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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固体废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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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家居废物以及工业、商业和机构(ICI)废物是由什么组成的?

废物转化为能源(Waste-to-Energy)

利用废物来产生能量
在WtE厂中通过焚烧垃圾产生
能量的过程概述。

垃圾被倒在倾卸区

垃圾焚烧的排放物将
在离开烟囱时被过滤

蒸汽推动涡轮机
转动，从而发电

剩余的灰烬占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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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垃圾焚
烧把水加热
以产生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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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将垃圾捡起，
丢进焚化炉中

WtE是如何运作的?

一家意大利的顶级农产品加工商，Amadori SpA，
改造其鸡屠宰场和加工厂的污水处理厂

安装了厌氧消化和硝化反硝化系统

将3,180 m³/d的屠宰场废水和养殖废弃物

转化为电能和热能，供其污水处理厂使用。

您知道吗?

WtE为从废物的处理过程中使用废物，产生以
电能、热能或运输燃料（例如柴油）为形式
的能量。从半固体废物（例如污水处理厂的
浓缩污泥）到液体废物（例如生活污水）以
及气体废物（例如炼厂气）均可被使用。最
常见的方法是城市固体废物处理，而目前最
著名的用于城市固体废物处理的WtE技术是
垃圾焚烧热电联产。

WtE的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废物产量增加、
高能源成本、对环境问题的日渐关注和垃圾
填埋能力有限。

 解决废物产量不断增加而垃圾填埋能力
 却受限的问题
 减少垃圾焚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和
 减少环境污染

WtE将有助于

什么是废物转化为能源(WtE)?1

WtE的主要驱动因素2

马来西亚近期的WtE倡议4

位于森美兰州丹那美拉的第一座
SMART2 WtE厂即将

投入商业运营

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发起了两
项分别位于柔佛州武吉巴勇和马六甲

州双溪乌浪的WtE项目的招标

3+

预计每天可处理800吨的
城市固体废物

三项分别位于柔佛州泗隆、雪兰莪州
三林和彭亨州雅姆的WtE项目

预计即将开始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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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其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计划迄至 
2025年通过公私营合作建
立6座WtE发电厂。

马来西亚的WtE项目的主要特点3

其它东盟国家的WtE倡议5

商业模式：
公私营合作(PPP)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在大士供水
回收厂(TWRP)4的所在地建设
综合废物管理设施(IWMF)5，

预计将在2025年完工。

IWMF预计每天可处理5,800吨的
可焚烧垃圾、250吨的家居可回收
垃圾、400吨源头分类的厨余垃圾
以及800吨来自TWRP的脱水污泥，

并为TWRP的运作提供电源。

新加坡3

旨在于2025年，将送往垃圾
填埋场的废物减少30%。4

焚化37%的废物

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大士供水回收厂 住家和工业

印度尼西亚10越南9泰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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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大都会电力局正在探索与
私营公司Newsky Energy 

Thailand共同投资的机会，以
在曼谷建设2座新的WtE厂，

1

竣工后，它将会是越南最大的
和世界第二大的WtE厂，

12

分别在万隆市、南丹格朗市和
丹格朗市发起了3个WtE项目，
并且计划在雅加达、三宝垄、
泗水、梭罗、望加锡、勿加泗
、登巴萨、巨港和万鸦老这些

地区建设其它的WtE厂。预计每天能从1,000吨的废物
中产生35兆瓦的能量8。

每天可处理4,000吨的固体废
物并产生75兆瓦的能量。

家居可回收垃圾 可焚烧垃圾厨余垃圾

排污口

工业污水
家居污水

新生水被送回以供使用

协同效应

液体处理
多余的电力

回收材料

厨余垃圾
处理设施

污泥焚烧设施

新生水6处理厂

固体处理
泵站

材料回收
设施 废物转化为能源厂

1 国家固体废物管理局,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门 《马来西亚固体废物的成分、特性以及回收利用的现有做法的调查》2013。
2 固体废物模块深度回收和处理(Solid Waste Modular Advanced Recovery and Treatment)
3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 《综合废物管理设施》

<h�ps://www.nea.gov.sg/our-services/waste-management/3r-programmes-and-resources/waste-management-infrastructure/integrated-waste-management-facility>
4 Tuas Water Reclama�on Plant
5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Facility
6 指处理过的污水再使用膜技术和紫外线杀菌净化后所产生的高级再生水
7 泰国能源，并入《电力发展计划 (2018-2037)》的《替代能源发展计划2018》 (更新于2020).
8 Waste Management World，《曼谷的两座新废物转化为能源厂》(2021年3月25日) <h�ps://waste-management-world.com/a/two-new-waste-to-energy-plants-in-bangkok>
9 VietnamPlus，《越南最大的废物转化为能源厂即将竣工》(2021年7月12日) <h�ps://en.vietnamplus.vn/vietnams-largest-wastetoenergy-plant-nears-comple�on/204488.vnp>.
 <h�p://www.seda.gov.my/directory/registered-solar-pv-investor-rpvi-directory/>
10 The Jakarta Post，《印度尼西亚今年将招标三个废物转化为能源项目》(2019年6月27日) 

<h�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9/06/27/indonesia-to-auc�on-three-waste-to-energy-projects-this-year.html>

城市固体废物原料中的变数（例如其成分、特性、含水量和热值）会影响废物转化为能源的能源生产。

预计每天可处理600吨的城市
固体废物并产生高达25兆瓦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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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主要职责分配

 为期29年的长期特许经营权合同
 购电合同

 垃圾收费(入闸费) - 于特许经营权合同下，处理城市固体废
物的收入

 电价 - 于购电合同以及上网电价补贴政策(FiT)下，发电和售
电的收入

 其它 - 于第三方承购协议下，销售回收物以及处理第三方的
废物的收入

收入来源

合同安排

公共部门

 支付垃圾收费和电价
 项目的长期土地租赁
 财政激励
 制定可交付成果和关键绩

效指标(KPI)

私营部门

 资本和运营资金
 WtE技术与创新
 废物管理与能源生产的运

营和维护的专业知识
 人力资源

4座WtE厂（大士焚化厂、
圣诺哥焚化厂、大士南焚化厂、

吉宝西格斯大士焚化厂）

• 于2037年，把WtE目标从
500兆瓦增加至900兆瓦以及
把可再生能源目标从 20%
增加至30%。

• 运营中的WtE厂共占283MW
的能量。

设在河内市朔山县南山垃圾
处理区的WtE厂预计将于
今年竣工并投入运营。

目标是迄至2022年，建设
12座WtE厂以提供234兆瓦

的总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