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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高校概况

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杉达学院是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背景下，于 1992 年 6 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部分教授发起创办的全日制民办大学。1992 年 8 月，经上海市高等教育局

批准筹办，校名为“杉达大学”，学校现有上海浦东、浙江嘉善两个校区，占地 808 亩，建

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设有胜祥商学院、管理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外语学院、艺术

与设计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上海现代服务外包学院、公共教育学院、嘉善光彪学院（校

基础部）、沪东工学院、时尚学院、传媒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创新

与创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二级学院，30 个本科专业，覆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

工学、管理学、艺术学、医学、教育学等 9个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生 1.28 万人，其中本

科生 1.19 万人；建校以来，培养了 3.4 万名各级各类人才。教职员工 746 人，其中专任教

师 547 人，副高级职称以上占 30%，硕士学历以上占 80%。我校浦东新区，每天产生的餐厨

垃圾量约 5桶，240kg/桶，1.2 吨/天, 54 元/桶,150 桶/月 ,每月费用 8550 元，每年约 10

万元。学校通过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容环卫收费管理中心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由其负责

无害化处理。

近几年以来，学院积极发挥工会、团学组织的作用，利用多种新式积极开展创建节能

环保校园的宣传教育活动；配合上海市能源统计局，规范了学院能源消耗数据，进一步梳理

了学院用能情况，为科学评价用能效率、明确下一步节能方向提供了依据。同时，在保证教

学投入和教职工待遇适度增长的前提下，多方筹措资金，认真落实节能减排工作目标。



二、项目实施前状况

我校金海校区，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量约 5 桶，240kg/桶，1.2 吨/天, 54 元/桶,150

桶/月 ,每月费用 8550 元，每年约 10 万元。学校通过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容环卫收费管理

中心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由其负责无害化处理。

三、项目的示范目标及主要内容

1.项目提出的依据和必要性

学校的人口密集度较大，每日餐饮垃圾的产生量特别大，我校每日产生餐厨垃圾高达约

1.2 吨，由于餐厨垃圾极易腐烂变质，处置不当极易对环境造成污染。根据《上海市单位生

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沪府发〔2004〕32 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高

校生态文明教育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后〔2017〕3 号）等文件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我校餐厨垃圾处置方法，特提出此项方案，以解决我校餐厨垃圾源头资源化、无害化

处理的问题。

1.2、餐厨垃圾能源化的必要性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市餐厨垃圾、地沟油的处理一直困扰着各级政府及城市的管理者，又

是最头疼和棘手的，也是必需要科学地处理的涉及民生的一件大事。至目前为止，大部分餐

厨垃圾传统的处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征用土地填埋：其渗滤液严重污染地下水和浪费大量的土地资源；

2. 焚烧发电：产生的二噁英严重污染空气，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致癌、致畸作用。毒

在当代，害在千秋。目前世界上还未有有效的解决方法，该处理方法正在逐步淘汰；

3. 直接用于牲畜饲养：成分的多样化造成严重的垃圾污染现象，同时容易导致各种疾

病的传播；

4. 被不法商贩加工成地沟油卖给餐饮企业，危害人类身心健康；

5. 随意丢弃：严重污染城市环境卫生，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6. 运用微生物技术进行就地资源化处理，操作简便，进行循环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之路。

因此，餐厨垃圾的危害完全是与它的复杂成分有关，它是油、水、果皮、蔬菜、米、面、

鱼、肉、骨头、死动物、禽畜并辅以废餐具、塑料、纸巾和其它无机物混杂其中。其含水量

高，占 80-90%,有机物、油脂、盐份含量高，易腐烂变质、发酵、发臭，易滋生寄生虫、卵

及病原体微生物和霉菌毒素。其有害物质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的罪魁祸首。



综上所述，要充分地认识到科学地治理好餐厨垃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 要改善餐厨垃圾收运现状，最科学的方法是就地生化处理使废弃物彻底的生化成有

机菌肥；

2. 提高餐厨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能力；

3. 提高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达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的目的；

4. 从源头切断地沟油的供应链，保障食品安全，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

5. 就地资源化后既节约土地，又减少运输车辆，也将政府专门征用土地和建设大型处

理厂而需定期后续管理带来的风险压力转嫁给了企业，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由以上几点不难看出，一个城市进行分散和相对集中就地资源化处理项目实施后，既

不浪费土地，也不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建厂房设施，更可把千家万户的污染源分散到就地制

成生物菌肥，用于种植无公害的瓜果蔬菜及农作物，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而且同样可以解

决环卫工人的就业问题，是一个有机垃圾循环利用的产业链，是利国利民、造福人类为子孙

后代积德造福的善举。

2.建筑基础情况、总面积

房建筑总面积：98㎡ ， 设备 JSWC1000 占地面积 10㎡，

3.项目技术方案

厨垃圾就地生化处理项目的目标是实现食堂参出垃圾完全就地消灭，做到参出垃圾不出



校门。实现餐厨垃圾无害化、节能型减量的同时，实现有价值的、安全的资源回收利用。

项目拟采用餐厨垃圾机来处理我校的日常餐厨垃圾，该机使用从自然界中提取的微生物

菌群将餐厨垃圾完全分解成水，微生物菌剂的应用安全已经中国微生物研究所检测并获得上

海市环保局批复

以食堂作为处理的主体，就地处理餐厨垃圾的项目解决方案。

计划在每个食堂边上安置日处理量为 1000kg的处理机一台。

（1）、督促用餐者和食堂工作人员将餐余垃圾和厨余垃圾按照要求分类投放到相应的垃

圾桶并运送至食堂安置餐厨垃圾处理机处。

（2）、专人将送到餐厨垃圾处理场所的餐厨垃圾投入处理机。

（3）、处理机排放的水经处理后排放到食堂隔油池。

3.1执行的标准

整套技术、工艺所涉及的大气、噪声和污水的排放和控制分别按如下国家标

准和规范执行：

(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

(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4)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3096-93）；

(5)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96）；

(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7)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88）；

（8）《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CJJ184-2012）：

（9）《饲料中大肠菌群的测定》 （GB/T18869-2002）：

3.2示范的主要技术和节能效果

3.2.1 设备工艺性能说明

把经过初步分拣后纯度较高的餐厨垃圾用专用运输设备或工具运至各处理站。处理站值

守人员将餐厨垃圾投入脱水破碎一体机经行脱水破碎处理，处理后剩余的油水则进入油水分

离装置进行深度油水分离，收集后的油脂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水则排入化粪池。

把破碎脱水后固体成分较高的餐厨垃圾投入带有称重系统的自动提升设备内，待值守人员记

录好重量后再投入处理机。利用菌群自身的发酵热，再配以辅助自动电加热系统，使槽体内

保持 60℃~80℃的温度。通过搅拌，使槽内始终保持着好氧菌所需要的新鲜空气。利用餐余

垃圾中的高蛋白等细菌需要的富营养成份，使细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繁殖力，产生的蛋白酶、

淀粉酶、甲壳素酶（儿丁质酶）、纤维素酶、氧化酶、水解酶等，把大分子物质（餐厨垃圾

的主要成分）分解成能被微生物利用的低分子物质。当微生物摄取这些低分子物质后，将其

转变成 CO2、HO2 和少量的 NH3。经分离后以气体和水汽的形式排出，通过生物处理，有

效消除恶臭污染，避免在处理有机垃圾污染物过程中的二次污染。

经 10-24小时的高温菌群快速分解，餐厨垃圾只剩下体积容量为 10%左右的残渣。细碎

的残渣是有机肥基料，可直接用于花草树木的施肥，或装袋入库，以后调配成无机、有机复



混肥或生物有机菌肥。

3.2.2工艺流程图

3.2.3 设备一体化概图

设备一体化说明：

按照上述“一体化设备的摡图”可以看出设备处理工艺一体化程度比较高而且非常合理。



 提升机的一次性提升设计根据设备的处理量分为：

 日处理 1000kg 设备以上采用标准的 120L环保垃圾桶尺寸设计。

 该设计可以做到运过来的餐厨垃圾桶通过固定装置直接自动提升，无需餐厨垃

圾倒入到专用提升机桶内。

 餐厨垃圾拉自动提升倒入至震动分选台，根据震动及分选台倾斜度，餐厨垃圾自动进入

粉碎及固液分离装置，再通过自动传送装置投入到生化处理主机内进行生化降解处理。

处理过程中无需添加辅料及加水，并设备主体无水排出。

 粉碎及固液分离机出来的油水将流入到油水分离机内，油水分离机内具有自动收集并油

脂达到一定高度自动储存至密封装置。收集桶内取油需要专人开锁才能取出，起到了油

脂规范回收和有效管控。

 设备设有自动称重功能，每天投料的重量自动合计显示在主机的显示屏。方便操作人员

管控投料时投料总量。并显示屏内自动记入每一天的投料总量，以便监管人员监管每天

投料情况，防止餐厨垃圾即地沟油流入到黑市场。

 粉碎装置采用切削工艺，采用两端有固定刀，中间两根对斜齿刀片；可以避免粉碎过程

中物料的飞溅，并且防止饭碗等较大物体进入粉碎机内。该工艺粉碎刀片耐用无需经常

更换。

 震动分拣台，需人工进行分拣。根据多年的处理经验，难免塑料袋筷子等掺加在运过来

的餐厨垃圾内。塑料袋筷子等目前很难做到设备仪器自动分拣。

3.2.4 设备功能和技术说明

3.2.4.1 自动提升功能

功能说明：提升装置按照标准环保垃圾桶尺寸设计，除人工控制升降开关外，无需任何其它

人工辅助；

支架：SUS304不锈钢方通焊制；

提升动力：1.5KW刹车减速马达；

提升链条：采用 6分标准链条；

挡板：四面设有挡板：采用 SUS304不锈钢板折弯



3.2.4.2 振动分选功能

功能说明：物料根据震动及分拣台的倾斜自动流入到粉碎固液分离一体机内。分拣需人工进

行分拣。根据多年的处理经验，难免塑料袋筷子等掺加在运过来的餐厨垃圾内。塑料袋筷子

等目前很难做到设备仪器自动分拣。

振动台：容量为可处理 120L垃圾；台板 3mm间隙直空间隙不锈钢板

支架：槽钢+60*60铁方通焊制；

四周围板采用 1.5mm 不锈钢板折弯；

振动马达采用 0.4KW台产专用振动马达；



3.2.4.3 粉碎功能（粉碎固液分离一体机）

功能说明：对物料进行切削，该工艺采用两端有固定刀，中间两根对斜齿刀片；可以避免粉

碎过程中物料的飞溅，并且防止饭碗等较大物体进入粉碎机内。该工艺粉碎刀片耐用无需经

常更换。

箱体：采用 10mm 钢板组接，螺栓固定；尺寸为 350mm*350mm
粉碎刀具：4Cr合金钢；

主轴采用: 特种钢精加工成型；

粉碎精度：粉碎后为 15mm 大小的物件



3.2.4.4 固液分离功能（粉碎固液分离一体机）

功能说明：通过螺旋挤压式物理方法使物料脱出水分，并将物料和废水有效分离。

压榨型式：螺旋挤压式分离

压榨类型：厨余及餐厨垃圾

压榨机体：10#槽钢支承，铁板拼焊箱体；

机体封板：采用 1.5mm SUS304不锈钢板折弯。



3.2.4.5 油水分离、油脂自动管控一体化功能

功能说明：通过隔油装置，使废水中水与油脂实现分离，并对油脂进行收集的功能，对油水

分离器分离的油脂进行自动收集并油脂达到一定高度自动储存至密封装置。收集桶内取油需

要专人开锁才能取出，起到了油脂规范回收和有效管控。该产品就是使含油污水在重力作用

下，借助油水比重差，采用自然上浮法分离去除废水中的可浮油与部分细分散油。

进水含油浓度：不受限制

出水含油浓度：三级排放标准

油的去除率：>90%
工作压力：常压

可分离油的比重：<1
可分离最小油珠的粒径：60um
油珠上浮速度：0.2mm/s
制造材质；SUS304不锈钢

污水处理：过滤后的污水加入处理菌剂，达到排放标准；



3.2.4.6 自动传送功能

功能说明：通过机械转送装置把粉碎脱水后的物料自动投入到设备主体内，无需人工辅助实



现自动送料的功能。

动力系统：采用 200W
支承架：40*40铁方通焊接支承；

输送带：W=400mm，采用 3mmPU带输送；

两侧挡板：1.5mm 不锈钢板折弯；

3.2.4.7 生物降解功能

功能说明：利用微生物菌种通过 8-24小时进行发酵降解处理；

机体外壳：1.5mm 冷板；

处理桶：3.0mm SUS304不锈钢；



桶体加强：40*40*2mm SUS304不锈钢；

外壳机架：60*60*3mm 铁方管组焊；

传动链条：6分标准链条；配涨紧装置；

表面处理：SUS304不锈钢抛光

3.2.4.8 气体净化功能

功能说明：针对发酵仓气成分复杂、气量大的特点，通过利用活性炭吸附的手段实现气体净

化，从而达到气体排放要求的功能；

日处理 1000kg 设备放置在设备外 L1200*W600*H600mm；

机体外壳：耐高温硬塑材质。



日处理 1000kg 设备



3.2.4.9 自动控制、液晶操作屏幕界面一体化功能

功能说明：设备通过预定设定的 PLC 程序，按照预设的工作流程无需人工干预实现自动化

运行；通过液晶显示端直观的反映设备即时运行状态，并进行有效操作。

设备设有自动称重功能，每天投料的重量自动合计显示在主机的显示屏。方便操作人员

管控投料时投料总量。并显示屏内自动记入每一天的投料总量，以便监管人员监管每天投料

情况，防止餐厨垃圾即地沟油流入到黑市场。

Ａ、安全保护对策：

电源缺相报警

过负荷报警

设紧急停止按钮

设电流指示；

设温度湿示

施工规范：A、电源三相色为：R----红色、S----黄色、T----绿色、N----黑色

B、元件布置完成后，在靠近元件处贴标签，标识其名称，危险处贴危险标志。

C、控制箱到机体之间,采用金属线槽或软管套线,接合处使用接头。

D、经常活动处配线使用耐绕电缆。



E、控制箱到机体之间控制线留有备用线。



3.2.4.10 自动出料功能

功能说明：通过触摸屏界面《出料开、关》功能键，无需人工辅助通过机械方式自动完成仓

内物料出料。



3.2.5 设计与制造说明

 依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我们将按照行业规范，做作出合理的产品设计；

 并在与用户的交流过程中，不断优化方案设计；

 -以保证产品设备的长期安全可靠、稳定运行和物流通畅迅捷为原则；

 运用价值工程手段和专业经验提供专业设计、满足用户需要；

 严格贯彻产品的设计制造安装运行等执行标准：

 保证生产使用技术文件准确、完整、统一，清晰、现行有效。

 保证按设计周期完成设计工作量。

 设计过程以技术协议为指南，以 ISO9001准，严格按设计过程网络计划进行。

 经处理后的物料减量率 90%（湿基）。

 处理设备进出料口、降解主机、搅拌装置、加热板、通风和废气处理装置组成，并具有

保温、自动运行和运行状况显示功能。处理设备设计使用寿命≥10年。

 处理设备密闭，不出现渗漏现象，通风量可调节，废气应经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达标排

出。

 搅拌器主电机有过载保护装置，运行模式应可调节，并具有手动、自动操作和出料功能。

运行情况显示屏可显示温度、搅拌器和通风装置的工作状态等。

 处理设备表面平整，无明显凹凸痕、划痕、毛刺及无尖锐棱角等。反应器及与物料接触

的零部件应采用不锈钢材料制作。

 整机电气系统运转及超载运转符合 GB 4706.1标准要求，电器线路排列整齐、规范，接

头应标明编号。控制、信号、电机及电路绝缘电阻不小于 10 MΩ。接地良好，有明显

接地标志，接地电阻值不超过 0.1Ω。

 机仓及与物料接触的零部件采用优质 SUS304不锈钢材质，耐用耐腐蚀，机仓不会出现

渗漏现象；

 保证按设计要求生产出合格产品；

 所有原材料的采购均采用正规渠道采购，生产过程严格步骤控制：

 从原材料、外购件、标准件进厂到制成最终产品的全部过程采取控制，使整个过程处于

受控状态；



 严格按生产网络计划行事，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生产作业大纲；

 操作人员应完全理解技术文件特殊工序、关键工序的操作人员在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严格按图施工；加强质量检验，一旦发现废品或超差立即隔离区分；

 对外购件、外协件、标准件应有质量记录和验资料；

 部分产品必须经试验、终验后方可出厂；

 邀请买方随时到我公司来检查质量。单机及重要部件在生产厂做试验并将结果记录建档，

用户可派员参加检验。

3.2.6 设备特点

 微生物低温发酵降解；

 设备占地面积小；

 源头就近及处理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降解后转化成有机肥，可用于改善土壤，作为植被的天然肥料。

 全自动，减少不必要的费用。

 无臭气排放。

 垃圾减量：高效降解可以把餐厨垃圾达到 90%的减量化。

 降低运输成本：大大减少了环卫的清运次数避免了垃圾在运输途中的二次污染。

 增加填埋场使用年限：就地减少垃圾量,增加了填埋场的使用年限，可由原来的 10年增

加至 15至 30年左右，同时也节约了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

 有机物经过生化无害化处理后的城市垃圾，大大增加焚烧厂焚烧热值，减少二噁英的产

生。

 降低污染：减少土地污染。

 减少废弃电池等有毒物质会对人类产生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

 减少对空气污染，抑制腐败细菌的生长，降低沼气，氨和琉化氢的产生，减低大气污染。

 有效地减少碳排放量。



3.2.7 资源利用效果

经济效益对比表

就地处理（使用后） 垃圾回收（使用前）

日产出垃圾/

天
1吨 1吨

产出高蛋白肥

料、饲料
0.1 吨 0

收益 260 元/吨*30 吨/年=7800 元/年 0

减量化 90% 0

成本计算
32kw/h*10h*300 天*0.6 元/度

=5.76 万/年

6 桶*54 元/桶*300 天=9.72

万/年

合计 5.76 万-0.78 万=4.98 万/年 9.72 万/年

社会效益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填埋 、焚烧

（1）实现零污染排放。

（2）有机垃圾的减量率达到 90%以上，约 10%的产出物即有机菌肥。

（3）日平均处理 1000 ㎏左右有机垃圾，耗电量在 150 度左右（自动控制调节，

间息运转的耗电量）

（4）处理过程中无需添加水，也没有污水排放。

（5）本设备为连续运转分解，不需停机，操作为间隔性投料后累积到半个月

左右会自动溢出肥料。

（6）分解时的最佳温度：80℃-90℃

（7）分解时最佳湿度：40%-50%

产出物技术和无害化指标

项目(单位) 资源化采用值

水分(%) ≤20%

有机质（以 C 计）(%) ≥20

pH 6.0～7.0



项目(单位) 资源化采用值

蛔虫卵死亡率(%) 95～100

大肠杆菌值 10-1

汞及化合物（以 Hg 计）(mg/Kg) ≤0.1

镉及化合物（以 Cd 计）(mg/Kg) ≤0.1

铬及化合物（以 Cr 计）(mg/Kg) ≤10

砷及化合物（以 As 计）(mg/Kg) ≤3

铅及化合物（以 Pb 计）(mg/Kg) ≤3

粗蛋白(%) ≥17

沙门氏菌 不得检出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不得检出

肥料使用方法

本肥料中含有大量的有益菌，并含有大量的氮、磷、钾等营养成分，含养分比一般的肥

料高出许多，可作为基肥和前期追肥使用：

1、施肥量：

地埋蔬菜类

（土豆等）

地上蔬菜类

（白菜等）

水果类

（树类）

花草类

1 ㎥ 施 0.25㎏ 1 ㎥ 施 0.5㎏ 1 ㎥ 施 1.25 ㎏ 1 ㎥ 施 0.25㎏

2、施肥方法：

花草类：作为基肥。

深埋入地下 15 ㎝土壤施肥，尽量避免种子及根部直接接触。

蔬菜基地：作为基肥及前期追肥使用。

作为基肥，根据上述施肥量，均匀搀和至地深 15 ㎝左右的栽培土壤。一般播种或移栽

之前 10—15d 为佳。

作为前期追肥，应在收获前 20 天之前施用。施肥深度一般在 5—15 ㎝。

水果基地：作为基肥和前期追肥使用。

果树可用于树冠滴水线内适当位置开沟均匀环施，施肥后一定要覆土，覆土深度也就是

施肥深度。

4.采用的节能环保设备、材料和产品清单

餐厨垃圾能源化处理设备广泛应用于企事业单位、学校、宾馆饭店、农贸市场、社区街道、

新农村等进行餐厨废弃物处理的首选设备。该设备完全符合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节约



型循环经济的要求，实现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的目标。根据日处理餐

厨有机废弃物的量，有多个不同的型号规格选择。

餐厨垃圾能源化处理设备

设备型号 JSWC1000

日处理量 1000kg

重量 5530kg (含高架台)

设备占地面积 10 ㎡

其中：搅拌减速电机 5.5kw

电加热 24.2kw

风机 2.2kw

投料口电机 0.5kw

投入口尺寸 840X750(mm)

出料口尺寸 550X350(mm)

处理设备本体参考尺寸：长 X宽 X高 L4783*W2027*H4480(mm)

前处理装置（分选、粉碎、固液分离、油水

分离、传送带等）

L1600*W2500*H2350(mm)

产品清单

编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材料

1 主机 JCWC1000 1
不锈钢

2 气体净化装置 1 不锈钢盖板

3 挤压破碎一体机

(固液分离)
1

不锈钢

4 提升机 1 高碳钢

5 油水分离 1 304 不锈钢材质

配件清单

序号 型号及规格 名称 备注

1 XMTG5011（欣灵） 温度控制仪

2 HHS6-1（欣灵） 时间继电器



3 HHS6R（欣灵） 时间继电器

4 LC1E01210M5N（施耐德） 接触器

5 LC1E1810M5N（施耐德） 接触器

工具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电流表 1

2 测温仪 1

3 电笔 1

4 十字螺丝刀 1

5 一字螺丝刀 1

6 8-10 开口扳手 1

7 10-12 梅花扳手 1

8 尖嘴钳 1

9 老虎钳 1



5.项目节能环保量测算和监测方法

第三方国家权威检测机构

检测项目 检测机构 监测方法（依据）

“有机菌肥”检测
上海市农业环境保护监测

站
NY525-2012/GB18877-2002/NY-T296-1955

工业废气检测
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HJ534-2009/HJ479-2009/HJ482-2009/GB-T154

32-1995/GB-T14675-1993

餐厨设备质量检测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所
GB5226.1-2008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

“能耗、减量率、分解

时间”检测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

《餐厨及厨余等有机质垃圾无害化处理设备测

试》

“JS 微生物菌种”急性

皮肤刺激性试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

“JS 微生物菌种”斑马

鱼急性毒性试验

《水质 物质对淡水鱼（斑马鱼）急性毒性测定

方法》（GB/T13267-91)

“JS 微生物菌种”沙门

氏菌、志贺氏菌、大肠

杆菌

NY227-94《微生物肥料》 GB18466-2005《医疗

机构污水排放标准》

“JS 微生物菌种”急性

经口毒性试验

《化学毒品性鉴定技术规范》2005《化妆品卫

生规范》2007

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心

噪声测试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GB4793.1-2007《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

备的安全要求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环保用微生物菌剂环境

安全性评价报告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国家标准 GB/T18869-2002《饲料中大肠菌群的

测定》



6.项目的实施计划

项目建设主要进度分为：施工前准备阶段、施工阶段、调试阶段、试运行阶段、验收阶

段等 5个大项目，其中施工前准备阶段、施工阶段、调试阶段 60 天内完成，各阶段具体内

容及时间计划如下：

施工前准备阶段：

 施工图纸及其它技术文件的审核、施工进度计划表的制定、施工人员的确定；

 施工主要材料采购、现场临时水电建设建设。

施工阶段：

 餐厨垃圾处理机、油水分离设备、破碎机等设备生产及进场的布置；

 施工设备的撤离，处理站场地的清理。

调试阶段：

设备水、电、气路的连接，整个处理系统设备的性能参数调试；

试运行阶段：

处理系统投入少量餐厨垃圾，进行试运行：一周。

验收阶段：

项目组准备项目验收材料，主管单位进行项目施工验收。

安装施工预计进度表：

在签订合同后 55 天内完成全部设备供货、安装工作。计划进度如下：



四、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实施内容资金测算明细表

序号 实施内容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单价 数量 总额 测算依据 备注

1 设备主机 JSWC1000 台 1250000.00 1 1250000.00 产品成本

2 气体净化装置 台 19800.00 1 19800.00 产品成本

3
挤压破碎一体机(固液

分离)
台 69200.00 1 69200.00 产品成本

4 提升机 台 11800.00 1 11800.00 产品成本

5 油水分离 台 7900.00 1 7900.00 产品成本

A 设备总价 1358700.00 产品成本

6 房屋（98 平方米） 间 190000.00 1 190000.00 工程量

7 绿化搬迁 项 1000.00 1 1000.00 工程量

8 室内地坪 项 10000.00 1 10000.00 工程量

9 排污管道 批 1000.00 1 1000.00 工程量

10 自来水管道 批 1000.00 1 1000.00 工程量

11 电（380 伏）及管道 批 1000.00 1 1000.00 工程量

B 土建总价 204000.00 工程量

12 辅材费 批 (A+B)*0.3% 1 4688.10 工程量

13 安装调试费 项 (A+B+12)*15% 1 235108.22 工程量

14 设计费 项 (A+B+12+13)*0.5% 1 9012.48 工程量

15 税金 次 (A+B+12+13+14)*5% 1 90575.44 工程量

本页小计 A+B+辅材费+安装调试费+设计费+税金 1902084.24

累计 19020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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