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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的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餐厨垃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日益突出。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
用与无害化处理富有市场潜力，愈来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各国均致力于新的垃圾处理方法的研究。惯用
的焚烧、填埋、喂养畜禽等处理手段显然已经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对其进行饲料化处理、好氧堆肥以及厌氧制沼制
氢等技术也正有取代之势。本文阐述了国内外餐厨垃圾的现状、处理所采用的技术，以及在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所
遇到的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餐厨垃圾处理技术和处理措施，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餐厨垃圾处
理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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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of Kitchen Waste and Its Treatment Measure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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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c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 range of problems caused by
food wast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harmless treatment of kitchen waste have huge
market potential, which draw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all countries are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of new waste disposal methods. The commonly used incineration, landfill, feeding livestock, poultry and
other means of treatment are clearly not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needs; feed treatment, aerobic composting and anaerobic
hydrogen production are substitutions for the common ones. In this paper, the status quo and disposal technologies of
kitchen waste were described,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disposal process were also discussed. Treatment
measures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which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by learning from foreign
kitchen waste disposal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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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全球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餐厨垃圾的排放量日益增大。大量的餐厨
垃圾一方面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另一方面造成了巨
大的浪费，给各国带来很大的困扰。这些含有丰富
生物质的餐厨垃圾如果能进一步资源化利用，既有
利于环境保护，也可增加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程度，符合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针

对餐厨垃圾的处理，发达国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就已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尝试，目前已经形成
一定的处理规模。例如德国已经率先建立一套先进
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并形成一条从垃圾收集到最终
资源化利用的完整的循环产业链条。据统计，德国每
年由餐厨垃圾制成的肥料约有 500 万 t[1]。我国对餐
厨垃圾的处理问题直到近几年才引起广泛关注，据报
道，2015 我国城市垃圾产生量达 1.86 亿 t，其中餐厨
垃圾占 37% ~ 62%，可见其已成为影响城市健康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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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不可忽视的顽疾之一[2]。惯用的填埋、焚烧、
喂养畜禽等方法虽然见效快，但都存在较大的弊端，
同时资源的利用率较低。所以使用更清洁绿色、高
效循环的餐厨垃圾处理方法成为当前各国不断探寻
和开发的重要目标。

1 国内外餐厨垃圾现状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道，全球每年大约产生
16 × 108 t 的食物废物[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
损失浪费总量相差不大[4]，其不同点在于发达国家
的损失是在食用过程中丢掉食品尚可食用的部分，
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技术落后等原因，食物主要在
生产、加工、运输以及储藏等环节损失或流失[4-5]。
可见，餐厨垃圾的管理和处理已经是一个世界范围
内的问题。美国、日本、韩国及欧盟等对餐厨垃圾
的资源化处理已经形成较为完整和成熟的产业链
条，而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近几年的大力发
展也初见成效。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活
方式与习惯的差异以及各自国情的不同，对餐厨垃
圾的处理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以下简要介绍
几个国家餐厨垃圾的现状及其处理方式。

1.1

中

国

据统计，2015 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存量超过
10 亿 t，年新增垃圾 1.86 亿 t，处置量约为 1.81 亿 t，
处置率达 97.3%[6]。截至 2015 年已有 890 座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厂投产，其中填埋厂占 72%、焚烧厂
占 24.7%，而堆肥及其他类型的处理厂仅占 3.3%[7]。
使用填埋和焚烧虽然在短时间内对缓解城市压力效
果比较明显，但填埋造成的地下水污染以及焚烧产
生的有害气体及粉尘同样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危害。
与此同时，生活垃圾中大量的餐厨垃圾也并没有得
到充分的利用，资源浪费严重。“十二五”以来，
国家更加重视无害化处理设施的新建和收转运建
设，致力于推动有机垃圾无害资源化处理市场的逐
步发展，垃圾处理企业也渐成规模。另外，《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力争将垃圾回收利
用率提高到 35%以上。2015 年我国出台《农村沼气
建设国债项目管理办法》对于解决沼气工程建设资
金短缺、引导农村推广应用沼气技术发挥了积极作
用，如今餐厨垃圾被认为是最具开发潜力的、永不
枯竭的“城市矿藏”[8]。尽管现阶段我国餐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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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处理体系还不完善，但随着各级政府部门的
重视程度加大以及各项优惠政策的引导，相关的措
施和办法正在逐步实施。截至 2015 年 9 月，全国已
建、在建、筹建的餐厨废弃物处理厂 118 座，其中
已投产 43 座、在建 35 座、筹建中 40 座，与“十二
五”初相比，新增日处理能力约 1 万 t，可见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进度明显加快[9]
我国餐厨垃圾具有高有机物含量（有机物含量
约占干物质质量的 80%以上）、高含水率（80% ~
90%）、高油、高盐分等特点。据报道，如果将我
国一年的餐厨垃圾全部利用则相当于节约 3000 万
亩玉米的产出量和 600 万 t 生物柴油，可见其资源
化特征十分明显[6]。目前对餐厨垃圾的处理有四种
主流的工艺路线：生产饲料、好氧堆肥、厌氧消化
和制备生物柴油。其中，厌氧消化是在无氧条件下
利用微生物自身代谢作用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为小
分子的有机物和无机物的过程，也是目前应用和研
究较多的技术，预计也是未来餐厨垃圾处理的主流
技术[10]。尽管如此，仍然需要开发新型综合的处理
技术来提高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循环利用程度。

1.2

英

国

英国是最早推行城市化的国家，6000 万左右
人口中有 90%居住于城市，显然餐厨垃圾如何处理
也是英国不可忽视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摸索，英
国在餐厨垃圾的源头处理、规范分类、政企结合等
方面早已走在了前列。据 2015 年英国垃圾资源行
动 纲 要 （ Waste and Resources Action Program,
WRAP）资料显示，英国每年约产生 1500 万 t 餐厨
垃圾（234 kg·人·年），如今每年通过对餐厨垃圾
进行厌氧消化和好氧堆肥处理减排二氧化碳 2000
万 t，同时英国计划到 2025 年将餐厨垃圾循环利用
提高到 70%，这一举措对英国餐厨垃圾应用处理具
有重要的意义 [11]。另外，在英国，垃圾需要被规范
分类，政府统一规定每个家庭的垃圾箱分类及设备
颜色，将政府、垃圾处理运营商、垃圾收集运营商
和相关商业群体协调起来，实行“餐厨垃圾循环利
用行动计划”。英国的这种源头式餐厨垃圾处理模
式值得我国家庭、餐饮企业学习。近年来，英国建
立了全球首个全封闭式餐厨垃圾发电厂，在餐厨垃
圾处理方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该厂平均每天处理
12 万 t 垃圾，可供应数万家庭的日常用电，这一技
术也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热切关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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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

能

国

美国的餐厨垃圾平均每年只有 3000 万 t 左右，但
从 1927 年开始推广使用垃圾处理机，安装率位列全
球之首，超过 95%的美国城市允许使用餐厨垃圾处理
机且超过 50%的美国家庭安装了餐厨垃圾处理机[12]。
美国对于餐厨垃圾的处理模式主要是采用粉碎机将
餐厨垃圾粉碎后排入下水道，油脂则主要送到工厂
加以利用。之后在政府的鼓励下又逐步发展了经加
工处理后作为饲料、土壤改良剂、堆肥以及用于生
产生物柴油和沼气等处理技术，对于难以利用的成
分再进行填埋或焚烧。美国各州对餐厨垃圾的处理
政策和方式各有差异，很多州都因地制宜建立了自
己等级化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按照优先顺序分为
源头减量、食物捐赠、喂食动物、工业应用、堆肥、
焚烧或填埋 6 个等级分别进行处理[13]，这种因地制
宜的处理方式值得我国学习。目前堆肥方式处理餐
厨垃圾在美国家庭中也比较普遍，以 CSI 堆肥、密封
式堆肥为主要技术的餐厨垃圾处理方式成为主流。
但当前在美国利用餐厨垃圾制沼气技术尚不普遍，
可能在以后寻找新的替代能源时会得到普遍推广。

1.4

德

国

德国是一个非常注重生态平衡的国家，其工
业技术在全球也是首屈一指。虽然整个德国的生
物垃圾量全年仅有 700 万 t 左右，却是最早开展垃
圾分类收集的国家，德国具有上百家不同的垃圾
处理公司，不同的公司负责不同地区的垃圾收集
和处理。公司具有各自独立的人员、设备及管理
制度，对包括餐厨垃圾在内的生活垃圾进行回收。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就开始使用厌氧技术处理餐厨
垃圾，到 90 年代厌氧技术的工程开始在德国及欧洲
大规模推广使用。如今德国餐厨垃圾主要采用堆肥
处理和厌氧处理方式，每年收集 880 万 t 有机固体
废弃物，其中 83%经堆肥处理、17%经厌氧处理[14]。
据德国沼气协会数据，截至 2015 年，德国境内总共
有近 9000 个沼气工程运行使用，占欧洲全部沼气
工程的 80%以上，沼气发电装机 4018 MW，可为
约 800 万家庭提供用电，目前沼气发电量已经占到
全国用电量的 4.5%以上[15]。按德国政府计划，到
2020 年，新能源发电将占德国全年总发电量的 43%，
进而替代核能在能源供应体系中的位置。借鉴德国
沼气产业发展的经验，我国应重视对沼气利用等后
端产品的补贴，视全国各地资源和环境特点因地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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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推动沼气产业市场化进程。

2 目前餐厨垃圾主要处理技术
餐厨垃圾同时具有资源与废物的两种特性，其中
存在的大量易腐有机物属于资源型废物，易降解[16]，
其资源化可通过饲料化、好氧堆肥化、厌氧能源化
（包括生物发酵制氢、厌氧消化产甲烷、提取生物降
解塑料技术、生物柴油技术）等方式实现[17]。其中，
厌氧能源化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能源再生和
社会经济效益最有希望的方法之一。

2.1

饲料化处理技术
饲料化处理技术主要采用生物转化手段将餐饮

垃圾经过生物转化、烘干处理、杀毒灭菌、除去盐
分等，最终生成蛋白饲料添加剂等可利用物质[18]。餐
厨垃圾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可做成鸡、猪或宠物的饲
料，其蛋白质含量可达 20% ~ 30%[19]。值得关注的是，
餐厨垃圾饲料化过程中病原菌杀灭率应大于
99.99%，以避免产生同源性动物饲料[20]。目前国内
外餐厨垃圾资源化技术很多，其中饲料化处理技术是
应用最广泛的一种[21]。但现有技术还不够成熟导致产
品存在一定的缺陷，由饲料发生同源性污染而引发的
疯牛病等疾病时有发生[22]。餐厨垃圾的饲料化处理工
艺路线需要我们更深入的研究，严格遵守《动物源性
饲料产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制定相关饲料法规加
强管理，在饲料生产、畜禽养殖、环境保护、饲养管
理、疫病防治、贮藏运输、包装销售等各个环节严格
把关，保障国内饲料工业的健康发展[23]。

2.2

好氧堆肥处理技术
好氧堆肥处理技术是在有氧条件下，利用好氧

菌对废物进行吸收氧化和分解的生命代谢活动[24]，
是一种将传统好氧堆肥技术与外加生物菌种强化作
用结合起来的堆肥技术[25]。好氧堆肥处理技术成熟、
安全可靠、成本低廉、且可最终转化为有机复合肥
料和土壤改良剂，应用前景广泛[26]。但该法占地面
积大且周期长，易产生臭气和污水对环境造成污染，
采用此技术时需谨慎。

2.3

厌氧能源化处理技术

餐厨垃圾厌氧能源化是指在缺氧条件下，通过
厌氧微生物的代谢活动把复杂的有机物迅速降解为
沼气和无机物的方法[27-28]。此法处理效率高、可产
生高效有机肥，同时可实现沼气的能源化利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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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餐厨垃圾在经固液分离后，按固相和液
相分别进行处理。而固相部分在经挤压过滤、油脂
分离等预处理操作后，才进入最后的厌氧发酵阶段
将有机物进一步转换为甲烷、二氧化碳[29]，并生成
中间产物氢气[30]。餐厨垃圾厌氧产甲烷是一种很有
潜质的环保新技术，以餐厨垃圾为原料获取各种有
效能源将会成为未来国内外餐厨垃圾处理利用的主
要方向，通过厌氧能源化产沼气处理餐厨垃圾是未
来研究的关键。纵观国内外餐厨垃圾处理现状及技
术，国外多以堆肥处理为主，资源化利用率不高。
但欧洲各国的厌氧能源化处理技术相对成熟，值得
我国借鉴学习。
餐厨垃圾
固液分离
液 相

固 相

油水分离

挤压过滤

油
脂

污 水

油脂分离
厌氧发酵

污水
治理

生物
柴油

沼气
氢气

堆肥
填埋

图 1 餐厨垃圾综合处理流程图
Fig. 1 Flow chart of kitchen wast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3 餐厨垃圾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餐厨垃圾属于高含水率和高有机质的资源型废
物，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处理，不仅对环境产生诸多
不良影响，同时其引起的地下水污染也对人类的身
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虽然各国致力于餐厨垃圾处
理已经获得很大进步，但在餐厨垃圾的处理中仍旧
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3.1

餐厨垃圾处理困难

难存留，易腐败；难收集，易堵塞；难清理，
易散味；难转运，易生虫；这些都是餐厨垃圾难以
处理的重要特点[31]。每天如此大量的食物垃圾如果
没有高效的转运处理系统势必会形成堆积，造成进
一步的污染。可见，餐厨垃圾的处理必须从源头入
手，不仅要源头上的减量化，更要在源头实现分类
处理，所以如何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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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的探索。当然，仅做好分类是远远不够的，
建立以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为系统的环环相扣的高效顺畅的垃圾处理系统才能
有效地解决垃圾处理难的问题[32]。另外由于我国餐
厨垃圾处理行业起步较晚，掌握成熟餐厨垃圾处理
技术的企业较少，加上项目建设和运营成本等各方
面问题，导致餐厨垃圾的规范解决体系仍需进一步
完善。

3.2

餐厨垃圾处理中的技术问题

目前餐厨垃圾的处理路径主要有：（1）用作
动物饲料 [33]，即传统的喂猪；（2）好氧堆肥 [34]，
或经深加工为土壤腐植酸；（3）厌氧消化 [35]，产
生沼气后供电供气，残渣经无害化处理后制作有机
复合肥料；（4）进行油脂分离，生产生物柴油 [36]；
（5）进行焚烧或填埋等处理[37]。其中用作动物饲料、
焚烧、填埋虽然是最直接的处理方式，但其弊端也
是十分明显，虽然当前这几种方式仍旧是垃圾处理
的主要手段，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些处理方法不仅使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被浪费，而且并不绿色环保。好
氧堆肥、厌氧消化产沼气以及油脂分离制生物柴油
是当前各个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38]，然而在此过程
中也有一些技术瓶颈需要突破，比如堆肥需要的场
地大，周期长，灭菌难等；厌氧消化的处理效率不
高，工业化难度大等；制备生物柴油的原料预处理
成本高等[39]。可见在对餐厨垃圾的处理道路上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4 餐厨垃圾处理对策思考
处理餐厨垃圾工程浩大，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故应本着综合利用、规模发展、多种模式、重视效益
的方向转型升级[40]。通过建立完善的分类、运输、集
中处理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政策，融合生态、科
研、公司、基地、居民为一体的餐厨垃圾处理产业
链，大力推进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模式。

4.1

加强监管

餐厨垃圾处理行业属于新兴产业，大多由政府
招标并监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与其说餐厨垃圾处
理是环保问题，不如说是产业链和利益链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也不断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先进
处理设备，在利用和开发餐厨垃圾获取新能源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生物质固体燃料标准体
系[41]。由于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与国外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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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我国餐厨垃圾含油量及含盐量较高，处理成
本相对较高，堆肥效率及厌氧产沼气效率相对较低，
故我国在餐厨垃圾处理方面，要从源头抓起，将餐
厨垃圾在家庭环节就分类回收，使餐厨垃圾的资源
化管理与合理化利用相结合；利用果蔬种植业消纳
餐厨垃圾厌氧消化过程中产生的沼液、沼渣，实现
餐厨垃圾的完全利用和生态循环[42]。此外，政府要
强化监管力度，引导家庭、餐饮单位做好源头分类、
构建智能化收运系统。

4.2

5 结

语

餐厨垃圾的资源化与无害化处理具有很大的价
值，国外在餐厨垃圾处理上的许多技术早已走在前
列，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对餐厨垃圾处理
和利用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加大。当前人们越来越重
视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理念，在餐厨垃圾的处理
中饲料化、肥料化、厌氧消化制沼制氢等更环保的
技术得到广泛关注，但综合以上技术厌氧消化是最
有发展潜力的技术之一。当然，我国在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以及相应的处理技
术方面仍旧存在许多问题亟需解决，需要政府、企
业、个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应该立足基本国情，积
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树立餐厨垃圾资源化意识，
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产生量，节约用粮。同时，各
级政府要鼓励和支持家庭、餐饮企业做好源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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