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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垃圾的处理现状及改进策略研究
王宝山

（瓦房店中部垃圾综合处理厂，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生活垃圾的问题，而如何处理这些垃圾，非常值得深思。本文以“生活垃

圾的处理现状及改进策略”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总结了生活垃圾的特点，然后论述了当前我国生活垃圾的处理

现状以及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阐述了目前国内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工艺以及发展趋势，以期本研究能够为广

大从业者带来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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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生活垃圾的问

题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如何让这些生活垃圾走

上资源化、环保化以及可回收利用、减量化的道路，

促使其“变废为宝”，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深思和研

究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

的进步，国内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

技术和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过程中仍有不足

和有待优化之处，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

1 生活垃圾的特点阐释

就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现状来看，生

活垃圾所包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1 垃圾产量存在明显的波动性

这里所谓的波动性是指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

周期里，生活垃圾的产生数量会存在波动，即便是同

一地区在不同的时间，也会因为种种外部因素及内部

因素，出现“量”上的变化。通过统计，可以明显看

到的是，国内的生活垃圾产量在一年四季当中呈现出

明显的波动性，即第一季度生活垃圾数量最多，第二

季度明显减少，第三季度到达一年当中的最低点，而

第四季度又开始出现反弹。这种有规律的波动对于各

地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理方式、收集时间、居民的生活

习惯也会产生一定的规律性影响。

1.2 生活垃圾的成分十分复杂

生活垃圾的种类多、成分复杂，其物理成分很容

易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城市发展和建设规

模、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以及气候条件、居民饮

食结构以及生活习惯、居家能源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下，不同地区的生活垃圾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为种种因素所影响，生活垃圾的种类分布情况也呈现

出一定的规律性。通常情况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较

之不发达的地区，有机物更多，无机物更少；夏季产

生的生活垃圾含水率、污染程度明显高于冬季所产生

的生活垃圾。而且随着燃气等资源在居民日常生活中

的普及，生活垃圾当中无机炉灰具的比例明显处于逐

渐降低的状态。

2 我国生活垃圾的处理现状及问题总结

当前，国内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有填埋、堆

肥以及焚烧三种方式，而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显示，在

这三种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当中，堆肥式的处理方式明

显处于日渐萎缩的状态，由此观之，填埋仍然是目前

最为主要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1]但是这样的操作和处

理方式不仅会对环境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而且容易

因土地资源与生活垃圾处理之间的问题而产生尖锐矛

盾。举例来说，我国的华中以及华东、华南地区人口

密度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这既说明这些地区存在土地

资源稀缺的现实问题，也说明这些人口密集的地区产

生的生活垃圾数量较多、密度较高，处理的任务重、

压力大。而且根据数据显示，在我国已有的近乎 700

座的生活垃圾处理场所中，用以进行垃圾填埋的场所

一共有 547座，每年大约能处理一亿吨的生活垃圾；

用于焚烧的垃圾处理中心有 100余座，实际能够处理垃

圾的能力在每年 2600万吨；实际用于以堆肥形式进行

生活垃圾处理的站点有 21座，能够处理的垃圾数量在

427吨每年。[2]

由此可知，尽管生活垃圾通过填埋和焚烧的方式

进行处理已经比较普遍，但是用其进行堆肥，整体而

言却处于日渐萎缩的状态。因为通过焚烧的方式处理

生活垃圾本身具有占地面积小、时间损耗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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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缓解城市垃圾和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具有非常明

显的作用。相对而言，国内的垃圾焚烧处理方式整体

上起步比较晚，而且为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所影

响，长期以来发展节奏比较缓慢。在国内应用焚烧方

式处理生活垃圾的过程中，往往因为操作不规范、分

类不到位以及资金缺位等情况，促使垃圾焚烧并不能

及时稳定地满足国家排放的相关标准，进而产生一系

列严重的后续问题，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由

此可知，其在短期内并不是一项值得大肆推广和普及

的技术。

3 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工艺总结

总结现实多方面因素，关于生活垃圾的处理工艺，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3.1 填埋式处理

这种处理方式在我国应用的比较早，也是应用非

常广泛的一种操作方式。但是在这种操作方式诞生之

初，填埋并没有考虑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防治问

题，所以连带性负面影响十分严重。[3]基于此，美国在

上个世纪 30年代曾经提出“卫生填埋”的操作理念，

针对场地的选择设计、垃圾成分的确定以及污染物控

制等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和规定。其具有操作简单、技

术可靠、不需要进行后续处理、对垃圾成分的限制程

度低、处理量大以及运营简单的优势。

在中国，生活垃圾的填埋设施仅仅是将垃圾进行

简单的堆放，然后依靠天然的材料来对渗滤液进行阻

隔。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国内完成了第一座卫生式垃

圾填埋场的修建，并在 90年代末完成了第一座使用

HDPE膜防渗技术建造的卫生填埋场，尽管卫生填埋整

体在中国起步比较晚，但是伴随填埋场废气废水处理

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防渗透技术的进步，这已经成为

当下国内用来进行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之一。

3.2 堆肥式处理

其主要是借助大自然生物代谢的作用，在含水率、

碳氮比合理的条件下，让微生物以固体废物当中能位

高、分子量大的有机物作为营养源，再经过生化反应

将其转化为分子量小、能位低的简单物质，促使其慢

慢稳定下来。

堆肥的主要成分为厌氧堆肥和好氧堆肥，前者的

优点在于费用低、操作工艺比较简单，缺点在于对环

境污染程度高，降解效果并不充分；后者的优点在于

机械化效率高、工艺相对成熟，如果是有机介质可以

做到完全降解，对环境污染程度低，但是缺点在于费

用高、能耗大。[4]

整体来说，堆肥技术在国内的发展起步比较早，

从上个世纪 50年代开始就已经用于生活垃圾的处理。

只不过其最初建立在农村传统的堆肥处理工艺上，也

没有形成专门用来进行堆肥处理的、成套的机械技术。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对于生活垃圾的

处理技术研发予以大力支持，并且从 90年代起就开始

慢慢推广利用堆肥的方式来进行生活垃圾的处理。经

过多年的发展，国内有关堆肥方式进行生活垃圾处理

的工艺已经基本成熟，但是因为生活垃圾当中含有很

多不可降解的成分，会增加处理过程中的分选成本，

最终导致其产出的堆肥产品较之市场上售卖的有机肥

料，竞争力相对较低。 

3.3 焚烧式处理

利用焚烧法进行生活垃圾的处理，最初可以追溯

到 19世纪中期的英国。目前出现在市场上的各种垃圾

焚烧炉种类有数百种之多，以我国著名城市为例，其

在进行生活垃圾焚烧式处理的过程中，强调以社区为

单元，将垃圾统一运输到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进而

实现了城乡一体、全覆盖、产业链式的管理处理系统，

提高了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水平。而从全国范围来

看，在漫长的焚烧式生活垃圾处理工艺发展的过程中，

较为普遍的有下述两种工艺。

3.3.1 层燃型焚烧炉

其主要包括水平往复炉排、逆推倾斜往复炉排、

滚动炉排、顺推倾斜往复炉排几种类型。因为炉排能

够实现对炉内部垃圾的充分搅动，所以其可以避免垃

圾表面出现固化的情况，并不会影响到炉内部的气体

流动和传热效果。燃烧时间的大幅度缩短，能够直接

保证燃烧的强度，燃烧、干燥等一系列处理工艺都可

以直接在炉排上完成，处理效率非常高。

3.3.2 流化床型焚烧炉

其主要包括循环换流化床焚烧炉和沸腾床焚烧炉

两种类型。但是为经济条件所影响，利用焚烧法进行

生活垃圾处理，国内在这一方面较之广大发达国家起

步晚、效果低。到了上个世纪 80年代，我国建成了第

一座现代化的用以焚烧生活垃圾的焚烧处理中心，其

凭借占地面积小、技术可靠等优势，已经成为国内用

以进行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向与选择。

4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和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生活垃圾

的产生也处在高速的状态中。倘若依然采用传统的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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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方式进行垃圾处理，不仅会大量消耗土地资源，而

且很容易导致出现垃圾围城的尴尬局面，最终也会导

致严重的二次污染发生。随着国内环保压力的日渐加

剧，大众对于生活质量以及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其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4.1 强调全方位的环境保护

即在进行生活垃圾处理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

任何一个细节都必须严格恪守国家或者地方出台的有

关环境保护的政策和要求。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生活

垃圾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对环境造成破坏、对资源造

成侵蚀，甚至还夹杂着严重浪费的过程，对其进行回

收处理或者必要的改造，也是一场颇为关键的“重塑”

行为，只有全方位地植入环保意识，才能规避这个过

程中环境污染加剧的可能性。

4.2 逐步向生活垃圾产业化处理转变

当前，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分散不集中，这样并

不利于其降低成本，提高处理效率，所以实现生活垃

圾集中处理、产业化经营，将是其未来发展一个颇为

清晰的方向。[5]换言之，在未来生活垃圾处理也会演变

成一条巨大的产业链，除了垃圾处理本身，其还有可能

与环境保护工程、资源可回收利用、能源开发等进行产

业整合，让垃圾也可以变废为宝，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4.3 逐步实现对生活垃圾的综合性管理

生活垃圾处理需要从源头着手，强调从源头开始

进行分类收集、分类处置的综合性管理，这样有助于

生活垃圾数量的逐渐减少，有助于生活垃圾可回收资

源的整合，最终可以生成以资源回收和再生为主导的

治理模式。在具体分类标准的建构方面，需要设置规

范且严谨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标志，目的在于提高居

民自主进行垃圾分类的效果以及积极性。同时，需要

加强可回收垃圾的规划以及分类管理，目的在于提高

回收价值，提高可回收垃圾的存在比例。从市政建设

和环保教育的角度来说，城市内要定期投放有关生活

垃圾处理、分类管理以及可回收利用的公益宣传资料，

提高广大居民的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回收和分类管理的效果，区

域内必须加强垃圾运输链条的开发和建设，可以通过

与交通运输公司、环保单位以及市政单位开启合作，

合力开发和优化产业链，加大对各类垃圾运输过程中

的监督管理力度，避免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

4.4 加强高科技在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的使用

如今，高科技正在慢慢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

在融入垃圾处理行业当中。比如可以借助现代化的机

械技术进行垃圾的分类，再比如可以利用生物工厂进

行生活垃圾的填埋，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渗透率

滤液的浓度，而且借助热物理传热技术所开进的垃圾焚

烧系统也可以间接提高垃圾焚烧过程中的产电能力。

同时，借助生物技术来制作的垃圾肥料可以提高

制肥的效率以及品质，借助现代化的信息系统则可以

用于综合性的垃圾管理等。再比如在一些城市当中，

为了提高广大居民的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的

意识，开发出了“回购垃圾”的设备，居民可以将具

有可回收价值的垃圾投入指定“垃圾箱”，系统在进

行分析之后，就可以对等地付予回收垃圾的居民一定

的“资金”，进而实现“卖垃圾”。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

市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因大量生活垃圾随意丢弃产生

的环境污染问题愈发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近年

来国内的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

成就，较为普遍的几种处理方式为垃圾填埋、垃圾堆

肥以及垃圾焚烧。不过在中国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和技

术不断提升的同时，必须关注垃圾的分类、回收的情况，

减少生活垃圾给环境保护带来的沉重压力以及负担。

采取垃圾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理，有助于减少生活垃圾

的数量，但需要减少焚烧对空气以及环境造成的影响，

保证烟气完全达标以后再进行排放，避免对周边地区

的民众生活以及安全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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