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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及技术 

三、其它固废业绩及方向 

铁汉生态固废处理项目及技术介绍 



一、公司简介 >>> 

铁汉生态，成立于2001年，2011年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300197） 

 

主营及关联业务涵盖生态环保、生态景观、生态旅游、

生态农业四大方向以及生态电商、生命健康等领域，已形

成了集策划、规划、设计、研发、投融资、建设、生产、资

源循环利用及运营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能够为客户提供

一揽子生态环境建设与运营的整体解决方案。 

 

自成立至今，已累计完成了千余个生态、环保、景观、旅

游等项目的建设与运营。目前下设30余家分公司，拥有

60余家子公司。 



核心优势 >>> 

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和自主创新能力 

 高级专家顾问10人（院士5名） 

 丏业研发人员360余人。 

 与北大、北林、中科院、中国农科院

等多家院校合作建立产学研平台。 

 近3年研发投入自有资金超6亿元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3项，主导制定行业

标准4项，编制企业标准44项； 

 承担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30多项，

自主立项课题90多项。 

 获得政府科技奖18项。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余件。 

 

铁汉特色的建设与运营一体化固废处置解决方案 

专业平台 

专业人才 

专业技术 



专业资质 专业资质（环保类） >>> 

>>> 

企业荣誉（部分） 

●水污染防治工程丏项甲级资质 

● 环境污染修复甲级资质 

● 环保工程丏业承包壹级资质 

● 生活污水处理二级资质 

● 工业废水处理二级资质 

● 有机废物处理处置二级 

● 大气污染防治工程丏项乙级资质 

● 物理污染防治工程丏项乙级资质 

●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中国生态修复与环境工程最具综合实力行业领军品牌 

 连续4年-广东省最佳雇主、深圳市综合实力百强企业 

 2018中国品牌影响力100强 

 2017广东省企业500强第201位 

 2017深圳知名品牌 

 2016创新中国·绿色发展典范企业 

 2016广东省环保产业骨干企业 

 2016广东省企业文化示范基地 

 2015广东年度经济风云企业 

 2015中国最佳环境贡献上市公司 

      …… 



二、项目案例及技术介绍 

(固废领域） 



深圳·生物有机肥厂 

深圳市铁汉生态园林废弃物处理厂 

01 
园林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 
 
 
 
深圳·园林废弃物处理厂 

园林植物废弃物处理方式的革新 



绿化产出 
标准化修剪 

筛选 
生态工艺品或公司产
业所需木材制品生产 

生产有余的可运输至火力发电厂 

市场所需产品依应用实际延伸加工生产 

 
 

灭活 

生产颗粒 
余料 

重点案例介绍 >>> 案例一 深圳市绿化管理处树枝粉碎场项目 

深圳园林废弃物处理厂工艺流程及产出成品 

连
续
粉
碎 

分
拣
分
类 

生物质 
发电原料 

植物颗粒或定型产品 

产菌基质 生长基质 园艺覆盖物 海绵铺料 

农用堆肥 土壤改良剂 生态养料 

木材 

收集运输 



重点案例介绍 >>> 案例一  深圳市绿化管理处树枝粉碎场项目 

作业现场 

堆放场 一次粉碎 二次粉碎 粉碎料转运 堆肥发酵 



重点案例介绍 >>> 案例一 深圳市绿化管理处树枝粉碎场项目 

项目经营时间： 

      2009年-至今 

处理规模： 

      250吨/天园林废弃物，承担深圳70%以上绿化废物的资

源化处理量（全国最大的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厂） 

荣    誉： 

      2015年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02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黑水虻养殖繁育基地 

黑水虻生物转化技术开发 



重点案例介绍 黑水虻养殖繁育技术开发 

 黑水虻（学名：亮斑扁角水虻），又名凤凰虫。 

1. 腐生性昆虫，以粪便、餐厨垃圾、腐烂有机物、果蔬

垃圾为食。 

2. 生命周期短，约30-40天，包括卵期、幼虫期、蛹期、

成虫期四个阶段。 

3. 生物学特性：食谱宽、取食量大、幼虫营养价值全面、

生态安全性高。 

黑水虻（Hermet ia  i l lucens）  

全生命周期图 



重点案例介绍 

 为什么要开发黑水虻养殖技术？ 

1. 中小规模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亏损； 

      厌氧？堆肥？饲料化？ 

2. 黑水虻养殖的优势 

     安全性、食谱宽、生命周期短、

用途广、产量大、幼虫营养高等。 

黑水虻养殖繁育技术开发 

黑水虻用途图谱 



重点案例介绍 

E
M
菌 

谷糠 

餐厨垃圾 发酵 

混料 

分盒 养殖维护 

打包 

烘干 

筛分 

化蛹 集卵 孵化育雏 
分虫 

垃圾外运 

虫粪堆肥 

上料 上架 

黑水虻养殖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工艺流程 

黑水虻养殖繁育技术开发 



重点案例介绍 

产卵棚 交配环境 诱集设施 产卵收集 

微波烘干机 筛分机 

虫干 虫粪 鲜虫 

黑水虻养殖繁育技术开发实物图 



重点案例介绍 

项目占地面积：6000m2 

虫卵培育部分占地：2000m2 

餐厨垃圾处理量：50t/d 

虫卵产量：6kg/d 

资金投入：约1500万元 

黑水虻养殖繁育技术开发 



03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株洲·餐厨垃圾处理厂 

黑水虻生物转化技术的项目应用 



>>> 案例三  株洲餐厨废弃物资源化项目 

株洲餐厨处理项目工艺流程 

六大工艺系统 

预处理系统 

臭气处理系统 

污水处理系统 

好氧发酵系统 

地沟油提纯系统 

黑水虻养殖系统 

餐厨 

废弃物 

水力洗

浆 

破碎分

选 

三相分

离 

餐厨浆

料 

黑水虻 
处理 

黑水虻 
鲜虫 

虫粪 
高温好
氧发酵 

昆虫蛋
白饲料 

废液 
污水处理设

施 

达标排

放 

粗油脂 

杂质外

运 

分离提

纯 

地沟油 

生物柴
油 

除杂 

辅料 乳酸菌 

冲洗水 

有机肥 

重点案例介绍 



国家级试点城市项目（第五批） 

 

处理规模： 

一期：200t/d餐厨 

二期：450 t/d餐厨 

 

建设模式： 

BOT（特许经营30年） 

一体化预处理 

重点案例介绍 >>> 案例三 株洲餐厨废弃物资源化项目效果、实物图 

自动喂食 

立体化养殖 

AGV搬运 自动卸料 

滚筒筛分 微波烘干 生物除臭 
乳酸菌发酵 



>>> 案例三  株洲餐厨废弃物资源化项目 重点案例介绍 

项目预计投产时间： 

      2019年4月中（调试中） 

项目规模：（一期200吨，二期450吨） 

      200吨/天餐厨垃圾，20吨/天地沟油；每天产黑水

虻鲜虫20吨，虫干8吨。 

 

       国内第一家规模化、自动化黑水虻生物转化技术工

程化应用项目。 



04 
先进技术合作引进 
 
德国半干式厌氧发酵技术 

餐厨垃圾、厨余垃圾 



重点案例介绍 >>> 案例四  德国厌氧发酵技术引进 

餐厨/厨余垃圾 
Speiseabfall / Bioabfall  

粉碎制浆/调和 
Zerkleinern / Konditionieren  

球阀泵 
Kugelventilpumpe 

浓浆池 
Substrat Speicher 

油脂提取单元 
Entfettung 

砂水分离器 
Sandabscheider 

浮渣 
Schwimmstoff 

浮渣过滤机 
Pressung  

沉渣 
Sand 

悬浮物 
Schwimmschicht 

沉淀物 
Sandschicht 

 
  

沼气 
Biogas 

固体杂质 
Störstoff 

一次压榨 
Erste Pressung 

二次压榨 
Zweite Pressung 

加热 
Erhitzung 

油脂 
Fett 

TS：35%-55% 

处理效率快：物料通过量=6-20m³/ h 

物料适用广：物料最大含固率 ≤ 25 % 

压榨效果好：压榨浆液粒径= 6-12 mm FITEC液压式柱塞压榨机 

双管热交换器
Erhitzung 

沼液回流 

Rücklauf 

P1 

P2 

P3 

P1：浮渣排除装置 

P2：底部刮砂装置 

P3：搅拌器 

 

 有机物损失少 

 适用于多杂质进料 

 能耗低 

FITEC预处理系统 消 
化 
罐 

 可接受高含固率进料 

 可与城市粪便、生活污泥协同处理 

 不间断除杂，防止池内积层 

 浮渣排除系统可主劢调节消化池内含固率 

 池壁及池底具有加热和冷却功能 

中温厌氧处理工艺流程 



重点案例介绍 >>> 案例四  德国厌氧发酵技术引进 

引进德国技术优势： 

※ 预处理工艺短，系统运行稳定，运行成本低； 

※ 自动化程度高，节省人工（可节省40%以上人工）； 

※ 厌氧罐进料含固率可达22%（传统低于12%），降低污水产量； 

※ 厌氧预处理不需除沙、除杂（罐内除杂除沙）； 

※ 产气率高，吨产沼气≥110Nm3（传统产气率65-80Nm3）； 

※ 沼气甲烷含量高，可达75%（通常55%-65%）。 



重点案例介绍 >>> 案例四  德国厌氧发酵技术引进 

英国/UK餐厨垃圾18,000 吨/年 

奥地利/AUS餐厨垃圾12,000吨/年 

德国/DE厨余垃圾25,000 吨/年  

重庆江津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德国技术国内应用案例） 

 引进的技术已在全球范围内建设运营项目21个，在国内重庆江津餐厨

垃圾处理项目上稳定运营近两年。 江津区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建设规模

200t/d，沼气产量≥110Nm³/吨。 



深圳市盐田区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特许经营项目 

深圳市坪山新区餐厨垃圾一体化处理特许经营项目 

株洲餐厨废弃物处理BOT项目 

盐田区餐饮单位其他生活垃圾清运项目 

深圳市盐田区园林绿化垃圾处理项目 

坪山新区大件家具、树枝叶收运处理服务 

深圳市园林废弃物粉碎场项目 

云南省元谋县农村人居环境项目 

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整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PPP项目 

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生活垃圾全资源综合处理厂项目工程 

六枝特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场 

三、其它固废业绩及方向 



THANK YOU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8133号     

          农科商务办公楼8楼 

邮编：518040 

电话：0755-83239397 

传真：075582927550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