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区内，一台台垃圾处理设备整齐划
一，高大先进。 封闭式操纵平台操作区与
垃圾存放区严格分开，即使是站在巨型垃
圾池对面，也闻不到一点异味。 整个生产
过程实现了无污染，无公害。 厂区的面貌
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垃圾处理场的固
有印象。

“我们采用的是国际领先的炉排式垃
圾焚烧发电技术，设计规模日焚烧处理垃
圾 5000 吨，最大日发电量近 200 万度。 ”
段佳告诉我们，该垃圾发电厂目前配置了
6 台 850 吨 / 日三段式炉排垃圾焚烧炉
和 4 套 25 兆瓦汽轮发电机组。

目前， 长沙每日处理生活垃圾约
7000 吨，此前处理方式以卫生填埋为主，
该处理方式占地面积较大，产生的填埋气
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且随着填埋堆体
的升高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而全市唯一
的生活垃圾处理场所———长沙市城市固
体废弃物处理场自 2003 年投入使用至
今， 已经难以承受与日俱增的生活垃圾
量。 垃圾发电，来得正是时候。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有了焚烧
发电才算有了好归宿。 用垃圾发电，可使

体积减量 90%以上，且高
温焚烧处理了有毒有害
物。这里的发电量，相当于
年节约 20.7 万吨标准煤，
同时减少二氧化硫等气体的
排放。既创造了经济效益，又能
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党委书记、局
长邓鹏宇表示，该项目的运行，标志着长
沙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由过去的“单一填
埋”升级为“清洁焚烧”综合处理体
系，从根本上破解了“垃圾围城”“废
料围城”问题。 自今年运行以来，
累计焚烧生活垃圾近 190 万吨、
发电量约 5 亿度。 长沙生活垃圾
日均填埋量下降至 1500 吨，生
活垃圾焚烧率达 80%，垃圾填埋
产生的臭气影响逐步下
降， 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固废处理
场周边环境
不断改善。

前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再一
次上升到了关乎民族和国家命运
的高度。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垃圾焚
烧发电，应运而生。2010 年以来，
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厂以每年约
30 座的速度增长。 预计到 2020
年， 我省将实现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处理设施覆盖 14 个市州，设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总
处理能力的 50%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 作为后起之
秀的垃圾焚烧，在我国已有近 30
年的发展史。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面
对紧张的人地关系和“垃圾围城”
的现实， 填埋处理等手段早已不
堪重负， 垃圾处理设施普遍存在
超负荷运行现象。 按照垃圾处理
“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 ”的要
求，垃圾焚烧属于“无害化”环节，
是垃圾最末端的处理方式之一。

2018 年 1 月 18 日，由浦湘
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项目业
主采用 BOT 模式投资建设和运
营的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
理（清洁焚烧）项目，正式并网试
运行， 标志着长沙市将逐步告别
垃圾填埋时代， 实现生活垃圾清
洁处理。

在长沙，每天都会产生数千
吨生活垃圾。 这些垃圾最终会被
如何处理？

驱车沿黑麋峰蜿蜒的山路
行驶，一路逶迤起伏，苍翠欲滴。
几经曲折面前豁然开朗， 脚下，
青草、野花、树木，弥漫着暗香浮
动的清新空气；不远处，冷却塔、
烟囱 、垃圾储坑 、焚烧发电厂房
等涂装不同颜色的建筑鳞次栉
比。 无法想象，这竟是垃圾焚烧
发电厂！ 沿着一号厂房的参观通
道，每走一段就有不同颜色的灯
带，预示着进入了不同的处理车
间。 透过清洁焚烧中心垃圾吊控
制室的玻璃幕墙，一个巨大的抓
斗从垃圾池内缓慢地将垃圾抓
起，把它们从燃烧到千度高温的
焚烧炉顶端投进去，焚烧炉内的
高温迅速将垃圾烤干焚烧。 “有
了垃圾焚烧发电，长沙的生活垃
圾最终会告别填埋！ ”浦湘公司
副总经理段佳指着正在大口大
口 “吞食 ”垃圾的现代化焚烧设
备，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微笑。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把节能
减排和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
来 ， 生活垃圾处理实现了无害
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这不仅给
项目所在地带来实实在在的经
济效益，而且以巨大的垃圾处理
量成就长沙 “城市清道夫 ”的美
名。

一切民生工程的落脚点， 便是造福
百姓。 这也是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
处理（清洁焚烧）项目建设的初衷。

垃圾处理是城市发展绕不过的一
环，从挖坑填埋，到卫生填埋，再到清洁
焚烧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垃圾的
认识越来越清醒、深刻，处置垃圾的方法
和技术也越来越进步， 保证了人们干净
整洁的生存环境， 同时不断降低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

以前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生活垃
圾，在这里经过处理后，竟然成了难得
的资源。 燃烧后的炉渣集中制作成地
砖， 用于公园或是城市绿化带铺设通
道；飞灰通过布袋过滤收集螯合固化后
安全填埋，废水清洁处理后再用作冷却
水；燃烧产生的热量，被源源不断地输
送到热能发电车间，发出的电能输入国
家电网，成为人人喜爱的清洁能源造福
老百姓。

同样“蝶变”的是长沙市固体废弃物

处理场周遭的环境。 2003 年至今约
2600 万吨垃圾填埋此处。 曾经，扑鼻的
臭气让人望而却步。焚烧项目建成后，大
部分垃圾进入密封厂区清洁燃烧， 同时
填埋场也进行了综合处理， 山林掩映处
的“垃圾场”变成了科技范儿十足的“工
业区”。

目前， 固废处理场内污泥与生活垃
圾清洁焚烧协同处置二期工程和灰渣填
埋场项目正在筹建。 项目建成后可协同
焚烧生活垃圾 2800 吨 / 天，届时长沙的
生活垃圾将实现全量焚烧， 灰渣填埋场
将可满足 40 年长沙市垃圾焚烧飞灰无
害填埋处理需求。

根据规划，从 2020 年开始固废处理
场填埋区将逐步实现封场， 转型为集生
活垃圾、 污泥和垃圾渗沥液综合协同处
理的环保工业园和集环保工艺展示、环
保教育为一体的环保科普公园， 发挥固
废场的优势，变“邻避效应”为“邻利效
益”，实现与周边共享发展。

在人们想象中， 垃圾焚烧意味着恶
臭扑鼻、黑烟滚滚。事实上，经过 30 多年
的技术引进、吸收和国产化，垃圾焚烧处
理技术装备日趋成熟， 现代化的垃圾焚
烧发电厂已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重
要方式。

为了减少公众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
误解，今年上半年，长沙市多次组织群众
赴该项目参观运行中的垃圾焚烧发电
厂。“完全没想到，工厂干净整洁，几乎没
有臭味。 ”一位参与参观活动的望城区桥
驿镇沙田村村民说。

清洁焚烧不是简单的一烧了
之， 而是一套严格细致的工

艺流程。 它包括了垃圾
焚烧处理系统、 余热
发电系统、 烟气净
化系统、 飞灰固
化系统等，通过
这一系列处理
降低对环境的
危害。

“比如二
噁英，当温度高
于 850℃时，二

噁 英 会 完 全 分
解， 因此我们焚烧

炉 的 温 度 保 持 在
1000℃左右。 ”段佳举

例道。项目采用清洁焚烧工
艺，焚烧炉、抓斗系统、烟

气净化装置等关键设
备、技术均具备全国
一流水准。 严格控
制恶臭气体和烟
气排放， 卸料大
厅 为 全 封 闭 设
计， 进出口设置
空气幕，内部设喷

雾除臭系统。 焚烧炉可将臭气用高温分
解，项目烟气净化系统采用组合工艺，处
理后的烟气达标后通过 180 米高的烟囱
排放。

具体而言，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
热量可转化成电能， 大概 1 吨垃圾至少
可以转化成 280 度电； 焚烧产生的废气
则会经过 3 个步骤处理，确保达标排放：
一是喷射熟石灰浆液中和氯化氢和二氧
化硫， 二是喷射活性炭吸附二噁英和重
金属、 喷射熟石灰粉进一步中和酸性气
体， 三是通过布袋除尘器过滤掉 99.8%
以上的粉尘。

“这个项目的投入运行可以说从根
本上把填埋垃圾臭气扰民的问题解决
了。 ”长沙市望城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彭亮说，之前有人担心垃圾燃烧的排放
物可能污染环境，但烟尘气体经过烟气
净化系统后是完全达标的，二噁英的控
制比欧盟标准还严格，“你看大烟囱，现
在看不出来在工作，其实排放的是洁净
的气体。 ”焚烧过程中的烟气经过处理
排放到空气中并不会对空气质量造成
影响。

项目运行以来， 清洁焚烧项目大门
处电子屏实时公开主要污染物排放指
标，在线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到环保部门。
长沙市城管局对项目的运营情况进行
24 小时驻厂监管，并建立了固废工作监
管平台（软件平台），实时监控进场垃圾
量、焚烧工况、烟气污染物排放指标，实
时公布监测数据。同时，长沙市望城区桥
驿镇挑选了 16 位当地村民作为监督员，
监督固废处理运营情况。

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高透明度运
行、 高水平的废气清洁处理与控制使得
这种废物处理方式在民众中获得普遍认
可， 在焚烧设施建设审批过程中也得到
公众广泛参与。

无害处理 垃圾有了“好归宿”

透明运行 臭气成了“发电宝”

系统布局 固废场将变“绿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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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生活垃圾
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
烧）项目。

汽轮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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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抓斗控制室

垃圾抓斗

垃圾填埋作业

垃圾焚烧项目二期工程效果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