低能耗情况下的综合碳排放总量为，集中式好氧堆肥>分散式好氧堆肥>集中式厌氧发酵。
集中式处置的运输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柴油货车将餐厨垃圾汇集至各中转站，第二阶段为货车将餐厨垃圾从中
转站转移至集中处理点。由于分散式处置无需第二阶段的运输，因此比集中式处置可减少315.6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
集中式堆肥容易造成局部厌氧环境，导致不可忽视且不易收集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产生并被排放至环境中。另外，集
中式堆肥的反应过程中的机械搬运、翻抛、除臭等工序或增加额外的电耗。而分散式堆肥中，餐厨垃圾仅需要经过短距
离的收运后就地进行处置，不仅节约了运输导致的碳排放，还避免了长距离运输造成的泄漏以及大气污染。并且分散式
处置的单台设备处理量少、混合均匀、氧气充足，因此产生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并造成大气污染的情况可以忽略。
因此分散式模式在以上两个环节比集中式模式可减少760.91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

•

•

图5.1 | 不同餐厨垃圾处理模式碳排放总量（分散式堆肥是低能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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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散式好氧堆肥设备是高能耗的情况：

•

如果分散式堆肥设备的能耗高至91.5千瓦时/吨时，那么其通过减少运输而减少的碳排放量优势将会被抵消。如果采
用电耗200千瓦时/吨的分散式堆肥设备，那么如图5.2所示，分散式的碳排放总量是集中式的2.4倍。

图5.2 | 不同餐厨垃圾处理模式碳排放总量（分散式堆肥是高能耗情况）

3.

在相同的收集模式下，厌氧发酵处置的碳排放要显著低于好氧堆肥技术。虽然厌氧处置的锅加热以及沼液运输等环
节增加了碳排放量，但是其设备电耗相较于好氧来说少，减少了无组织排放温室气体。并且如果充分资源化利用厌
氧发酵的产物，由产出的甲烷作为清洁能源代替燃煤进行发电的话，可明显减少碳排放。在理想情况下其总碳减排
空间可达到好氧堆肥的22倍。

4.

建议餐厨垃圾大的城市采取集中处理设施，而餐厨垃圾总量小的城市采取分散式处理。当使用分散式处理时，应当
采用先进节能技术，严格控制电耗。

5.2 英国两种餐厨处理技术与焚烧、填埋的环境影响比较96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者根据英国的情况使用生命周期评估的研究方法，针对食物垃圾的厌氧消化、密闭容器式好氧
堆肥、焚烧和填埋处置进行了分析。研究中所使用的关于能源和材料的数据皆来自于欧盟内部的正在运营的和中试规模的工
厂。该研究评估了这4种处置方法在19种环境影响指标上的表现。
1.

厌氧消化：如图5.3所示，该研究中的厌氧消化的生命周期包括垃圾收运，建造和运行厌氧消化和热电联合工厂以生
产对应的沼气及发电，以及将沼渣沼液运用至农用地上。研究中使用的厌氧消化工艺为单相中温厌氧消化。该研究
假设该过程中额外的发电量会被输出至电网，以取代部分用电。另外，该系统也假设产生的沼渣沼液将作为肥料而
被农用，以取代对应份量的矿物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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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 厌氧消化的生命周期流程图

2.

密闭容器式好氧堆肥：图5.4描绘了该研究中的容器式好氧堆肥的生命周期流程。餐厨垃圾在被收运后会被送入带有
气阀的空气受控设施内，好氧堆肥的设备为水平滚筒式堆肥器，餐厨垃圾会在桶内停留4天。经过处置后符合规定尺
寸的堆肥颗粒会被经过巴氏灭菌，灭菌用的蒸汽来自于燃气煤炉。灭菌后的堆肥颗粒被送入堆垛中进行为期10-14天
的腐熟，而后可被运用于农业上。和厌氧消化一样，好氧堆肥后产生粉肥料可被用于替代对应份量的矿物肥料来应
用于农用地上。

图5.4 | 密闭容器式好氧堆肥的生命周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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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焚烧并能源回收：图5.5描绘了该研究中的垃圾焚烧并能源回收的生命周期流程。被收运后的餐厨垃圾被送入焚烧炉
中焚烧，然后燃烧气体被用于生产蒸汽而后驱动蒸汽轮机发电，并假设这些电能被用于取代电网上的相应的电力。
餐厨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一起被焚烧，而餐厨垃圾的热值被假设为较低值。焚烧炉底灰、飞灰以及脱水污泥被送去
垃圾填埋场填埋。

图5.5 | 垃圾焚烧并能源回收的生命周期流程图
4.

垃圾填埋并能源回收：如图5.6所描绘的生命周期流程，餐厨垃圾被送入卫生填埋场填埋，并且产生的填埋沼气被要
求捕获，平均捕获率约为68%，其中9.1%被燃烧处置，其余被用于回收能源发电，并被出售上电网。渗滤液被收集后
送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产生的污泥被焚烧。

图5.6 | 垃圾填埋并能源回收的生命周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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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5.1所示：
1.

厌氧消化对环境的危害最小，该方法既可以资源循环再利用，也是在环境上可持续的方案。并由于使用沼气发电来
替代部分用电，而达到了温室气体净排放为负值。

2.

而密闭容器式好氧堆肥对环境的危害最大，虽然该方案可以循环利用再生资源，但是在环境上并不是可持续的方案。

3.

由于容器式好氧堆肥对一次能源需求量高（主要归因于电力的使用和交通运输），并由于堆肥过程和腐熟过程产生
且排放的二氧化氮及沼气，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高。

4.

金属消耗主要和建造运行处置场以及交通运输有关。容器式堆肥的金属消耗虽优于焚烧却排倒数第二，主要是因为
建造堆肥厂和电力基础设施。但是使用堆肥来替代矿物肥料可以减少金属消耗。

5.

导致臭氧损耗的最主要因素为垃圾收集、交通运输以及电力使用。

6.

不同于其他三种处置方案，密闭容器式好氧堆肥无进行发电等能源再生，并且运行过程的总耗电高，因此导致能源
需求以及化石消耗较高。另外使用电的相关过程会产生环境污染，因此也导致了该方案的淡水、海洋和陆地的生态
毒性、电离辐射和水消耗都很高。

7.

由于堆肥腐熟的过程会排放氨气等含氮污染物，因此导致容器式好氧堆肥的陆地酸化和形成微粒粉尘。

8.

在容器式好氧堆肥方案中假设密闭容器式好氧堆肥的工厂和设施建造在农用地带，结合高电力消耗等因素，导致破
坏臭氧和占用大量农用地。

9.

电力的使用和产生的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是导致容器式堆肥形成夏季尘雾的主要因素。

10. 另外，在海洋富营养化和占用城市用地的环境影响
上，容器式堆肥要略优于厌氧消化，而厌氧消化在
对海洋富营养化、陆地酸化、形成微粒粉尘和占用
农业用地上的影响要大于焚烧处置。
如上所述，以上的环境影响中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电
能的使用以及能源回收发电，也就意味着电力结构也影响
着这些处置方法最后导致的环境影响。厌氧消化的环境收
益主要源于其产生的沼气可以发电，用于取代目前的不可
再生的电力系统的电能，如果在目前电网的电力结构中增
加使用可持续再生能源发电（如太阳能和风能）来取代一
次性能源，那么采用厌氧消化来回收电能的环境收益及其
优势将会减少，而容器式好氧堆肥的环境影响将会减轻并
开始变得具有优势。

5.3 韩国首尔不同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生命周期评
估97
来自首尔大学和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研究者使用1997年
至2005年的数据，对在韩国首尔使用不同餐厨垃圾的处置方法
进行了生命周期评估。由于化肥和大豆在韩国主要依赖进口，
因此该研究中关于这两项的相关数据来源于软件Simapro的数
据库。该研究评估并对比了以下4种餐厨垃圾的处置方法：

表5.1 | 在英国使用不同方式处置每吨餐厨垃圾所造成的
环境影响的对比
Indicator

厌氧消化

容器式堆肥

焚烧

填埋

图例

1
最好

2

3

4
最差

PED 一次能源需求
GWP 全球升温潜能
FD 化石消耗
MD 金属消耗
FET 淡水生态毒性
MET 海洋生态毒性
TET 陆地生态毒性
HT 人体毒性
FE 淡水富营养化
ME 海洋富营养化
TA 陆地酸化
PMF 形成微粒粉尘
POF 形成夏季尘雾
OD 臭氧损耗
ALO 占用农业用地
ULO 占用城市用地
NLT 改造自然土地
IR 电离辐射
WD 水消耗
平均环境得分
生命周期成本
总得分
总排名

1
1
1
1
1
1
1
1
1
3
3
3
1
1
2
2
2
1
1
1.5
3
4.5
2

4
3
4
3
4
4
4
3
2
2
4
4
3
4
4
1
4
4
4
3.4
2
5.4
3

2
2
2
4
2
2
2
2
4
1
2
2
4
2
1
3
3
2
2
2.3
1
3.3
1

3
4
3
2
3
3
3
4
3
4
1
1
2
3
3
4
1
3
3
2.8
4
6.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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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生填埋：如图5.7所示，被作为研究的垃圾填埋场有着先进的渗滤液处理流程以及填埋场沼气燃烧设施。该研究假
设所有的渗滤液都会被进行污水处理，对铵的去除率为99%，其余的去除效率为90%。超过90%的填埋场产生的沼气
被收集，剩下的泄漏致大气中。绝大多数收集的沼气会在气井或气体收集设施中被燃烧，而有些沼气则会被回收发
电。该研究假设了两种填埋场的能源回收情况：
情况1：没有沼气被回收利用于发电，因此没有能源回收。
情况2：在被收集的沼气中，有12%的沼气被回收利用。沼气发电所得的能源会被用于填埋场内自用，因此可以替代原先
使用的全国高压输电网。如果厂区自用后还有多余的电能，则会被输送至国家电网来取代传统的发电（煤58.4%，石油
8.1%，天然气13.2%，核能23.2%，水能0.8%）。

避免了污染排放
泄漏的填埋场沼气

燃烧后的沼气

填埋场内自用

全国高压水电线网
电能（30千瓦时）

燃烧填埋厂沼气（143立方米）

填埋场沼气发电（18立方米）
发电效率29.4%

电能（1.6千瓦时）
厨房垃圾（1吨）
柴油（0.36升）

产生填埋场沼气（163立方米）

土地填埋
产生渗滤液（0.31立方米）
电能（1.3千瓦时）

渗滤液处理去除效率90%
处理后的水

图5.7 | 韩国某垃圾填埋场的生命周期流程图

2.

垃圾焚烧：如图5.8所示，该研究中的垃圾焚烧的生命周期流程囊括了一系列常规的焚烧操作，如热能回收设施、空
气污染控制设备（如半干法烟气脱硫（SAD），布袋除尘器（FF）和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污水处理系统等
等。该研究假设所有被回收的垃圾焚烧的热能都被用于发电，发电效率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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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污染排放

净化过后的气体

厂内自用

烟气净化（SDA/FF/SCR）

餐厨垃圾（1吨）
电能（94.6千瓦时）
液化天然气（17立方米）

飞灰
（0.037吨）

产生热能（3.92吉焦）

垃圾焚烧

产生污水
（0.43立方米）

全国高压输电线网
电能（120千瓦时）

发电：发电效率11%

柴油（0.06升）

底灰
（0.146吨）

土地填埋灰烬
产生渗滤液（0.06立方米）

电能（0.2千瓦时）

污水处理

渗滤液处理：去除效率90%

处理过后的水

处理过后的水

图5.8 | 韩国某垃圾焚烧厂的生命周期流程图
3.

好氧堆肥：如图5.9所示，该研究中的好氧堆肥厂使用锯屑和餐厨垃圾混合的方式来进行堆肥。由于锯屑是在堆肥设
施中专门生产的，因此也被考虑为由好氧堆肥造成的环境负担之一。大约17%的餐厨垃圾被制成了堆肥并用于取代化
肥，有23%的餐厨垃圾作为残渣被进行土地填埋处置。该研究还假设在好氧堆肥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排放物仅为二氧化
碳和氨气，并且90%的氨气被生物除臭处理去除。每吨餐厨垃圾好氧堆肥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氨气分别被假设为210公
斤和6公斤。另外，该好氧堆肥过程产生的污水被假设为完全厂内再循环利用，因此没有污水排放。

餐厨垃圾（1吨）
锯屑（0.17吨）
发电（62千瓦时）

净化后吨气体

避免了污染排放

臭气处理：氨气去除效率90%

取代化肥

堆肥物（0.17吨）

堆肥
污水

污水循环

残渣
（0.23吨）

泄漏的填埋场沼气

燃烧后的沼气

燃烧填埋场沼气（21立方米）
柴油（0.08升）
电能（0.3千瓦时）

电能（0.2千瓦时）
填埋场沼气生成（23立方米）

土地填埋残渣

渗滤液生成（0，07立方米）

渗滤液处理：去除率90%
处理后的水

图5.9 | 韩国某好氧堆肥厂的生命周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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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饲料化：如图5.10所示，该研究中的餐厨垃圾饲料化厂使用的是直接干燥法工艺，因此只包含了筛选、粉碎、脱水、干
燥和除臭处理等简单流程。该研究假设饲料化的过程中没有空气污染排放。但是根据该饲料化厂的调查数据，饲料化的
过程会产生大量的高污染的的污水，并会被送入污水处理厂中进行处置，并该研究假设污水净化滤为90%。该饲料化的
产物被假设为可以取代商用饲料中的大豆原料，因此可以帮助减少种植这些饲料原料的大豆时产生的排放和资源消耗。
避免了污染排放

泄漏的填埋场沼气

取代大豆作为饲料原料

餐厨垃圾（1吨）
发电（19.4千瓦时）
柴油（0.1升）
液态天然气（35.8立方米）

燃烧填埋场沼气（11立方米）

饲料原料（0.15吨）

粉碎/干燥/除臭

电能（1.5千瓦时）

燃烧后的沼气

电能（0.1千瓦时）
填埋场沼气生成
（12立方米）

柴油（0.04升）

土地填埋残渣

Residue（0.02吨）

污水生成（0.37立方米）

渗滤液生成
（0.04立方米）

电能（0.02千瓦时）

污水处理：去除效率90%

渗滤液处理：去除率90%

处理后的水

处理后的水

图5.10 | 韩国某餐厨垃圾饲料化工厂的生命周期流程图

另外，在该研究中餐厨垃圾的收集和运输环节、水和化学品的消耗、工厂设备的建造装修等所造成的的环境影响并没
有被纳入生命周期评估中。该生命周期评估最终评定了以上四种餐厨垃圾处理技术可能导致的五种环境影响，分别是：全
球变暖、人类毒性、酸化、富营养化和淡水水生物生态毒性。结果如表5.2所示，好氧堆肥造成的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要小
于土地填埋和焚烧，大于饲料化；而在环境酸化、富营养化和淡水水生物生态毒性上却要远高于土地填埋和焚烧。
1.

全球变暖：在全球变暖指标中，饲料化被评定为影响最小，因为该厂使用的直接干燥法工艺不会导致全球变暖。但是
如果将二氧化碳排放划分为生物源二氧化碳和化石源二氧化碳，并将餐厨垃圾中所有的炭成分视为生物源二氧化碳，
把生物源二氧化碳视作不会导致全球变暖的因素的话，那么如图5.11所示，焚烧餐厨垃圾和饲料化的导致全球变暖潜能
将会显著减少，四种餐厨垃圾处置法可能导致的全球变暖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变为：填埋>好氧堆肥>饲料化>焚烧。

表5.2 | 在韩国使用不同方式处置每吨餐厨垃圾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的对比
环境影响

好氧堆肥

土地填埋（无能源回收）

土地填埋（有能源回收）

焚烧

饲料化

全球变暖

269647

409433

408110

580317

35748

酸化

1293

51

-49

106

75

人类毒性
富营养化

生态毒性

12706
226

822

62847
30
53

60394
24

-497

-909
26

-405

6002
468
283

*该表格中同时将生物源和化石源二氧化碳视为导致全球变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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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包括生物二氧化碳

不包括生物二氧化碳

kgCO2eq./t

600

400

200

0
土地填埋
（有能源回收）

土地填埋
（无能源回收）

焚烧

好氧堆肥

饲料化

图5.11 | 四种餐厨垃圾处置方法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2.

人体毒性：用土地填埋处置导致的人体毒性最大，主要来自于没有被焚烧的沼气中的烃类和重金属。并且根据该
研究的模型，在好氧堆肥和饲料化的生命周期评估中，导致其人体毒性影响的因素中有超过70%是由于未被处理的
沼气。因为该研究中假设焚烧处置餐厨垃圾不会产生沼气，并且由于焚烧产生的热能被用于替代传统的电能，因
而导致焚烧处置在人体毒性影响上的评估中显示为实现净收益。

3.

酸化：好氧堆肥被评估为带来酸化影响最大的处置方法，主要是由于堆肥过程中可能产生氨气。在其他的处置方
法中，导致酸化的主要因素为在消耗燃料时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土地填埋并能源回收之所以在导致酸化
的影响上最小，是因为其燃料消耗少并且使用了填埋区沼气进行发电。但是，有其他研究表明，在收运餐厨垃圾
时产生的燃料消耗是导致酸化的主要因素，然而本研究中并未考虑收运餐厨垃圾时的环境影响。

4.

富营养化：饲料化和好氧堆肥这两种处置方法在该影响上要远高于土地填埋和焚烧，主要是由于处置过程中产生
的大量氮源物质和有机化合物的排放。好氧堆肥的富营养化影响主要来源于氨气的排放，而饲料化导致富营养化
的主要因素是产生大量含有高浓度的BOD（生化需氧量）和COD（化学需氧量）的废水。虽然在某些其他研究中，
土地填埋导致的渗滤液是导致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但是在该研究中假设土地填埋餐厨垃圾的渗滤液的净化率高
达90%。

5.

生态毒性：焚烧和土地填埋并且能源回收这两种包括了发电的处置方法在生态毒性影响的评估中显示可实现净收
益。因为生态毒性的主要来源为传统发电过程中排放的含有镍、钡等金属的废水，因此使用焚烧的热能和填埋区
沼气产电来取代传统发电可以显著减少生态毒性。虽然堆肥和饲料化这两种回收再利用法可以通过替代原材料来
减少能源消耗的方法来减少生态毒性，但是其收益远小于通过焚烧的热能填埋沼气来替代电能。并且由于好氧堆
肥本身需要消耗大量电能，因此其生态毒性影响在所有处置方法中最大。

5.4 澳大利亚萨瑟兰郡和梅尔顿市餐厨垃圾管理系统生命周期对比98
澳大利亚的研究者们采用生命周期评估的方法分别对萨瑟兰郡和梅尔顿市的餐厨垃圾处置进行了案例研究，该报告对
比了七种餐厨垃圾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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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有的垃圾管理系统（BAU）：餐厨垃圾不单独分类，与生活垃圾一起丢弃后被填埋处置，垃圾填埋场的沼气被收
集后作为发电使用。另外，污水污泥在污水处理厂被厌氧消化处置，生物气被收集用于发电，生物固体被脱水后
用于农业用地。

2.

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AcoD）：餐厨垃圾单独分类后每周被清运至污水处理厂，预处理后清除的污染物被
填埋，剩下的餐厨垃圾与污水污泥一起协同厌氧消化。

3.

水槽内餐厨垃圾处理器和污泥协同厌氧消化（INSINK）：与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ACOD）相似，但主要的
不同在于：（a）INSINK中使用水槽内的餐厨垃圾处理器将餐厨垃圾处理至下水道中后被送入污水处理厂，其中餐
厨垃圾中6%的挥发物被异养细菌代谢掉；（b）在污水处理厂中，餐厨垃圾将会被进行典型的污水处置，包括一
次沉淀（34.4%的餐厨垃圾会沉淀后被送去进行厌氧消化），并且被进行生物营养物去除（25.6%成为生物二氧化
碳被排入空气中，32.5%变成废活性污泥的成分），剩下的过程与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ACOD）一致。

4.

集中式好氧堆肥（COMP）：餐厨垃圾分类收集，每周被清运一次送去堆肥厂。

5.

分散式家庭堆肥（HCOMP）：政府给居民提供堆肥设备，餐厨垃圾被分散在这些设备处各自进行堆肥。

6.

餐厨垃圾单独厌氧消化（SAD）：餐厨垃圾分类收集后送去进行中温单相厌氧消化并进行发电至国家电网，产生的
生物固体被运用至农业用地中。

7.

机械分拣生物处理（MBT）：和现有的垃圾管理系统（BAU）一样不分类收集餐厨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生活固体
垃圾一起被送入机械分拣生物处理设施，使用机械分拣将有机物和无机物分离开来，随后有机物部分被进行高温
厌氧消化和通风。将产生的生物气进行发电，生物固体使用在土地上。无机物部分被送至垃圾填埋场处置。

在该报告中评估了以下8种环境影响因素：
1.

非生物消耗（ADP）：消耗有限的原材料，如铜、银等。

2.

非生物化石燃料消耗（FFDP）：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如煤、原油等。

3.

臭氧层耗竭（ODP）：由于排放某些污染物而引起的地球臭氧层的减少。

4.

人体毒性（HTox）：由于排放某些有毒化学物质而引起的人体健康风险。

5.

光化学氧化潜能（POP）：由于排放某些污染而增加了有害雾霾发生的可能性。

6.

酸化浅势（AP）：由于排放某些污染物而引起酸雨。

7.

富营养化潜能（ETP）：使水体内养份的过度积累而导致水澡和其他植物密集生长。

8.

全球变暖潜能（GWP）：由于污染排放而导致的全球大气温度升高。

研究者们采用生命周期评估的方法分别对澳洲梅尔顿市（案例1）和萨瑟兰郡（案例2）的餐厨垃圾处置进行了案例研
究，该研究中使用的所有能源和材料的资料皆来自于Australasian Unit Process LCI和Ecoinvent的数据库。结果显示：
1.

现有的垃圾管理系统（BAU）：在7个系统中，现有的垃圾管理系统对全球变暖潜能(GWP)、臭氧层耗竭（ODP)、光
化学氧化潜能（POP）和富营养化潜能(ETP)的影响最大，主要因为现有的垃圾管理系统采用填埋处置餐厨垃圾，
而导致了大量的空气和地下水污染物的排放。

2.

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AcoD）：在7个系统中，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对非生物化石燃料消耗
（FFDP）和酸化浅势（AP）的影响最小，并且对全球变暖潜能（GWP）的影响在案例1和案例2中分别表现最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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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优，对臭氧层耗竭（ODP）, 人体毒性（HTox）, 富营养化潜能（ETP），和光化学氧化潜能（POP）的影响相对
较大。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之所以对非生物化石燃料消耗（FFDP）和酸化浅势（AP）的影响小主要取决
于其发电能力，可以减少国家电网中的燃煤产电，并且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被评估为这7个系统中发电能
力最高的系统。由于餐厨垃圾在源头分类时会产生失误，以及在进行预处理时为了减少厌氧消化时的污染物会将
部分餐厨垃圾分拣出来，导致最后约有53%的餐厨垃圾最终还是被进行填埋处置，因此导致臭氧层耗竭（ODP）和
富营养化潜能（ETP）的影响较大。
3.

水槽内餐厨垃圾处理器和污泥协同厌氧消化（INSINK）：与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AcoD）使用相同的厌
氧消化系统，因为没有机械分拣系统，在INSINK中被土地填埋的餐厨垃圾较少，因此其在臭氧层耗竭（ODP）、富
营养化潜能（ETP）和光化学氧化潜能（POP）上的表现相对较佳。除了以上三项以外的环境影响的评分则低于餐
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INSINK对全球变暖潜能（GWP）的影响要远高于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因
为大量的餐厨垃圾在下水道和污水处理过程中消失，导致了与污泥共同厌氧消化时的制沼气产能降低，并且由于
污水中的有机物加载量高，需要额外的能耗来进行二次曝气。

4.

集中式好氧堆肥（COMP）：由于集中式好氧堆肥相比于现有的垃圾管理系统减少了被送去填埋的餐厨垃圾，因此
全球变暖潜能（GWP）的环境影响要相比于现有的垃圾管理系统减少20%左右，但是仍高于其他5种处置系统。由
于集中式好氧堆肥无法发电，因此不能帮助减少燃煤发电，并且集中好氧消化本身需要额外消耗化石燃料能源，
因此酸化浅势（AP）和非生物化石燃料消耗（FFDP）影响相较于其他系统大，影响程度约排前二。

5.

分散式家庭堆肥（HCOMP）：分散式家庭堆肥的人体毒性（HTox）影响最小，比其他6个处置系统要少9%左右，
因为分散式家庭堆肥中餐厨垃圾不需要垃圾车进行集中收运，因此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燃烧柴油燃料产生的排放，
而该排放为造成人体毒性（HTox）的主要因素之一。

6.

餐厨垃圾单独厌氧消化（SAD）：分类收集餐厨垃圾并进行厌氧消化所造成的人体毒性（HTox）影响在所有7个处
置系统中排第二大，因为和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一样，餐厨垃圾单独厌氧消化需要从每户人家路边的垃
圾桶中收运餐厨垃圾，会因为燃烧柴油产生空气污染排放，并且需要将消化后产生的生物固体运用至土地上，因
此造成人体毒性（HTox）高于其他大部分系统。

7.

机械分拣生物处理（MBT）：在7种系统中，机械分拣生物处理对臭氧层耗竭（ODP）、富营养化潜能（ETP）
和光化学氧化潜能（POP）的环境影响最小，对于全球变暖潜能(GWP)的影响程度也相对较小，而其对人体毒性
（HTox）和非生物化石燃料消耗（FFDP）的影响最大，对非生物消耗（ADP）和酸化浅势（AP）的影响也也排前
二。因为机械分拣生物处理在这7种系统中可以达到最高的餐厨垃圾分离率，确保最少的餐厨垃圾被送去填埋，因
此臭氧层耗竭（ODP)，富营养化潜能(ETP)和光化学氧化潜能（POP）这些主要由垃圾填埋造成的环境影响最小，
并且比影响第二小的系统可以低22%至40%。但是机械分拣生物处理对人体毒性（HTox）的影响最大，显著高于现
有的垃圾管理系统，该影响的主要来源是被应用于农业用地上的含有重金属微量元素的生物固体。因为在机械分
拣生物处理中厌氧消化的物料不仅仅是餐厨垃圾，也包含了纸、木头、园林垃圾以及少量的惰性材料，因此导致
消化后产生的生物固体中含有相对较高的重金属。

因此该研究得出结论：
1.

虽然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的非生物化石燃料消耗（FFDP）、酸化浅势（AP）和全球变暖潜能（GWP）的
影响很小，但是臭氧层耗竭（ODP）和人体毒性（HTox）的影响较大，因此决策者在决定采用餐厨合污泥协同厌
氧消化处置时应当对不同环境影响问题的主次作出权衡。

2.

比起使用水槽内餐厨垃圾处理器将餐厨垃圾丢弃至下水道后送入污水处理厂与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将餐厨垃圾单
独分类并收运至污水处理厂后进行预处理以及与污泥协同厌氧消化的方法的全球变暖潜能（GWP）的影响更小。

3.

餐厨垃圾的厌氧消化的全球变暖潜能（GWP）的影响上要显著地优于好氧堆肥，尤其是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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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可能达到对全球变暖造成零影响。餐厨垃圾和污泥的协同厌氧消化所造成的非生物化石燃料消耗（FFDP）和
酸化浅势（AP）的影响也要小于好氧堆肥。
4.

由于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INSINK、餐厨垃圾单独厌氧消化、集中式好氧堆肥和分散式家庭堆肥的餐厨垃
圾分离率以及被最终填埋处置的餐厨垃圾率接近，因此这5个系统在主要由填埋垃圾引起的环境影响上（臭氧层耗
竭（ODP）、富营养化潜能（ETP）、光化学氧化潜能（POP））结果接近。

5.

分散式家庭堆肥造成的非生物消耗（ADP）的影响最小。

6.

机械分拣生物处理造成的臭氧层耗竭（ODP)、富营养化潜能(ETP)和光化学氧化潜能（POP）的影响最小。

7.

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造成的非生物化石燃料消耗（FFDP）和酸化浅势（AP）的影响最小。

5.5 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好氧堆肥与阳光房技术全生命周期评估99
来自浙江大学的研究者们针对浙江省金华市的两个案例进行了生命周期评估，并与传统的填埋和焚烧处置进行了对
比。这两个案例分别为：
A. 生物好氧堆肥技术：如图5.12所示，该处置过程主要分为3个部分，垃圾预处理、微生物好氧发酵和产物后期处
理。经过预处理后的易腐垃圾被送入微生物处理机进行时长为1天的好氧处理，然后再被送入自然堆肥房内经过8
天的自然堆肥后转化为有机肥，显示该产物满足标准《NY525-2011 有机肥料》要求。

图5.12 | 浙江省金华市内使用的微生物好氧堆肥的流程图

B.

阳光房厌氧发酵技术：阳光房的屋顶为透明玻璃，采用温室效应的原理来提高堆肥温度，并使用了微生物菌剂和
保湿回淋系统改进了传统的发酵处理工艺。如图5.13所示，在阳光房厌氧发酵中产生的含有大量甲烷的废气会被收
集起来后进行燃烧后排放，而不是回收再利用。发酵所得的产物则可作为腐殖质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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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 浙江省金华市内使用的阳光房厌氧发酵流程图

在该研究中，生命周期评估的起点从垃圾分类后分的易腐垃圾收集后开始，包括了垃圾运输、好氧堆肥/厌氧发酵、产
物后期处理、物质回收等。另外，填埋处置中包括了填埋气的发电，焚烧处置中则包括了焚烧发电的能源回收过程。该研
究中所使用的焚烧和填埋的数据来自于现场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研究，而其他辅助的材料及能源数据则来源于Gabi8.0的数
据库。结果表明：
1.

2.

如表5.3所示，由于微生物好氧堆肥所使用的处理
机的耗电率高，高处置方法的生命周期净能源消耗
要远高于其他三种方法。但是阳光房厌氧处置的能
耗也高于焚烧和填埋。
如表5.4所示，好氧堆肥对8个环境影响的当量值皆
为负值，因此该处置方法在这8种环境影响上都显
示为有正面影响。这是因为好氧堆肥产生的肥料在
回收利用后得到的环境收益抵消了生产肥料所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陆地酸化、淡水富营养化、臭氧
消耗、淡水生态毒性、人体毒性、光化学氧化及形
成以及陆地生态毒性等环境影响。

表5.3 | 四种处置方法的能源消耗分析
项目

生物好氧
堆肥

阳光房厌
氧发酵

填埋

焚烧

燃料消耗

29.700

26.400

64.117

110.647

39.139

32.790

642.376

61.190

电力消耗

768.609

辅助材料生产

-195.072

燃料生产

生命周期净
能源消耗

0

-2283.031

-3843.478

0

31.360

21.667

84.493

145.811

-2103.061

-3565.353

表5.4 | 四种处置方法的各项环境影响当量值
项目

生物好氧堆肥

阳光房厌氧发酵

陆地酸化【kg SO2 -eq】

-3.194

0.003

气候变化【kg CO2 -Eq】
淡水富营养化【kg P -eq】

-42.268
-5.660

109.000

-264.000

2.900E-07

-4.700E-05

-8.080E-05

0.877

-3.940E-0.4

-1.550E-02

0.008

-0.194

-8.268E-10

-1.840E-16

人体毒性【kg 1,4-DB -eq】

-93.421

31.868

陆地生态毒性【kg 1,4-DB -eq】

-1.630E-02

3.131E-05

光化学氧化及形成【kg NMVOC】

-1.391
-0.443

焚烧

1.461

臭氧消耗【kg CFC-11 -eq】

淡水生态毒性【kg 1,4-DB -eq】

填埋

-0.334

-5.950E-13
-36.500
0.018

-0.584

-9.970E-13
209.000
0.177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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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表5.4所示，在阳光房厌氧处置中，所有环境影响当量值皆为正值，因此该处置方法在所有考量的环境影响上均
显示为负面影响。其中，气候变化、人体毒性、光化学氧化及形成以及陆地生态毒性等4种环境影响主要是由运输
过程中燃烧柴油而产生的环境污染所导致。陆地酸化、淡水富营养化和臭氧消耗这3个环境影响主要是由电力生产
和燃料加工及运输过程所需柴油的生产加工过程所导致。而对于淡水生态毒性方面，主要是由厌氧处置过程中所
产生的环境污染所导致。

4.

如图5.14所示，好氧堆肥、阳光房厌氧发酵、填埋和焚烧对环境影响的加权值分别为-20.237、0.302、-0.112和
0.591。因此，好氧堆肥为最佳方案，而阳光房厌氧发酵仅优于焚烧方案。

图5.14 | 易腐垃圾的4种处置技术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潜值

5.6 分析与总结
来自英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的三个研究中，餐厨垃圾进行厌氧消化在低碳排放和改善全球变暖上有显著的优势，并且
在整体环境效益上要优于好氧堆肥，尤其是餐厨合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置可能达到对全球变暖造成零影响。好氧堆肥虽然
能够资源再利用，但是在环境的酸化和淡水水生物生态毒性上相较于土地填埋和焚烧并没有优势，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影
响。而集中式好氧堆肥在清运的过程中会因为车辆燃油导致污染排放，因此其环境污染要大于分散式家庭好氧堆肥。
而在针对浙江省金华市的研究中，好氧堆肥在所有评估的环境影响方面有着正面影响，且优于阳光房厌氧发酵、填埋
和焚烧。而阳光房厌氧发酵对环境的影响仅优于焚烧，且对所有评估的环境影响有着负面作用，与之前三个海外研究的结
果大相径庭。
导致这些研究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家的不同而采用的用于生命周期评估的数据的不同所导致，比如金华市的案例
中，好氧堆肥生产的肥料所带来环境收益可以抵消整个好氧堆肥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而海外的三个案例中
并非如此。另外在金华市的研究中，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并未被作为能源再回收利用，而在海外的三个案例中厌氧消化所
产沼气的回收利用对环境收益有着显著的贡献。
在选取合适的餐厨处置模式时，应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在可承受的经济成本下，尽可能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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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餐厨垃圾的处置技术案例
为更直观地帮助了解不同技术的餐厨处理技术的投资情况和最终产品，编者通过整理目前国内已有的典型项目案例，提
取项目公开的环评报告书中的关键信息，并归纳成表格和典型案例，供参考。
附表1.1-1.5总结了其中9个厌氧消化处置厂、3个好氧发酵处置厂、1个厌氧消化结合好氧发酵处置厂、4个餐厨垃圾协同
污泥处置厂以及4个黑水虻生物转化处置厂的项目的投资额、产能、产品等相关信息。

附表1.1 | 国内厌氧消化处置厂的项目案例信息（共9家）
厌氧发酵

项目
浙江江山市
贺村镇瑞优
可餐厨垃圾
处理 100
海盐绿能环保
项目 - 餐厨垃
圾 101

投资
（万元）

6000

651/
10.8%

8500

431/
5.1%

光大环保宿
迁市餐厨废
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
化处理 PPP
项目一期 102

8194.67

广州南沙区
餐厨垃圾处
理厂 103

28966.85

芜湖市餐厨
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和无
害化利用项
目 104
焦作市餐厨
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项
目 105

环保投资
（万元）
/总投资
占比

11617.64

6593.66

垃圾来源
江山市区及各乡
镇餐厨垃圾（实
现全市餐厨垃圾
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再利用）
城区各街道的餐
饮单位和单位食
堂餐厨垃圾

处理量
（吨/日）

工艺

100

中温湿式
厌氧发酵

150

中温厌
氧发酵
（CSTR）

宿迁市主城区的
饭店、食堂等餐
饮业

餐厨 100；
中温湿式
地沟油
厌氧发酵
28.3

565/
1.95%

广州南沙区的餐
厨垃圾

689/
5.93%

芜湖市内的酒店、
饭店、火锅店、餐
饮摊点、食品生产
小作坊、学校食堂、
企事业单位食堂和
工地食堂等餐饮部
门所产生的餐厨垃
圾。

中温湿式
餐饮：
厌氧发酵
200；厨余： （CSTR
200
可能是两
相）

574/
7%

437/
6.6%

焦作市解放区、
中站区、马村区
及山阳区主要街
道的餐厨垃圾

200

100

中温两相
厌氧消化
（CSTR）

湿式厌氧
两相消化
（CSTR）

产品

产品去向

所产沼气经净化后用于厂
沼气 5000 标立方米 / 天 区供热，多余部分火炬燃
烧
粗油脂 2 吨 / 天

8700 标立方米 / 天
粗油脂 9.4 吨 / 天
油脂 12 吨 / 天

沼气 6000 立方米 / 天
粗油脂 4.5 吨 / 天

外售，给油脂企业进一步加
工
经过除湿等预处理后引入
焚烧炉燃烧或备用火炬燃
烧
外售综合利用

外售，用于加工成生物柴油
或作为化工原料
与生活垃圾焚烧厂产生的
沼气协同净化处理发电，作
为厂区自用电，剩余部分全
额上网，出售给供电公司
外售，作为生物柴油原料或
者化工生产原料

生物天然气 17458.95 标 外售，管道输送至电厂二期
立方米 / 天
燃气管网
沼气 12630 立方米 / 天

外售，提纯后左右车用燃气
销售

工业粗油脂 4 吨 / 天

外售，作为化工原料出售给
周边化工厂

有机肥 4.8 吨 / 天
粗油脂 3 吨 / 天

沼气 7506 立方米 / 天

袋装后暂存于造渣利用空
间
油罐储存

用于沼气发电后厂区自用及
部分并入国家电网，剩余的
输送至燃气锅炉用作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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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 国内厌氧消化处置厂的项目案例信息（共9家）（续）
厌氧发酵

项目
承德市餐厨
垃圾资源化
处置工程项
目 106
焦作市餐厨
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项
目 105
嵊州市城区
餐厨垃圾收
集处置项目
108

投资
（万元）

9746.2

8195.82

8616

环保投资
（万元）
/总投资
占比

垃圾来源

34/
0.35%

主要接收双桥区、
双滦区和高新区
等 区域餐厨垃圾

1821.5/
22.2%

北海市的餐饮垃
圾、厨余垃圾、
农贸市场有机垃
圾和废弃食品等

1752/
20.33%

嵊州市城区各街
道的餐饮单位和
单位食堂餐厨垃
圾、家庭日常生
活中的厨余垃圾

处理量
（吨/日）

工艺

150

高温厌
氧发酵
（CSTR
两相）

100

湿热预处
理 + 中温
湿式厌氧
发酵

餐厨垃圾 中温湿式
100；地沟 厌氧发酵
油 10 （CSTR）

产品

产品去向

沼气 6000 立方米 / 年

输送至生活垃圾焚烧锅炉，
为生活垃圾焚烧系统提供
热源

粗油脂：4.5 吨 / 天

工业粗油脂 2 吨 / 天
沼气 750 立方米 / 天

直接就近外售给大型生物
柴油炼制企业
外售用于生产润滑油
沼气锅炉发电自用

用于厂内燃气机及内燃机
沼气 6500 标立方米 / 天 焚烧，产生的蒸汽供 厂内
使用
粗油脂 4 吨 / 天

统一由具有资质的黄山百
环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回收消纳

附表1.2 | 国内好氧发酵处置厂的项目案例信息表（共3家）
好氧发酵

项目
黄山市徽州
区餐厨垃圾
收运及资源
化处理项目
106

瓮安县餐厨
垃圾资源化
处理中心 110
天台县餐厨
( 厨余 ) 垃圾
处理场项目
111

投资
（万元）

环保投资
（万元）
/总投资
占比

垃圾来源

402.7

59/
14.65%

主要接收双桥区、
双滦区和高新区
等 区域餐厨垃圾

700

103.68/
14.81%

重点处理瓮安县
城区政府机关单
位和学校等食堂
产生的餐厨垃圾

2570

587/
22.5%

天台城区范围内
餐饮、部分居民
餐厨垃圾及农贸
市场生鲜垃圾

处理量
（吨/日）

工艺

产品

150

高温厌
氧发酵
（CSTR
两相）

沼气 6000 立方米 / 年

20

微生物高
温好氧发
酵

粗油脂 2.25 吨 / 天

50

高温好氧
发酵

粗油脂 4.5 吨 / 天

高效有机肥 2.96 吨 / 天

产品去向
输送至生活垃圾焚烧锅炉，
为生活垃圾焚烧系统提供
热源
直接就近外售给大型生物
柴油炼制企业

桶装，卖给有资质的公司作
为工业原料
袋装，外售直接肥料

生化腐殖质（土壤调理剂，
外售，作为有机肥原料
含水率 37.5%）9.7 吨 / 天
粗油脂 1 吨 / 天

外售，作为生物柴油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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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3 | 国内好氧发酵结合厌氧消化处置厂的项目案例信息（共1家）
好氧发酵

项目

投资
（万元）

遂宁市
餐厨垃
14287.61
圾处理
112
项目

环保投资
（万元）
/总投资
占比

1056/
7.39%

垃圾来源

处理量
（吨/日）

遂宁市主城区 ( 船山
区、经开区、河东新
区及高新区）、安居区、
餐厨 130；
射洪县主城区的餐饮
废弃油脂 30
单位、酒店、学校、
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
食堂、食品加工厂

工艺

产品

产品去向

废油脂粗油脂 10.5 吨 / 天
CSTR 中温
餐厨垃圾粗油脂 6.97 吨 / 天
湿式厌氧
发酵技术
为主 + 微 有机肥 19.15 吨 / 天
生物高温
好氧发酵
沼气 6650 立方米 / 天

外售，作为工业级混
合油的原料
外售，施用于园林、
绿化和农业种植等
沼气通过净化后送至
锅炉燃烧为项目供热

附表1.4 | 国内黑水虻生物转化处置厂的项目案例信息（共4家）
黑水虻生物转化

项目

黄山市徽州
区餐厨垃圾
收运及资源
化处理项目
106

临泉中海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临泉县餐厨废
弃物综合处置
项目 114
株洲市餐厨
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工
程（一期）

投资
（万
元）

3851

5513

7679

115

广州安芮洁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餐厨
垃圾黑水虻
处理项目 116

3500

环保投资
（万元）
/总投资
占比

690/
17.9%

垃圾来源

处理量
（吨/日）

仙居县县域内宾馆、
饭店、小吃店、餐
饮摊 点等餐饮业和
政府机关、企事业
等单位食堂的餐饮 餐厨：47
吨 / 天；
垃圾和厨余垃圾 ;
城镇居民、农村家 废弃食用
庭等厨余垃圾 ; 屠 油脂：3
宰及食品加工业废 吨 / 天
弃物等。其中仙居
县中心城区收集率
按 100%，其他区
域收集 率按 50%

工艺

产品

产品去向

黑水虻干虫：1.2 吨 / 天

满足《饲料卫生标准》
(GB13078-2017) 以及国家现
行有关饲料产品标准的规定
后作为饲料出售

黑水虻生
物处理技
术 + 废油 黑水虻虫粪 ( 园林 绿化有
脂回收处 机肥 )：17 吨 / 天
理
工业粗油脂：4.5 吨 / 天
黑水虻干虫：22 吨 / 天
黑水虻生
物处理技 黑水虻虫粪（有机肥）：
术 + 废油 65.8 吨 / 天
脂回收处
工业用油脂原料：16.5
理
吨/天

402/
7.29%

临泉县餐饮企业、
学校、机关单位等

餐厨垃圾：
148 吨 /
天；废油
脂：41 吨
/天

1057/
13.8%

株洲市五区的餐饮
企业、学校食堂、
企事业单位食堂、
美食街等餐饮单位

餐厨垃
圾 :150 吨
/ 天；地沟
油：20 吨
/天

260/
7.4%

白云区辖区范围内
居民厨余垃圾及餐
饮企业、学校、机
关单位等产生的餐
饮垃圾

餐厨垃
黑水虻生
圾 :100 吨 物处理技
/天
术

黑水虻生
物处理技
术 + 废油
脂回收处
理

满足《有机肥料》(NY525-2012)
标准后作为 有机肥用作园林绿
化肥料，仙居县福瑞环境资源
有限公司已与仙居县乐安市政
基础设施 建设有限公司签订黑
水虻虫沙园林利用协议

出售给外售给生 物柴油制造、
肥皂制造等专业厂家作为生
产原料进行综合利用

黑水虻干虫：5.1 吨 / 天

外售，作为鱼粉蛋白的原材
料或养殖饲料

粗油脂：14.3 吨 / 天

外售，用于工业油生产

黑水虻虫粪（有机肥）：
30.8 吨 / 天

外售，用于农业养殖

黑水虻干虫 : 6.5 吨 / 天

外售 : 水产养殖、花鸟鱼市场

黑水虻虫粪：10 吨 / 天

外售 : 用于制作生物肥的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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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5 | 国内餐厨垃圾结合污泥处置厂的项目案例信息（共4家）
餐厨垃圾协同污泥处置

项目

攀枝花市餐厨
垃圾和污泥处
置特许经营项
目 117

黄山市城市污水
厂污泥与餐厨垃
圾处置项目 118

环保投资
投资
（万元）
（万元） /总投资
占比

13520

6995.6

17985

处理量
（吨/日）

471/
3.55%

攀枝花市三区 ( 东区、西
区、仁和区 ) 两县 ( 米易
县、盐边县的餐饮 ) 餐饮
企业及企 ( 事 ) 业单位食
堂、学校食堂的餐厨垃圾
+10 个生活污水处理厂
( 含拟建 ) 剩余污泥

1360/
4.53%

黄山市屯溪 区部分区域
( 含高新区 ) 及其他区县
的部分区域的餐厨垃圾 + 餐厨垃圾
黄山市辖区内 ( 包括中心 30 吨 / 天；
城区及下辖区、县 )7 座
市政污泥
城市污水处理厂 剩余污
120 吨 /
泥，富余处理能力情况下
天
处理部分乡镇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剩余污泥

德阳市建设投
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德阳市
2200/
16169.12
餐厨垃圾及市
13.61%
政污泥处理一
期工程 119

镇江市餐厨废
弃物及市政污
泥协同处理二
期工程 120,121

垃圾来源

350/
1.95%

餐厨垃圾
100 吨 /
天；市政
污泥 100
吨/天

工艺

产品

产品去向

毛油 5 吨 / 天

外售，给有资质的废
弃油脂加工企业

干污泥 40 吨 / 天

黄山市生活垃圾综合
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

污泥与餐
厨垃圾协
自用发电及用作沼气
同厌氧消 沼气 438000 立方米 / 天
锅炉燃料
化 + 好氧
有机肥
满足园林绿化标准后
28.13 吨 / 天
外售，综合利用
餐厨垃
圾：预处
理后的沼
渣焚烧；
污泥：桨
叶式污泥
干化技术
后焚烧

干餐厨垃圾 11.55 吨 / 天 黄山市生活垃圾综合
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
粗油脂 0.9 吨 / 天

餐厨垃圾 毛油 2 吨 / 天
整个德阳市的公共就餐场 餐厨垃圾
预处理 +
所，主要有餐饮业、企事 100 吨 /
污泥热水
业单位食堂等产生的餐厨 天；市政
沼气 10000 立方米 / 天
解 + 中温
废弃物 + 德阳市 8 个污水 污泥 100
厌氧发酵
处理厂的市政污泥
吨/天
（CSTR） 生物炭土 36.2 吨 / 天
餐厨垃圾
丹徒区、新区、扬中市
源头预处
餐厨垃圾
区宾馆、食堂等餐厨废
理+污
150 吨 /
弃物产生单位 + 征润洲
泥热水
天；油脂
污水厂 ( 部 分 )、丹徒污
解+中
30 吨 / 天；
水厂 ( 部分 )、谏壁污 水
温（少量
市政污泥
厂、东区污水 厂、扬中、
时间切换
180 吨 /
句容、 丹阳等区域小型
为高温）
天
生活污水厂的市政污泥
厌氧发酵
（CSTER）

沼气 16524 立方米 / 天
毛油 13.5 吨 / 天
生物炭土 90.87 吨 / 天
铵盐 2.54 吨 / 天

出售
外售，给正规的油脂
加企业作为原料
发电和作为厂区燃气
锅炉燃料
外售， 用作园林绿
化用土

用于厂内蒸汽锅炉，
不外售
外售，给江苏旗云油
脂科技有限公司
外售，用于园林、牧
草地等肥料
外售，用于园林、牧
草地等肥料

此外，附录1内筛选了5个已经在实际运用的国内的餐厨垃圾处理厂的案例，摘取其中的关键信息供参考，分别为：
1. 餐厨垃圾协同污泥处置-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及生活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理项目；
2. 黑水虻生物转化-仙居县福瑞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仙居县餐厨（厨余）废弃物处置中心项目；
3. 餐厨垃圾厌氧消化–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芜湖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利用项目；
4. 餐厨垃圾高温好氧发酵–天台县餐厨（厨余）垃圾处理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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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餐厨垃圾微生物高温好氧发酵–黄山市徽州区餐厨垃圾收运及资源化处理项目
以下案例的相关介绍和数据皆摘选自这些项目的环评报告，本报告并未对实际运行情况做实地调研，仅摘取各项目的
建设成本、运营成本、技术路线和产出等信息供参考。

1. 餐厨垃圾协同污泥处置-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及生活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理项目
该案例中的数据与工艺流程皆来源于《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及市政污泥协同处理二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120、《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及市政污泥协同处理二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版）》121。
•
•
•
•

工艺：餐厨废弃物源头预处理+餐厨废弃物与污泥协同厌氧消化+深度脱水
投资总额：投资总额为 1798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95%
处理产能：餐厨垃圾150吨/天；油脂30吨/天；市政污泥180吨/天
垃圾来源：
ο 餐厨垃圾：丹徒区、新区、扬中市区宾馆、食堂等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
ο 市政污泥：征润洲污水厂(部 分)、丹徒污水厂 (部分)、谏壁污水厂、东区污水 厂、扬中、句容、 丹阳等区域小
型生活污水厂的市政污泥

•

产品方案：
ο
ο
ο
ο

沼气：产量16524立方米/天，用于厂内蒸汽锅炉，不外售
粗油脂：产量13.5吨/天，外售给江苏旗云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炭土：产量90.87吨/天，外售用于园林、牧草地等肥料
铵盐：产量2.54吨/天，外售用于园林、牧草地等肥料

该项目所采用的是同济大学厌氧消化技术，经过预处理后的餐厨垃圾和经过高温热水解处理后的市政污泥一起协同进
行中温厌氧消化。在国外也有污泥与有机垃圾协同处理的项目，如匈牙利布达佩斯北厂、德国法兰克福等122。
1.1 工艺流程
项目的主要工艺为“餐厨废弃物源头预处理（附图1.1所示）+餐厨废弃物与污泥协同厌氧消化+深度脱水”，具体工艺
流程如附图1.2所示:

附图1.1 | 餐厨垃圾源头打浆、分离一体化收运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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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2 | 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及生活污泥协同厌氧消化处理项目的工艺流程图
1.2 产品资源化利用
该项目最终产生的产品有沼气（16524立方米/天）、粗油脂（13.5吨/天）、生物炭土（90.87吨/天）、铵盐（2.54吨/天），
而项目中产生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沼气自用于用于蒸汽锅炉；生物炭土及铵盐用于园林、牧草地等肥
料；粗油脂外售给资质企业进一步加工处理制成生物柴油。整个处理过程独立封闭，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采用负压收
集，通过除臭等设施进行处理，达标排放。整个处理过程形成了完整的有机质循环链63。

2. 黑水虻生物转化-仙居县福瑞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仙居县餐厨(厨余)废弃物处置中心项目
该案例中的数据与工艺流程皆来源于《仙居县福瑞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仙居县餐厨（厨余）废弃物处置中心建设项目 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113。
•
•
•
•

工艺：预处理+黑水虻生物处理+废油脂回收处理
投资总额：投资总额为 385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90万元，占总投资的 17.9%
处理产能：餐厨垃圾47吨/天；油脂3吨/天
垃圾来源：仙居县县域内宾馆、饭店、小吃店、餐饮摊点等餐饮业和政府机关、企事业等单位食堂的餐饮垃圾和
厨余垃圾；城镇居民、农村家庭等厨余垃圾；屠宰及食品加工业废弃物等。其中仙居县中心城区收集率按 100%，
其他区域收集率按 50%

•

产品方案：
ο 黑水虻干虫：产量1.2吨/天，满足《饲料卫生标准》(GB13078-2017)以及国家现行有关饲料产品标准的规定后
作为饲料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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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黑水虻虫粪（园林 绿化有机肥）：产量17吨/天，满足《有机肥料》(NY525-2012)标准后作为有机肥用作园林绿化
肥料，仙居县福瑞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已与仙居县乐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签订黑水虻虫沙园林利用协议
ο 工业粗油脂：产量4.5吨/天，出售给外售给生物柴油制造、肥皂制造等专业厂家作为生产原料进行综合利用
该项目主要采用的工艺为“预处理+黑水虻生物处理+废油脂回收处理”，该工艺国内外成功应用案例较多，技术成熟
且设备的可靠性高，不仅资源化程度高且二次污染较少、能耗低。该工艺的主要流程为去除餐厨废弃物中的杂质，经过加
热后送入油水固三相分离系统，而后固相制浆喂虫，液相进入废水处理系统，将油脂提炼成粗油脂，实现了混合收集的餐
厨废弃物的固液分离和油水分离，黑水虻和虫粪经后处理，获得虫体（生物饲料）和虫粪（园林绿化有机肥）。
2.1 工艺流程
该工艺的主要流程为去除餐厨废弃物中的杂质，经过加热后送入油水固三相分离系统，而后固相制浆喂虫，液相进入
废水处理系统，将油脂提炼成粗油脂，实现了混合收集的餐厨废弃物的固液分离和油水分离，黑水虻和虫粪经后处理，获
得虫体（生物饲料）和虫粪（园林绿化有机肥）。
（1）餐厨垃圾的预处理
如附图1.3所示，餐厨垃圾的预处理系统主要包括物料接收、自动分选、油水固三相分离、提油和混料制浆工序。餐厨垃圾
（包括废弃食用油脂）被收集后经密闭的餐厨垃圾运输车运送处置厂区内，后将混合收集的餐厨垃圾中的杂质选出后进行卫生填
埋处置，将餐厨废弃物中的油脂回收再利用。经过分选、破碎后的餐厨废弃物，进入混料制浆系统，通过添加麸皮、EM菌（有益
微生物）后，物理参数满足：水份含量约75%，粉碎粒度≤5mm，添加EM菌（有益微生物）比例2.5%，可达到黑水虻饲养要求。该
预处理工艺的特点是对垃圾中的各种成分分得较细，每种物料分得精度较高，并在预处理阶段实现了垃圾处理的资源化利用。

.

P

附图1.3 | 餐厨废弃物预处理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2021年4月 | 39

中国餐厨垃圾处置技术介绍

（2）黑水虻生物处理系统
如附图1.4所示，黑水虻生物处理系统包括餐厨浆料的输送与布料、黑水虻幼虫接种、餐厨浆料的输送与补料、黑水虻
幼虫收获、筛分、烘干（1.2t/天）和自动称量打包等工序。餐厨垃圾经黑水虻生物处理系统进行生物转化后所得的虫体和
虫粪均可作为资源物质利用，整个系统无污水排出，养殖区、筛分区和烘干区均为密闭车间，车间采用负压集气，尽量减
少臭气溢出。黑水虻饲养周期约为 12天，其中育雏期 5天，餐厨废弃物生物处置期 7天。

预处理浆料

黑水虻有虫孵化

废弃、噪声

黑水虻生物处理系统

鲜虫烘干
筛分

干虫检测合格后包装外售

干虫检测合格后包装外售

附图1.4 | 黑水虻生物处理系统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3. 餐厨垃圾厌氧消化-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芜湖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利用项目
该案例中的数据与工艺流程皆来源于《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利用项目 环
境影响报告书（公示稿）》104。
•
•
•
•

工艺：中温两相厌氧消化技术（使用全混式厌氧消化反应器（CSTR））
投资总额：投资总额为 11617.6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89万元，占总投资的 5.93%

•

产品方案：

处理产能：餐厨垃圾200吨/天
垃圾来源：芜湖市内的酒店、饭店、火锅店、餐饮摊点、食品生产小作坊、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食堂和工地食
堂等餐饮部门所产生的餐厨垃圾

ο 沼气：产量12630立方米/天，提纯后作为车用燃气销售
ο 工业粗油脂：产量4吨/天，作为化工原料出售给周边化工厂
该项目主要采用中温两相厌氧消化技术处理餐厨垃圾，其特点为消化速度快、反应时间短、产气率稍高、处理负荷
高、反应容积小、有机废物讲解和病原菌杀灭率高。并且两相厌氧发酵中将酸化段和产甲烷段分开，对产甲烷段形成了一
个良好的缓冲体系，确保产甲烷阶段的顺利进行且显著地提高了产气速率。如附图1.5的工艺流程所示，整个餐厨垃圾处理
工艺包括了计量系统、预处理系统、厌氧消化系统、固液分离系统、沼液处理系统、沼气处理系统以及臭气处理系统。
（1）餐厨垃圾的预处理
该项目中的餐厨废物处理系统主要包括对餐厨垃圾进行破碎、分选和除油，为后续的厌氧发酵做准备。在卸料除杂单
元，餐厨垃圾中的游离水被沥出，减少杂物中的液态有机物含量并降低餐厨废弃物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三相分离机将餐
厨垃圾分成三个物料：固相、水相和油相。在餐厨垃圾预处理环节中分离出来的粗油脂被直接出售给周边化工厂作为化
工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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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5 | 餐厨垃圾厌氧消化工艺流程图

（2）厌氧发酵系统
由于经过预处理后的餐厨垃圾有机物浆料的含油量较
少，在该厌氧发酵系统的设计中不考虑对油脂的处理。
CSTR是该沼气工程的核心设备，附图1.6为某垃圾处理厂的
中温CSTR反应器实物图。
（3）沼气利用
该工程的餐厨垃圾经过厌氧消化后，每天生产沼气约
为12630m 3，该沼气经过脱硫预处理后，首先作为锅炉燃
料（约3420m 3），产生的蒸汽供工艺过程使用，其余沼气
（约9210 m 3 ）再经过提纯脱除其中的二氧化碳后，达到
《车用压缩天然气》（GB18047-2000）精制天然气的要求后
作为车用燃气。另外，当沼气提纯系统和锅炉系统无法完
全接收产生的沼气时，富余的沼气会被送至火炬燃烧。

附图1.6 | 某垃圾处理厂的中温CSTR反应器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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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餐厨垃圾高温好氧发酵–天台县餐厨（厨余）垃圾处理场项目
该案例中的数据与工艺流程皆来源于《天台县餐厨（厨余）垃圾处理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稿）》111。
•
•
•
•
•

工艺：好氧发酵工艺制备生化腐殖质(土壤调理剂，作为有机肥原料)
投资总额：投资总额为 257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87万元，占总投资的 22.5%
处理产能：餐厨垃圾50吨/天
垃圾来源：天台城区范围内餐饮、部分居民餐厨垃圾及农贸市场生鲜垃圾
产品方案：
ο 生化腐殖质（土壤调理剂，含水率37.5%）：9.7吨/天，作为有机肥原料外售
ο 粗油脂：产量1吨/天，作为生物柴油原料外售

同济大学何品晶教授（CJJ52-2014 制订的首席科学家）提出，好氧堆肥工艺，最理想的规模为日处理量 100 吨以下。
好氧堆肥工艺对于大中型城市可能并不合适，比较适合于一般规模的县级城市或较大型集镇，且产生的堆肥容易找到接收
方，而且选址也相对容易。高温好氧堆肥工艺成熟，可靠性高，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占地和投资相对适中，产
品附加值高，厂区资源化利用率高，针对好氧发酵存在的臭气问题，通过强化 除臭的工程手段来克服。附图1.7示例了该高
温好氧消化项目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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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7 | 天台县餐厨（厨余）垃圾处理场高温好氧消化项目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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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餐厨垃圾微生物高温好氧发酵-黄山市徽州区餐厨垃圾收运及资源化处理项目
该案例中的数据与工艺流程皆来源于《黄山市徽州区餐厨垃圾收运及资源化处理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109。
•
•
•
•
•

工艺：预处理（卸料分拣+破碎+脱水）+微生物好氧发酵
投资总额：投资总额为 402.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9万元，占总投资的 14.65%
处理产能：餐厨垃圾3吨/天
垃圾来源：徽州区主城区餐饮企业、企事业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等
产品方案：
ο 粗油脂：2.25吨/天，外售给有机肥深加工企业，由相关单位定期回收
ο 粗油脂：产量1吨/天，作为生物柴油原料外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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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8 | 黄山市徽州区餐厨垃圾收运及资源化处理项目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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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采取采用结合动态高温好氧发酵工艺与微生物处理技术优点于一体的微生物动态高温好氧生物发酵工艺，采用
成套化机械处理，产品经由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后可进行土地利用，达到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目的。该工艺
具有以下优点：
•
•
•

工艺成熟、技术先进，可实施性好，新型生物发酵反应器设备标准化、小型化、机械化、智能化、快速化程度高；
占地规模小、处理时间短，无需繁杂分拣，工程投资较少、处理工艺简单、能耗低、运营成本较低；与徽州区餐
厨垃圾需求的处理规模相适应，实际操作性强；
本项目采用有机垃圾就地处理设备，以餐厨垃圾为处理对象，采用微生物好氧发酵处理工艺集成分选、脱水、破
碎、连续式微生物发酵及生物除臭等多项功能，利用适用于国内餐厨垃圾等物料特性的微生物菌剂，该菌剂集成
脂肪类、碳水化合物类、蛋白质类优势菌群，促使微生物作用于垃圾中的有机物，最终将餐厨垃圾分解成有机肥
料、水和二氧化碳。附图1.8描述了该项目的餐厨垃圾工艺流程。

本项目的高温好氧发酵仓核心工艺为PF（Plug Flow，推流式固体床反应器）生物好氧发酵系统，也称连续式生物发酵
仓，该发酵系统中使用了研发的高效微生物菌种，集成脂肪类、碳水化合物类、蛋白质类优势菌群。复杂有机物在有氧条
件下，被微生物菌群逐步降解为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进一步降解为小分子单糖，并最终降解为小分子有机物、二
氧化碳、水分等。发酵产物满足农业有机肥料标准（NY525-2012），产物初制有机肥经筛分、配料搅拌、称重等深加工，
可形成精品有机肥用于农业种植。
本项目好氧发酵一次发酵，无需添加辅料，经过 4~8 天发酵即可出料。 高温好氧发酵仓出料经由出料装置排出，含水
率小于20%。发酵产物满足《有机肥料》（NY525-2012）中相关指标要求，蛔虫卵死亡率和粪大肠菌群数指标满足《生物有
机肥执行标准》（NY884-2012）中指标要求，其发酵产物经筛分、配料搅拌、称重等深加工，可形成精品有机肥用于农业
种植。经过微生物好氧充分发酵后，有机质大部分被分解，含水率也低于 20%，故出料时的恶臭气体已经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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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中处置餐厨垃圾先进技术案例摘选
2.1 成都市中心城区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一期）83,123,124
•
•

案例技术：城镇有机废弃物生物强化腐殖化技术（生化处理技术）
技术路线：利用微生物分解有机物放热及外源加热方式使有机废弃物物料达到70℃以上并维持12h。其中，物料温度
为35℃～45℃时接种抗酸化复合微生物菌剂（乳酸菌、芽孢杆菌等），达到高温期（>55℃）时接种康氏木霉、白腐
菌等，高温后期接种纤维素降解菌。处理过程中动态返混富含有益微生物的发酵物料，实现接种菌剂与土著微生物
协同共生，同时醌基物质不断富集，加速小分子物质的定向腐殖化，产品可用于土壤改良。

•
•
•
•
•

技术特点：定向腐殖化，养分利用率高，转化速度快，有机质利用率高。
总投资：10943万元
总建筑面积：20897平方米
处理能力：200吨/天
运行成本：外购原材料2523.25万元/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1620.98万元/年，工资及福利218.76万元/年，维修费
212.62万元，年运行费用5074.54万元（含年折旧551.06万元）。

•

产品：生物腐殖酸4万吨/年

2.2 常州市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置一期工程项目83,125,126
•
•

案例技术：餐厨垃圾高效单相厌氧资源化处理技术
技术路线：将餐厨垃圾经自动分选出的有机物浆化后进行加热和搅拌，分离回收废油脂并去除砂砾和浮渣等惰性
物，剩余的混合物厌氧消化产沼。产生的沼气经收集、净化、储存可进入沼气锅炉或沼气发电系统，产生的沼液进
入后续污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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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特点：大物质分选采用正反转自感应识别控制技术，解决了粗大物堵卡和纤维缠绕等问题；采用外部强制循
环、内部同心相错封闭环形布水的厌氧反应器，消除了传统厌氧反应器物料短路的缺陷。

•
•
•
•

总投资：17332.94万元
占地面积：23308平方米
处理能力：餐厨垃圾200吨/天，地沟油20吨/天
运行成本：处置场运行成本162.14元/吨，其中，物耗37.04元/吨，能耗36.21元/吨，人员工资74.66元/吨，设备折旧
0.58元/吨，维修管理13.65元/吨。收运成本130.25元/吨。

•

产品：热电联产系统产生蒸汽和电量，蒸汽全部由项目自身消耗，电力除满足项目自身需要外发电上网销售。自动
分选得到的金属和塑料，回收产品量很小，不适宜于进一步深加工，直接出售给专业资源化产品回收企业。生物柴
油作为环氧增塑剂生产原料外售。

2.3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罗湖区餐厨垃圾处理厂项目83,127,128
•
•

案例技术：餐厨垃圾两相厌氧消化处理技术
技术路线：将餐厨垃圾经破碎、去除轻物质和重物质、油脂提取等预处理后，进入水解酸化、中温厌氧产沼两个独
立系统组成的湿式两相连续厌氧消化系统，产生的沼气通过预处理净化后进行发电、供热或制取压缩天然气等。沼
渣无害化处理利用，沼液并入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

•

技术特点：水解酸化和厌氧产沼两相分离，避免了餐厨垃圾产酸过快、系统不稳定问题；采用特殊的搅拌器和罐体
设计，防止罐内浮渣和积砂堆积，确保10年不清罐。

•
•
•
•

总投资：9090.88万元
占地面积：11974.39平方米
处理能力：餐厨垃圾200t/天，其他有机垃圾100t/天
产品：年生产沼气约831.47万Nm3，如果将这些沼气全部用于发电，年生产电能1662.94万kWh（1Nm3沼气可发电
2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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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西宁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厂83,129
•
•

案例技术：基于亚临界水解的餐厨垃圾厌氧消化技术
技术路线：将餐厨垃圾脱水后的固形物进行破碎分选去除杂质后送入亚临界装置，在160℃～180℃、0.9MPa（表
压）条件下进行液化水解，生成的高浓度有机废液进行固液分离和油水分离，固液分离所得固体部分与脱脂液混合
进入厌氧消化系统生产沼气、部分用于生产饲料，沼液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排放。

•

技术特点：将亚临界技术应用于餐厨垃圾预处理，油脂
回收效率和厌氧产沼率提高。

•
•
•
•

总投资：10000万元
占地面积：6660平方米
处理能力：餐厨垃圾200t/天
运行成本：外购原材料52.74万元，燃料动力费（不含收
运）181.69万元，工资及福利费（不含收运）143.64万
元，日常修理费120万元，单位处理量成本（直接处理
成本）68.23元/吨。
产品：亚临界系统、饲料化生产装置的用热全部采
用厌氧消化产生的生物沼气作为燃料，沼气利用量为
6000m3/d（非采暖季）~7000m3/d（采暖季），基本实
现了燃料的自给自足，降低了处理厂的运行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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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分散式社区堆肥案例
案例一：香港屋苑厨余循环再造项目130
香港环境及自然保育金金于2011年在香港推出一项名为“屋苑厨余循环再造项目”的资助计划。参与该项目的屋苑会
得到进行社区就地堆肥的资助，用于安装现场厨余堆肥设备以及支付相关雇佣人员、电力和必需品费用等。于2011年至
2018年，该资助计划总共批准了35个住宅区的参与，其中有32个小区在2018年之前已经完成了或开始了小区内就地堆肥的
项目。根据香港环境管理部的介绍与统计：
1. 所有参与该就地堆肥项目的住宅区采用的是电动厨余堆肥设备（如附图3.1所示），每个设备的处理能力约为50至
100千克/天。
2. 根据不同的小区种类，厨余垃圾收集的方法也会不同。独立联排别墅的小区通过主要运营者去每户住户处收集厨余
垃圾。大多数多层建筑小区则通过集中收集的方式收集厨余，由住户将餐厨垃圾装入密封的容器内后提交至垃圾收集处。
3. 在运行电动厨余堆肥设备时，物业应当保证以下几点：
•
•
•
•

在堆肥处有足够的通风换气；
在堆肥设备运作时，通风设备应当全时开启；
堆肥处通风的排气口应当远离居民、楼房、路上的行人以及主门；
定期清理过滤器的网屏；

•
•

堆肥废水的下水处应当连接到市政污水道；
另外由于餐厨垃圾的含水量会影响厨余堆肥设备的运行性能，物业应当对收集到的餐厨垃圾进行排水的预处理。

4. 从2017年9月至2019年2月，主动参与至小区就地厨余堆肥的居民率从平均39%逐步上升至66%，总共收集2034吨家
庭厨余垃圾，其中有1645吨（占总量的81%）在小区内就地堆肥处置。
5. 从2017年9月至2019年2月，总共生产了234吨堆肥，经过测定，其虽然不满足农用标准，但是重金属及病原体含量
等均满足非农用肥料的安全标准。这些堆肥主要被运用于小区内部的绿化养殖、分给住户用于园艺以及捐赠给非盈利组
织等。
6.该就地堆肥项目的主要运营问题为就地堆肥产生的臭
气问题，但是总体而言该堆肥项目的运营比较顺利且可以
让居民接受。对于偶尔几个产生臭气问题的住宅区，物业
则通过在堆肥处安装活性炭/生物过滤器来解决该问题。

案例二：深圳龙城高级中学综合环境工程131
深圳龙城高级中学的住校人员约3900人，有机固废
（餐厨垃圾、粪渣、绿化垃圾等）的总产生量约3吨/天。

附图3.1 | 电动厨余堆肥设备及其所产堆肥

如附图3.2和工艺流程附图3.3所示，校园内安装了太阳能
中温严氧反应装置用于处置校内有机固废，并且还设置了
常温严氧消化和好氧深度处理设施等用于联合处置生活污
水。通过这些处置设施，校内产生的有机固废以及生活污
水可基本被就地完成处置。该处置项目中产生的沼气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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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取代部分食堂用的天然气，产生的中水被用于小区内的绿化景观以及厕所冲水，有机垃圾厌氧处置后生成的沼渣则被作
为有机肥用于校内的绿化种植。因此，该分布式就地处置项目成功地将校内包含餐厨垃圾在内的有机垃圾以及生活污水转
化为了清洁能源、有机肥料以及中水，并有效地就地进行了循环利用。

附图3.2 | 深圳龙城高级中学综合环境工程

生活污水

常温厌氧消化

沼气

有机固废

中恒温厌氧消化

好氧深度处理

净化

储存

固液分离

冲水

消毒

绿化、景观
用水和冲厕

食堂炊事能源

有机肥料

有机肥料

绿化用肥

附图3.3 | 工艺流程图

案例三：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理132
2012年，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开始实施“4+2”有机垃圾处理模式，意为农户、保洁员、家庭农场以及村（居）委会
为4方责任主体，采取2种有机垃圾处理方式：一种是在农村使用堆肥池进行分散式自然堆肥 ，第二种是在镇上建成堆肥基
地对集镇居民区和农贸市场产生的湿垃圾进行集中堆肥。
叶榭镇在每个村的农村垃圾房旁统一配套建设了9.6立方米的封闭式堆肥池（见附图3.4），由村级保洁员每天从村民家
收集有机垃圾并进行辅助精分拣，随后将有机垃圾投入堆肥池进行半年的发酵后还田施肥。于2012年至2015年，全镇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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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式积肥池69个，简易移动式积肥池42个，在村里自然
堆肥的产品交由家庭农场主用于粮田、蔬菜基地和苗木基
地的施肥，基本实现了全镇农村的有机垃圾“不出村”的
自循环利用。2013年，叶榭镇13个村，共有2100多吨有机
肥肥料被还田至800多亩天地中，并且通过简易的对比实验
显示有机肥的效果明显，在同样栽培条件下，增施每亩500
公斤有机肥可增产8.6%～9.4%。
于2013年开始，松江区开始大范围推广叶榭镇有机垃
圾处理模式，即在农村实施分散式就地堆肥，在镇中建设
有机垃圾生化处理站对集镇居民区和市场的有机垃圾进行
集中式堆肥。至2015年为止，在全区农村建设了255个小型
堆肥池进行分散式就地堆肥，全区湿垃圾日处置量由以往
的40多吨提升到300多吨。

附图3.4 | 农村堆肥池

随着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的增强以及湿垃圾体量的不
断增加，之前的有机垃圾自然堆肥模式已无法满足叶榭镇
的湿垃圾处置需求。因此近期叶榭镇以井凌桥村为试点区，引进了“厌氧发酵池”（如图3.5所示）。相较于之前的自然发
酵堆肥模式，厌氧发酵池的处理速度有显著地提升，在将湿垃圾投入发酵池内后，可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沼液和沼气。沼
气可被作为能源补充提供给周边村民，而沼液则用于村里的农业生产133,134。

附图3.5 | 厌氧发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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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西班牙蓬特维德拉省的“新生”计划89,135
西班牙蓬特维德拉省于2015年起实施了推进有机垃圾堆肥的“新生（revitaliza）”计划，该计划为在蓬特维德拉省区
域建设分散式堆肥系统，以减少被送去焚烧和填埋的有机垃圾，及建立可以直接有益于当地社区的高性价比的环保体系。
根据地区的人口密度，该计划提出三种分散式堆肥模式：
1.
2.
3.

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100人的地区：家庭就地堆肥
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100～1000人的地区：家庭就地堆肥+社区就地堆肥
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1000人的地区: 家庭就地堆肥+社区就地堆肥+分散式小型堆肥设施

根据就近处理的目的，优先采用家庭堆肥和社区就地堆肥，若某地区因为技术或者运营问题而无法采用家庭堆肥和社
区堆肥时，则会采用分散式小型堆肥设施。
家庭就地堆肥：对于有空间进行家庭堆肥的居民，省议事厅会向每户家庭分发容积为300升的堆肥箱（见附图3.6）。
由帮助推行堆肥的协会负责帮助进行堆肥的初期培训，并且会访问每个家庭以测量堆肥过程中的温度、湿度控制、填充的
程度以及帮忙解决发生的意外等。另外，协会也会通过电话和邮件等形式来跟进每户家庭的堆肥情况，最后的堆肥产品则
由家庭自用。

附图3.6 | （A）盖子上有通风装置的堆肥箱（B）进行堆肥中的有机垃圾
（C）被覆盖在堆肥箱上层的新有机垃圾，以及放置在堆肥箱内的测温仪

社区就地堆肥：在每个居住小区/社区内部、食品店/市场/餐馆/旅馆等小型有机垃圾生产方附近建立社区堆肥中心。如
附图3.7所示，每个社区堆肥中心由3～10个1立方米的堆肥箱模块组成，每个单元模块可以为20户家庭进行堆肥。每个社区
堆肥中心与其服务的家庭的距离均小于150米。为了督促居民以及监测堆肥，省议事厅招收及培训了堆肥师来协助社区堆
肥。该社区堆肥由三个步骤组成：
1) 置入新产出的有机垃圾（如附图3.8（A）所示）：居民将有机垃圾置入第一个堆肥箱模块中，经过堆肥将物料搅拌
后进行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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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堆肥物料进行均质化：大约4周后，第一个堆肥箱模块将会被堆肥物料填满，堆肥师需将其中的物料转移至第二
个堆肥箱模块中，以混合及均质化堆肥物料。
3) 进行腐熟：堆肥师将第二个堆肥箱模块中的物料转移至第三个堆肥箱模块中，堆肥物料将在此处进行腐熟。腐熟
结束后，堆肥师将堆肥产品作为肥料或者有机改良剂分发给参与堆肥的市民或员工，或用于社区花园中。
在整个社区堆肥的过程中，堆肥师负责实施、监测和控制堆肥的过程，如记录堆肥温度、解决意外情况等等。为了更
有笑地管理堆肥并收集数据，该项目开发了专用的监测APP对社区堆肥进行管理（如附图3.9所示）。

附图3.7 | （A） 由6个堆肥箱模块组成的社区堆肥中心（B） 正在进行堆肥过程中的每个堆肥模块中的内容物细节

附图3.8 | （A） 将新产生的有机垃圾置入第一个堆肥箱模块中 （B） 转移堆肥模块中的物料转移至下一个堆肥箱中进行
均质化或者腐熟 （C） 进行堆肥产品筛选 （D） 堆肥产品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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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9 | 帮助堆肥师进行堆肥监测及数据记录的APP

分散式小型堆肥设施：对于那些高人口密度、就地堆肥可能不能完全处置该地有机垃圾的情况，会在靠近垃圾生产源
（距离<45千米）的地点建造小型（处置量<2000吨/年）分散式堆肥设施，并将居民们生产的有机垃圾收集并运输至该设
施进行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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