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 

案例调研报告 
 

 

 

 

报告编写：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项目支持：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 

                    全球焚烧替代联盟（GAIA） 

编写时间：2016年 1月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2 / 16 

 

一、 项目概述 

（一）机构简介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宜居广州”）是一家成立于 2012年的非营利性

民间环保组织，“宜居广州”通过政策研究、实地调研等方式，来了解广州市垃圾减量和分

类的举措和成效。 

（二）项目背景及目的 

餐厨有机废弃物占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一半以上，因此要解决垃圾问题、做好垃圾分类，

就必须要解决餐厨有机废弃物。 

2011年 4月 1日，广州市颁布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全市开始

投入垃圾分类工作。同年，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文，组织申报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

化处理试点城市。广州市在 2013年成为第三批试点城市之一。 

然而，新闻鲜有广州市餐厨垃圾管理成效的报道。因此本项目主要通过信息公开和实地

调研的方法，以案例探索的方式了解广州市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情况，为下一步推动广州餐

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做准备。 

（三）项目实施方法 

本项目主要采用查阅资料、信息公开和实地调研的方法。 

    在本项目中，宜居广州查阅了相关的政府文件和新闻信息，对城管委及各区城管部门，

共 12个部门前后进行了共 24次信息公开申请；选取两种主要类型的小型处理机进行实地调

研；另外，还实地调研了 3个餐厨垃圾综合处理工厂和 1个处理设备。 

（四）项目周期 

2015年 5月～2016年 1月。 

（五）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15 年广州市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案例调研项目属于小型调研项目，项目共筹集资金

38655.52 元，其中，来自于千禾基金会的“益动广州”公益款 19199.35 元，ggf 的项目资

助款 2659.70元，GAIA 的项目资助款 9259.35元，省社会组织培育专项资金支持的 5976.62

元，个人捐赠款 1560.50元，共 38655.52元。 

原项目设计中，人力投入为全职人员的 1/3时间，但为了项目更扎实开展，因此最后是

全职人员 100%的工作投入，因此，最后项目资金用于：信息公开快递费用 449.80元，调研

交通费用 790.00元，人员工资 37415.72元，共 38655.52元，已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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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成果 

宜居广州根据本次调研，得出以下结论。 

1、 广州市各区已有餐厨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但仍需不断完善，提高餐厨垃圾纯度，增加收

运量，扩大收运范围。 

2、 广州市餐厨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尚在起步，大部分分类出来的餐厨垃圾只能运往填埋场处

理，应加快末端设施的建设，为分类成效做保障。 

3、 广州市曾购置的厨余处理机，在使用上存在相当大的弊端，耗能高，使用率低，造成了

浪费，相关部门应重视这一问题，做好调查研究，避免公共财政的浪费。 

4、 广州民间餐厨垃圾处理渐兴起，但数量少，力量尚不足。政府应鼓励民间企业和个人参

与餐厨垃圾处理事业，并在政策和经费上给予支持。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虽然现有的大型终端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不大，但已经有了起步，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有

纯度高、杂质率低的餐厨原料以利于这些处理设施正常运作，因此，宜居广州将探索促进市

民厨余垃圾源头分类的教育工作，另外，也会继续追踪整个餐厨管理系统的完善情况，利用

信息公开以及政策倡导等手段让该系统从起步走向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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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详述 

目前大部分区有餐厨垃圾分类收运系统，但收运垃圾量不高，说明该系统还有待完善。

厨余垃圾收运量大于餐饮垃圾，主要是因为广州市内餐饮垃圾的分类收运和无害化处理刚刚

起步。 

虽然广州市规划了若干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见附录 1），到 2017年将可能达到日处理量

4800 吨，但现在的处理能力还非常薄弱。2015 年，已经投入使用的餐厨垃圾处理设施仅有

大田山餐厨垃圾处理厂（广州市餐厨废弃物循环处理厂），日处理餐饮垃圾 200 吨，更多的

是依赖兴丰填埋场进行专区填埋。 

在建的设施有位于萝岗福山的生物质处理厂和李坑厨余垃圾综合处理厂。加上兴丰的

1000吨和福山的二期计划（见附录 1），总量达到 4400吨(还有四百吨未知)。但参考《广州

市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2014-2016）》可知，建设进程多无法按

照原计划控制，即进度无法按照原计划完成（见附录 2）。 

除了集中处理设施，还有一些小型的就地处理机器。广州市城管委在 2012 年通过招投

标方式，前后采购小型餐厨垃圾降解设备达 100余台，分配给天河、白云、越秀、海珠、黄

埔、荔湾老六区使用，主要是以“广州奥克林餐厨降解设备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高温好氧发

酵厨余机（下文简称“奥克林”）。另外，番禺区城管局自行采购了约 10 台“广州容捷环保

专用设备有限公司”的低温好氧发酵厨余机（下文简称“容捷”）。但由于“奥克林”机子的

耗能较高，处理效果并不理想，部分社区已经停止使用，而“容捷”的机子虽然耗能低，处

理效果较好，但因为没有通过招投标而获得采购推广，所以使用范围不大。当然，两种机子

的造价较高，处理量小，无法满足人口密集大型社区使用的需求。 

除了市政规划的处理设施，也有科研机构、民营企业自行研发餐厨垃圾处理设施，投产

使用。如，广东省昆虫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的黑水虻处理技术，利用昆虫消纳餐厨，日处理量

高，产生的生物蛋白有市场规模，不过该项目在 2015 年刚进入到工厂中试阶段，离最后工

厂化运作还需要实践。金发科技的堆肥处理厂，处理工艺成熟，每天能处理 50 吨的餐厨，

经过 2015年的试验后，已经建成厂房，2016年 3月后应该可以正式实施。 

（一） 申请政府信息了解各区基本情况 

1. 申请概况 

为了对广州市各区的餐厨垃圾收运情况及处理途径有更深入的认识，宜居广州从 2015

年 6 月开始，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到各区城管部门，申请公开该区餐厨垃圾产生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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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和处理计划。 

2. 申请结果与分析 

部分区在第一轮申请中直接给出了答复，提供数据，而部分区要求补充需求证明材料，

才给出答复。也仍有一些区，补充递交证明材料后，依然拒绝提供信息。 

根据回复情况，整理表格如下。 

表 1 各区回复情况 

回复情况 对应城管部门信息公开办公室 

首次申请便提供信息的 市城管委、天河区、黄埔区 

补充证明材料后给出所需信息的 荔湾区、南沙区、白云区 

补充证明材料后没有音讯的 越秀区、增城区、从化区 

补充证明材料后依然拒绝提供信息的 花都区、番禺区 

以其他理由拒绝提供信息的 海珠区 

 

（1） 除市城管委、天河区和黄埔区外，其它区或以“需提供证明材料，以证明所需信息

与申请者特殊需求有关”才能进一步提供信息，或者直接以“递交材料不能说明申请者的特殊

需要”为理由，“不予提供信息”。 

（2） 针对这部分回复，宜居广州进行了第二轮申请，补充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业务

范围内有“理论研究”内容）、项目合作书复印件和说明等材料。荔湾、南沙和白云区在收到

证明材料后，回复所需信息。 

（3） 花都区是由区政务服务中心代收的，称我们补充材料后的申请是“重复申请”，拒绝

提供信息。番禺区则以“材料不能证明需要”为理由，在补充证明材料后依然拒绝提供信息。 

（4） 寄往越秀区的信件被拒收 2 次，后来终于送达。增城区和从化区的信件也已经签收，

但没有收到回复。 

（5） 海珠区以提供的信息需要“经过整理、加工”为由，拒绝提供。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精神，公民可通过依申请公开的渠道了解政府信息。而在申

请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宜居广州发现，申请渠道比以往畅通了，但依然存在，即使按照官网

的指引，信件无法送达的问题。且大部分部门以“证明特殊需要”为由拒绝提供，这一说法是

否合法合理，还待进一步探讨。下一步，宜居广州将对其中某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3.回复信息整理 

根据新闻及回复信息内容，整理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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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州各市区餐厨垃圾收运及处理情况 

广州市各区 餐厨垃圾产生或收运量 餐厨处理设施 其它处理方式 未来计划 

市城管委 每日产生量约 6000 吨 

大田山餐厨垃

圾处理厂200吨

每日 

兴丰填埋专区 
将达到每日 4800 吨

的处理量 

天河区 
收运餐饮 2.44 吨每日，

厨余 53.86 吨每日 

11 台餐厨垃圾

处理设施 

餐厨部分送兴丰，

部分送大田山 

增加 5 台厨余机，餐

饮垃圾 2015年 4 月

起由市统一收运 

黄埔区 

2015 年 1-8 月餐饮垃圾

收运 2164.46 吨；2015

年 1-7 月厨余垃圾收运

1177.72 吨 

/ 
餐厨部分送兴丰，

部分送大田山 
/ 

荔湾区 

收运餐厨垃圾每日约 30

吨，餐饮垃圾市试点未设

在荔湾区 

现有9台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总

处理量 37.4 吨

每月 

交给市政处理设

施 
/ 

白云区 

2015 年 1-9 月平均每月

收运厨余垃圾 1757 吨；

餐饮未收运 

/ 送兴丰处理 / 

南沙区 
2013-2014年共收运餐厨

垃圾 2721.16 吨 
/ 

送兴丰处理，其中

三镇送火烧岗填

埋场 

第四资源热力电厂

侧将建 400吨每日的

处理厂，一期处理餐

厨废弃物 200 吨 

 

从上表可以看出，回复信息的部门对辖区内餐厨垃圾的收运均有统计。表明目前大部

分区有餐厨垃圾分类收运系统，但收运垃圾量不高，说明该系统还有待完善。厨余垃圾收运

量大于餐饮垃圾，主要是因为广州市内餐饮垃圾的分类收运和无害化处理刚刚起步。且处理

方式多是送到兴丰填埋场进行填埋。 

（二） 厨余机案例调研 

1.调研概况 

2014年 9月，“宜居广州”随机抽样选择了使用小型厨余机的若干机团单位及社区，以

了解其实际运行状态及使用者的反馈意见。在整个调研过程中，“宜居广州”采取不预先通

知的方式进行独立调研，以期获得真实、客观的情况。 

本次调研我们随机抽取了 6个样本点，其中属于高温好氧技术有 4 个，低温好氧技术有

2个；从单位属性看，机团单位 4个，住宅小区 2个。我们从实际日处理量、处理时间、产

肥效果、耗电量、尾气情况、维修服务情况等方面搜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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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厨余机基本情况 

使用地点 中山图书馆 
广州市第一

幼儿园 

荔湾区富力

环市西苑 

广州市第

二幼儿园 

番禺区市

桥街道办 

天河区旭景

家园 

单位性质 机团单位 机团单位 住宅小区 机团单位 机团单位 住宅小区 

处理对象 

饭堂的厨余垃圾和

馆内的绿化垃圾

（每月或每两月修

剪后的枝叶） 

饭堂厨余 
居民厨余垃

圾 
饭堂厨余 饭堂厨余 

居民厨余垃

圾 

厨余机品牌 奥克林 奥克林 奥克林 台达科技 容捷 容捷 

技术原理 高温好氧堆肥 
高温好氧堆

肥 

高温好氧堆

肥 

高温好氧

堆肥 

低温好氧

堆肥 

低温好氧堆

肥 

理论日处理量（千

克） 
100 100 150 100-150 100 100 

理论处理时间 24 小时 24 小时 24 小时 24 小时 2 周 2 周 

 

2.结果分析 

由于机团单位饭堂每天产生厨余量并不多，所以这些机器的使用情况与高负荷或满负

荷运转的情况非常不同，尤其是高温好氧的机器。如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平均

每天仅处理 20 公斤的厨余，因此这两个地方的高温堆肥机器的处理周期并非 24 小时，而是

1 周——厨余放入后，1 周之后才从机器里取料。其发酵过程经历了近 6 天的低温处理，并

非只是理论设计的高温发酵过程。 

所以对这两种不同技术的机器，宜居广州将主要以情况接近的住宅小区的实际运营情

况进行对比，即富力环市西苑的高温堆肥厨余机（奥克林）和旭景花园的低温堆肥厨余机（容

捷）来对比。 

（1）两种机器实际日处理量与理论日处理量均有差距 

根据调研结果，各个单位和小区的厨余机，理论日处理量在 100-150kg 之间，但实际上

能保持满负荷运行的并不多，实际日处理量基本在理论处理量的 1/2～2/3 左右。 

从我们的走访发现的情况看，两种机器的理论日处理量均为最大的处理峰值，但此峰

值无法持续长时间运行，否则就容易出现机器故障或运行不顺畅等情况，因此，运行良好的

状态下，实际处理量为理论处理量的 1/2~2/3 左右为佳。 

而对机团单位来说，因每天产生的厨余量比较少，均少于 100KG，所以能满足满负荷

运营的调研点均为住宅小区，但实际上，这两种不同技术原理的机器每天都无法按照理论处

理量持续多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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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一幼奥克林的厨余处理机              图 2 容捷的厨余处理机 

（2）两种机器均无法处理大骨头等硬物 

这些机器都无法处理体积太大或者太硬的厨余垃圾，如大骨头、榴莲壳等。高温发酵

型的机器没有配备粉碎机，而低温型的虽然有粉碎机，但也只能粉碎鸡骨头等小的骨头，对

大的骨头束手无策。 

（3）两种机器都有尾气处理装置 

高温堆肥的厨余机（奥克林的机器）都因为臭气问题被居民反映投诉过，之后奥克林在

中山图书馆的做法是，将排气管道接到下水道，情况有好转；但其在富力环市西苑，则是由

街道办事处出资，用排气管道将臭气引导到小区天台上部排放（共花费 2 万元左右），不过

顶层居民还是反映有臭味。 

低温堆肥的厨余机由于发酵过程通风充分，原则上产生的气味要比高温堆肥的少一些，

同时从机器本身设计上，添加管道和负压抽风系统，产生的气体都可及时通过负压抽排到地

下排水管网或者化粪池，因此气体不会外溢，在机器附近闻不到味道。 

  

图 3 富力社区的臭气抽排管道     图 4 容捷厨余机的负压抽风系统 

（4）高温堆肥的机器占地体积相比低温堆肥的机器要小一些 

由于高温堆肥的机器（奥克林）处理周期为 24 小时，而低温堆肥的机器（容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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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时间，所以厨余在机体停留时间上，低温堆肥机器长于高温堆肥的机器，因而所需的机

器体积要大于高温堆肥的机器。 

（5）高温堆肥机器的耗能要大大高于低温堆肥的机器 

小型厨余机的日常运营成本主要在于：1、菌种和木糠等混合料；2、用电量；3、机器

的维修。 

菌种和木糠等添加的混合料，均由这两种机器提供方负责添加；菌种为一次性添加物

质，首次添加之后无需再添加；而木糠则由机器提供商定期运送。使用者需要承担的是机器

日常运营的电费及维护费用。 

在日常运营的电费方面，由于处理工艺的不同，高温堆肥的机器（奥克林）的耗电量

要大大高于低温堆肥的机器（容捷）。高温堆肥的机器采用的是高温好氧发酵技术，通过机

器加热升温装置，快速提升箱体内的温度环境，同时机内转轴经常转动搅拌，以提升餐厨垃

圾的发酵速度，实现 24 小时出料，因此耗电量很高，广州市第二幼儿园就因为电费过高的

问题，早已经停用。富力环市西苑的物业部门也表示，每月约 2400 度电左右（按照理论日

处理量 150 公斤计算，则为 0.53 度/公斤/天），高达 2000 元的电费无法承担，难以持续使用，

如果无法得到政府补贴将不再使用。 

低温堆肥的机器（容捷）采用的是低温发酵技术，发酵周期需 14 天，即每一批投入后

2 周后才能出料，由于机器内部不用加热，也不需 24 小时持续搅拌，日耗电量很少，根据

能查看到的旭景家园物业公司提供的，自运营后到 2014 年 7 月（约 2 年）内的电表数据显

示，平均每月耗电约为 150 度电左右，按照理论日处理量 100 公斤计算，则为 0.05 度/公斤/

天，只有高温堆肥机器的 1/10。 

（6）高温堆肥机器的维护成本要比低温堆肥的机器更高 

厨余机需要搅拌，因而最容易坏的部分就是轴承和齿轮，轴承尤其容易断裂。高温堆

肥的机器需要 24 小时不停转动，因此损耗要比低温好氧的机器要大，更容易断裂，维修频

率大，维护成本高。 

（7）高温堆肥机器的出料质量比低温堆肥机器的出料质量差 

虽然两种机器的出料产品还需要熟化才能成为可以使用的肥料，但由于高温堆肥机器只

经过 24 小时就出料，事实上连初期熟化的过程都还未完成，出料产品质量不稳定，因此需

要比低温堆肥机器的产品更长的熟化时间。 

宜居广州在富力环市西苑看到，高温堆肥机器的出料产品，在后期堆放的过程中还存在

渗油和出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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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堆肥的机器的产品质量情况要根据在机体里的发酵时间来确定，根据广东的气候条

件，一般厨余发酵变肥料的周期需要 25-35 天左右，14 天的发酵过程已经经过了初期熟化

过程，所以出料的产品的稳定性比高温堆肥的产品要更好，质量也更好，后期熟化时间更短。 

3.小结 

综上所述，在现有的技术情况下，在解决小区或机团单位的厨余问题上，宜居广州认

为低温好氧发酵堆肥型的厨余机要比高温好氧发酵堆肥的厨余机耗能更低，维护成本也更

低，符合环保和低碳原则，且产肥质量更有保证。 

（三） 餐厨集中处理设施调研 

1.调研简介 

宜居广州走访了广州市内的若干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包括市级建设的广州市餐厨废弃

物循环处理厂(大田山)、金发科技自建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花都黑水虻餐饮垃圾处理试验点、

广东惜福公司研发的餐厨垃圾处理设备等。 

表 4 宜居广州走访的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处理量及位置  

运营单位 位置 理论日处理量 进展 

广东嘉博文宝盛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 200 吨 2015 年 5 月投入试运营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市黄埔区 50 吨 

已完成基建，预计 2016 年初投

入试运营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广州市花都区 / 
试验阶段，目前和深圳腾浪合

作，在惠东有处理厂 

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珠海市金湾区三

灶镇 
3 吨 

和华南理工大学合作研发处理

机器，目前在优化升级中 

2.调研情况 

（1）广州市餐厨废弃物循环处理厂 

广州市餐厨废弃物循环处理厂是由广州市城管委推进建设的，北京嘉博文公司为主要

运营方的餐饮废弃物处置单位，位于黄埔区大田山脚下。目前主要收集天河区、越秀区的机

团单位和学校、餐馆的餐饮垃圾。全厂有约 40 台机组。理论日处理量 200 吨，采用高温罐

式发酵技术。前端有自动分拣装置，能够自动分选出进厂垃圾中不适宜处理的成分，如塑料

袋、大块骨头、金属等物质。但是，鸡骨头、硬些的水果壳便处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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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新闻及知情者爆料，现在该处理厂实际接收的餐饮垃圾量每日约 50 吨。运营成

本高。由于其采用的技术是高温发酵，且周期短，结果便是耗能高，处理成本高，且产品并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堆肥产品，只能说是前处理产品。 

但值得肯定的是，嘉博文有自主研发专利，也已申请下了肥料登记证，能够将产品进

行加工、包装和出售。 

 

图 5 大田山餐厨垃圾处理厂                   图 6 发酵处理主要机组 

 

图 7 处理前分拣出来的杂质   图 8 自主研发的肥料产品 

（2）金发科技堆肥试验区 

金发科技是一家生产改性塑料的民营企业，由于推广可降解塑料袋的需要，决定自主

引进餐厨垃圾堆肥设施。该堆肥设施采用的是静态好氧条垛式发酵，条垛覆膜，内部设有通

风管道，强制通风，并收集渗滤液回喷堆体。该设施还配备了智能控制系统，即在堆体内设

有探头，探测堆体内环境的温湿度，当温湿度达到一定值后，控制系统将控制通风设施调节

堆体温湿度。 

该堆肥设施原理简单、操作简便，但又有高的技术含量。堆体外有覆盖一张半渗透膜，

这种膜能有效隔绝臭气泄露，防止雨水渗入，同时又能使堆体内形成良好的发酵环境，有利

微生物活动。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厂区建设和机器安装，共有 6 条槽，2 个车间（预处理车间和产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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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车间），待年后投入试运行。 

（3）黑水虻处理餐厨垃圾试验 

花都黑水虻处理餐饮垃圾试验，是由广东省昆虫研究所主持的项目。经过几年的探索，

已经可以投入市场。 

黑水虻的生命周期及在实验中是这么处理的——成虫在大棚里繁殖产卵，研究人员将

卵放入恒温箱，孵化成为幼虫，幼虫用来消化餐厨垃圾，幼虫存活 2 周左右，2 周后化蛹，

蛹破变成成虫，送入大棚进入繁殖阶段，完成一个循环。一只黑水虻成虫能产卵 1000 多个，

孵化率可达 90%。取少量幼虫待其化蛹，繁殖用，其余的幼虫可干燥打碎制作成蛋白质粉。 

黑水虻的生命周期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是幼虫这一阶段。幼虫富含蛋白质，可收

集用来做成蛋白粉饲料，饲养鱼虾或家禽。一只黑水虻幼虫 24 小时不停地吃的话，能吃 1

克餐厨垃圾，正常情况下，黑水虻与厨余的进食的配比每天大概是 1：1，即 10 斤的黑水虻

吃 10 斤的厨余。并且黑水虻偏爱肉类，适合吃高油、高盐的餐饮垃圾。据研究人员介绍，

厨余中含有少量其他垃圾不影响黑水虻进食，黑水虻会自己选择吃掉能吃的部分后，将剩下

的不能吃的虫粪、厨余残渣（硬骨头，粗纤维）、其他垃圾留下。将其他垃圾筛掉，剩下的

虫粪、厨余残渣可以做肥料用。对于餐饮垃圾（酒店、学校），黑水虻吃完的残渣量为 10%，

而厨余垃圾（居民家庭），残渣量为 30%。 

用黑水虻处理餐饮垃圾的方法，现在在广州市天河区、深圳均有投产应用。 

  

图 9 黑水虻幼虫                        图 10 黑水虻成虫 

（4）惜福科技餐厨垃圾处理设备 

惜福科技原名广东柯林公司，是一家环卫保洁公司，后改名为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增加了承接垃圾分类和餐厨废弃物处理的工作。 

惜福科技原来承接了黄埔区联合街的保洁工作，并依托保洁服务，在街道内开展垃圾

分类居民动员，取得不错的效果。后来前往珠海进行乡镇垃圾分类试验，和华南理工大学科

研团队一同，自主研发餐厨垃圾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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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备是一圆筒状，依靠外部的齿轮带动其转动，使筒内的餐厨得到混合（卧式滚动

型餐厨垃圾有氧堆肥集成处理设备）。占地约一个垃圾压缩站大小，日处理量 3 吨。餐厨垃

圾从前端进入，经粉碎和添加干物料后进入筒内，经过 7 天的发酵后从末端取出。筒内有机

械装置将先前进入的物料往末端推移。设备还配备了抽风系统，将筒内空气抽到二层，通过

生物滤池除臭。 

但是，7 天的发酵时间，对于完成初步发酵似乎还是不够，再加上舱内空间小，餐厨垃

圾可能由于被压实而产生厌氧反应。在打开舱门出料的时候，我们都闻到了酸臭味。宜居广

州对此提出了改进臭气问题的意见。 

但据企业人员介绍，我们参观的只是第一代的机器，接下来会根据实际遇到的问题，

研发第二代、第三代机器，不断优化和改进技术和工艺。 

  

图 11 惜福科技的厨余集中处理设备              图 12 惜福餐厨处理设备的生物除臭装置 

（四） 结论 

宜居广州根据本次调研，得出以下结论。 

1.广州市各区已有餐厨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但仍需不断完善，提高餐厨垃圾纯度，增加收运

量，扩大收运范围。 

2.广州市餐厨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尚在起步，大部分分类出来的餐厨垃圾只能运往填埋场处

理，应加快末端设施的建设，为分类成效做保障。 

3.广州市曾购置的厨余处理机，在使用上存在相当大的弊端，耗能高，使用率低，造成了浪

费，相关部门应重视这一问题，做好调查研究，避免公共财政的浪费。 

4.广州民间餐厨垃圾处理渐兴起，但数量少，力量尚不足。政府应鼓励民间企业和个人参与

餐厨垃圾处理事业，并在政策和经费上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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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广州市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设施名称 日处理能力 垃圾来源 投资及用地 责任单位 

广州市餐厨废弃物循环处

理利用试点项目（大田山） 
餐饮 200 吨 

黄埔区餐饮 48 吨；白云餐饮 110

吨；天河餐饮 42 吨 

1.12 亿，

26.6 亩 
市城管委 

广州李坑综合处理厂（李

坑） 
厨余 1000 吨 

白云厨余 696 吨；荔湾厨余 270

吨 

4.1 亿，54

亩 

市城管委，

白云区政府 

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

心综合处理厂（福山） 

厨余 600 吨

（一期） 

天河厨余 388 吨；萝岗厨余 181

吨；黄埔厨余 32 吨 

约 9 亿，120

亩 

市城管委，

萝岗区政府 

厨余 600 吨

（二期） 

越秀、荔湾、海珠、天河、白云、

黄埔、萝岗新增厨余 600 吨 

餐饮 400 吨

（一期） 

萝岗餐饮 35 吨；海珠餐饮 127

吨；越秀餐饮 94 吨；荔湾餐饮

75 吨；天河餐饮 70 吨 

餐饮 600 吨

（二期） 

越秀餐饮 150 吨；其它各区新增

餐饮 450 吨 

广州兴丰综合处理厂（兴

丰） 
厨余 1000 吨 

越秀厨余 287 吨；海珠厨余 666

吨 
约 4.3 亿 

市城管委，

白云区政府 

番禺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理

厂 

厨余 600 吨 番禺厨余 600 吨 
约 3.6 亿 番禺区政府 

餐饮 200 吨 番禺餐饮 200 吨 

南沙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理

厂 

厨余 270 吨 南沙厨余 274 吨 
约 1.2 亿 南沙区政府 

餐饮 30 吨 南沙餐饮 25 吨 

花都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理

厂 

厨余 500 吨 花都厨余 519 吨 
约 2.4 亿 花都区政府 

餐饮 100 吨 花都餐饮 90 吨 

增城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理

厂 

厨余 100 吨 增城厨余 100 吨 
约 1.2 亿 增城区政府 

餐饮 100 吨 增城餐饮 98 吨 

从化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理

厂 

厨余 250 吨 从化厨余 237 吨 

约 1.2 亿 从化政府 
餐饮 50 吨 从化餐饮 56 吨 

越秀区餐饮垃圾处理设施 餐饮 40 吨 越秀餐饮 40 吨 
 

越秀区政府 

荔湾区餐饮垃圾处理设施 餐饮 10 吨 荔湾餐饮 10 吨 
 

荔湾区政府 

海珠区餐饮垃圾处理设施 餐饮 17 吨 海珠餐饮 17 吨 
 

海珠区政府 

天河区餐饮垃圾处理设施 餐饮 18 吨 天河餐饮 18 吨 
 

天河区政府 

在学校、医院和重点小区

安装 60座小型餐饮垃圾处

理设施 

餐饮 65 吨 
学校、医院和重点小区餐饮 65

吨  
市城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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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广州市主要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进展 

设施名称 计划实施进度 实际实施进度 

广州市餐厨废弃

物循环处理利用

试点项目（大田

山） 

2014年3月完成施工建设

和设备安装调试，2014年

6月项目建成试运行 

2012 年 9 月

启动公众环

评 

2014 年 11

月建成 

2015年 5月试运

行 

广州李坑综合处

理厂（李坑） 

2014年5月完成项目特许

经营权协议的签订，2016

年 6月项目建成投产 

2013 年底完

成项目立项

及 BOT 业主

招标 

2015年 4月，已完成立项、BOT

特许经营协议签署、项目公司

注册、《建设用地批准书》延期

及更名办理等前期工作， 4月

下旬开展第二次环评公参及稳

评公参工作。计划 2017年建成

投产。 

广州东部固体资

源再生中心综合

处理厂（福山） 

2014 年底前完成立项和

环评等工作，2016年 9月

项目一期建成投产，2017

年底前完成立项和环评，

2018 年 12 月项目二期建

成投产 

2015 年 4 月 BOT 特许经营项目法人招标，预

计 2016年底建成 

广州兴丰综合处

理厂（兴丰） 
暂缓建设，规划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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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厨余机调查结果汇总表 

使用地点 中山图书馆 
广州市第一幼

儿园 

荔湾区富力环市

西苑 

广州市第二幼

儿园 

番禺区市桥街

道办 

天河区旭景家

园 

使用单位

性质 
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住宅小区 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住宅小区 

购置方 市城管委 市城管委 市城管委 市城管委 区城管局  

处理对象 
饭堂的厨余垃

圾 
饭堂厨余 居民厨余垃圾 饭堂厨余 饭堂餐厨垃圾 居民厨余垃圾 

厨余机品

牌 
奥克林 奥克林 奥克林 台达科技 容捷 容捷 

开始使用

时间 
2012.11 2012.09  

2012.09（几个

月后因电费高、

臭气大停用） 

 2012.12 

技术原理 
高温好氧堆肥，

无粉碎装置 

高温好氧堆肥，

无粉碎装置 

高温好氧堆肥，无

粉碎装置 

高温好氧堆肥，

无粉碎装置 

低温好氧堆肥，

无粉碎装置 

低温好氧堆肥，

无粉碎装置 

理论日处

理量 
100kg 100kg 150kg 100-150kg 100kg 100kg 

实际日处

理量 
平均 13kg 左右 平均 30kg 左右 平均 87.5kg 左右 已停用 平均 50kg 左右 平均 50kg 左右 

理论处理

时间 
24h 24h 24h 24h 2 周 2 周 

实际处理

时间 
1 周 1 周 24h 已停用 2 周 2 周 

耗电 

5.3KW但无独立

电表不知具体

耗电量 

奥克林告诉幼

儿园测算约每

天 30 度，但因

无独立电表，实

际情况不清楚 

每个月约 2400 度 

4.8KW，幼儿园

告知试用第一

个月电费太高

而停用 

每个月约 150

度 
每个月约 150度 

维修情况 
运行良好无需

维修 
一次，轴承问题 

修过若干次，转轴

容易断裂 
/   

限制 

厨余需要沥水

太硬的厨余需

要先粉碎 

厨余需要沥水

太硬的厨余需

要先粉碎 

厨余需要沥水太

硬的厨余需要先

粉碎 

/ 

厨余需要沥水

太硬的厨余需

要先粉碎 

厨余需要沥水

太硬的厨余需

要先粉碎 

排水排气 

排气管接到污

水渠，解决臭气

问题 

出现漏污水情

况 

街道出资 2 万做

了一套排气管道，

通到天台，楼层还

是有气味 

排气口没有做

好封闭导致臭

气大 

内部负压排到

污水渠 

内部负压排到

污水渠 

出料后续

处理及去

向 

每周出料一次，

但需进一步处

理，不能直接用

于绿化 

每周出料一次，

但进一步处理，

不能直接用于

绿化 

24h 出料，堆放时

看到有油污和继

续熟化过程，无法

马上使用 

自己出料并在

小农田里做堆

肥 

计划卖给农民 

厂家 15 天左右

来取一次出料，

并加入木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