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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用于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

料的复合微生物菌剂。该复合微生物菌剂通过用

于激活微生物生长的发酵剂与农作物秸秆粉和

硫酸盐还原菌发酵来制备，含有丰富的乳酸菌、

硫酸盐还原菌发酵和碳源，生产成本低。本发明

还提供一种采用该复合微生物菌剂处理含重金

属的危废料的方法，乳酸菌与硫酸盐还原菌协同

作用，能快速吸附、降解危废料中的重金属，具有

很高的重金属去除率，而且处理中不用添加额外

的有机碳源，节省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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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微生物

菌剂通过用于激活微生物生长的发酵剂与农作物秸秆粉和硫酸盐还原菌发酵来制备，所述

发酵剂按其与所述农作物秸秆粉的总重量计包含以下组分：环丙氨嗪0.02-0.03％、硫酸铜

0.2-0.4％、硫酸锌0.6-0.8％、硫酸亚铁0.3-0.6％、氯化钴0.6-0.7％、食用盐0.1-0.2％、

小苏打0.3-0.4％、葡萄糖粉0.5-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剂通过包括以下步骤

的方法制备而成：

(1)将环丙氨嗪、硫酸铜、硫酸锌、硫酸亚铁和氯化钴分别进行热处理脱水；

(2)将经热处理脱水的环丙氨嗪、硫酸铜、硫酸锌、硫酸亚铁和氯化钴与食盐、葡萄糖粉

和小苏打按重量百分比混合并研磨；

(3)将所得混合物在恒温、隔氧、避光条件下干燥，制得所述发酵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环丙氨嗪在140-

150℃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00-120分钟，硫酸铜在85-95℃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75-85分

钟，硫酸锌在95-100℃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00-120分钟，硫酸亚铁在100-120℃的温度下

热处理脱水60-70分钟，氯化钴在135-145℃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40-150分钟。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所述研磨为研磨

至300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所述干燥在55-

65℃下进行30-35小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发酵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准备所述发酵剂与所述农作物秸秆粉，其中所述发酵剂与所述农作物秸秆粉的重

量比为(2-0.1):(98-99.9)；

(2)将所述发酵剂溶解于适量的水中形成发酵剂水溶液，同时按所述农作物秸秆粉的

重量计加入1-2倍重量的水，然后加入所述发酵剂水溶液，混合均匀形成混合料；

(3)配制所述硫酸盐还原菌的稀释液，按每升所述混合料具有106-108个菌体的比例均

匀撒入所述混合料中，然后将所述混合料置于恒温恒湿室内发酵室中，在35℃-37℃的温

度、70％-90％的湿度下厌氧避光发酵10-30天，得到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农作物秸秆粉

为稻草秸秆粉、红薯茎秆粉、花生秸秆粉、玉米秸秆粉或甘蔗秆渣粉中的一种或者它们的组

合。

8.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重金属为铜

(Cu)、镍(Ni)、铬(Cr)、镉(Cd)、汞(Hg)、铅(Pb)、砷(As)、锌(Zn)中的一种或者它们的组合。

9.一种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向待处理的含重金

属的危废料中加入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并在厌氧条件下进

行反应处理；任选地，在所述待处理的含重金属的危废料中加入适量的硫酸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的添加量为每立方

待处理的含重金属的危废料加入0.5-2g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反应pH值在pH  6.0-6.5之

间，反应温度在28-37℃之间，反应时间在0.5-1小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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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及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危废料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复

合微生物菌剂，以及采用该复合微生物菌剂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重金属原义是指密度大于4.5g/cm3的金属，包括金、银、铜、铁、汞、铅、镉等，重金

属在人体中累积达到一定程度，会造成慢性中毒。就环境污染方面所说的重金属主要是指

汞(水银)、镉、铅、铬以及类金属砷等生物毒性显著的重元素。重金属非常难以被生物降解，

相反却能在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下，成千百倍地富集，最后进入人体。重金属在人体内能

和蛋白质及酶等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使它们失去活性，也可能在人体的某些器官中累积，

造成慢性中毒。

[0003] 自二十世纪以来，矿产开采行业和工业行业得到了飞快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进

步，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其中一个重大的环境污染就是重金属污染。矿产开采行

业将本来埋在地下的重金属物质挖掘暴露出来，在水流的冲刷下造成重金属流失，污染河

流湖泊水体和农田。工业行业尤其是化工行业中有许多原料或产品含有重金属，在产品生

产过程中废水不经处理或者在产品使用后不专门回收处理，重金属就会进入环境中，同样

污染河流湖泊水体和农田。电镀行业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的罪魁祸首之一。另外，垃圾渗滤液

也是重金属污染的来源之一。

[0004] 为了避免矿产开采行业和工业行业中产生的含重金属的废水进入环境，各个都制

定了严厉的废水排放法规和标准，并应用了许多处理技术。目前，含重金属的废水的处理技

术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化学法，二是物理处理法，三是生物处理法。这些方法去除了

废水中的重金属，但重金属进入了废水处理后的污泥中，富含重金属的污泥成为了危废料，

仍存在如何处置的难题。另外，核工业产生的核废料含有放射性重金属，更是一种难以处置

的危废料。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含重金属的危废料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处理

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复合微生物菌剂，采用该复合微生物菌剂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具有

成本低、速度快、效果好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在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复合微生物菌剂，该

复合微生物菌剂通过用于激活微生物生长的发酵剂与农作物秸秆粉和硫酸盐还原菌发酵

来制备，该发酵剂按其与该农作物秸秆粉的总重量计包含以下组分：环丙氨嗪0 .02-

0.03％、硫酸铜0.2-0.4％、硫酸锌0.6-0.8％、硫酸亚铁0.3-0.6％、氯化钴0.6-0.7％、食用

盐0.1-0.2％、小苏打0.3-0.4％、葡萄糖粉0.5-1.5％。

[0008] 进一步地，该发酵剂通过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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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1)将环丙氨嗪、硫酸铜、硫酸锌、硫酸亚铁和氯化钴分别进行热处理脱水；

[0010] (2)将经热处理脱水的环丙氨嗪、硫酸铜、硫酸锌、硫酸亚铁和氯化钴与食盐、葡萄

糖粉和小苏打按重量百分比混合并研磨；

[0011] (3)将所得混合物在恒温、隔氧、避光条件下干燥，制得该发酵剂。

[0012] 进一步地，在该发酵剂的制备方法的步骤(1)中，环丙氨嗪在140-150℃的温度下

热处理脱水100-120分钟，硫酸铜在85-95℃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75-85分钟，硫酸锌在95-

100℃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00-120分钟，硫酸亚铁在100-120℃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60-70

分钟，氯化钴在135-145℃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40-150分钟。

[0013] 进一步地，在该发酵剂的制备方法的步骤(2)中，该研磨为研磨至300目。

[0014] 进一步地，在该发酵剂的制备方法的步骤(3)中，该干燥在55-65℃下进行30-35小

时。

[0015] 进一步地，该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发酵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1)准备该发酵剂与该农作物秸秆粉，其中该发酵剂与该农作物秸秆粉的重量比

为(2-0.1):(98-99.9)；

[0017] (2)将该发酵剂溶解于适量的水中形成发酵剂水溶液，同时按该农作物秸秆粉的

重量计加入1-2倍重量的水，然后加入该发酵剂水溶液，混合均匀形成混合料；

[0018] (3)配制该硫酸盐还原菌的培养液，按每升该混合料具有106-108个菌体的比例均

匀撒入该混合料中，然后将该混合料置于恒温恒湿室内发酵室中，在35℃-37℃的温度、

70％-90％的湿度下厌氧避光发酵10-30天，得到该复合微生物菌剂。

[0019] 进一步地，该农作物秸秆粉为稻草秸秆粉、红薯茎秆粉、花生秸秆粉、玉米秸秆粉

或甘蔗秆渣粉中的一种或者它们的组合。

[0020] 进一步地，该硫酸盐还原菌为铜(Cu)、镍(Ni)、铬(Cr)、镉(Cd)、汞(Hg)、铅(Pb)、砷

(As)、锌(Zn)中的一种或者它们的组合。

[0021] 在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向含重

金属的危废料中加入本发明第一方面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并在厌氧条件下进行反应处理。

[0022] 如有必要，在待处理的含重金属的危废料中加入适量的硫酸盐。

[0023] 进一步地，该复合微生物菌剂的添加量为每立方待处理的含重金属的危废料加入

0.5-2g该复合微生物菌剂。

[0024] 进一步地，该复合微生物菌剂反应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pH值设定在pH  6.0-

6.5之间。

[0025] 进一步地，该复合微生物菌剂反应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温度设定在28-37℃

之间。

[0026] 进一步地，该复合微生物菌剂反应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反应时间为0.5-1小

时。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8] 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通过用于激活微生物生长的发酵剂与农作物秸秆粉和

硫酸盐还原菌发酵来制备。该发酵剂主要由一些常规化学药剂经特殊的处理制作而成，用

量少，能迅速大量激活农作物秸秆中原有的乳酸菌等有益菌群，不需要额外添加有益菌，成

本低。而且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用农作物秸秆制备，成本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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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由于用农作物秸秆发酵制备，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硫酸

盐还原菌，并含有适合菌体生长的大量碳源，不需要额外添加有机碳源，因此可以在含重金

属的危废料中快速生长。乳酸菌能够吸附重金属，硫酸盐还原菌能够在厌氧条件下通过异

化硫酸盐还原作用将硫酸盐还原为硫化氢，硫化氢与危废料中的重金属离子反应生成金属

硫化物沉淀析出而去除重金属离子。

[0030] 本发明的含重金属的危废料处理方法由于采用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进行处

理，乳酸菌和硫酸盐还原菌协同作用，具有很高的重金属去除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如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复合微生物菌剂，该复

合微生物菌剂通过用于激活微生物生长的发酵剂与农作物秸秆粉和硫酸盐还原菌发酵来

制备，该发酵剂按其与该农作物秸秆粉的总重量计包含以下组分：环丙氨嗪0.02-0.03％、

硫酸铜0.2-0.4％、硫酸锌0.6-0.8％、硫酸亚铁0.3-0.6％、氯化钴0.6-0.7％、食用盐0.1-

0.2％、小苏打0.3-0.4％、葡萄糖粉0.5-1.5％。

[0033] 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是通过用于激活微生物生长的发酵剂与农作物秸秆粉

和硫酸盐还原菌发酵来制备得到的。农作物秸秆在全国大部分农村每年有巨量产出，容易

获取，属于价值较低的原材料，成本低。农作物秸秆含有丰富的糖分，天然含有乳酸菌等有

益菌群。乳酸菌具有吸附重金属的特性，用廉价的农作物秸秆大量繁殖乳酸菌有助于低成

本地大量制备用于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同时，含重金属的危废料中

的重金属种类各异，常见的重金属有铜(Cu)、镍(Ni)、铬(Cr)、镉(Cd)、汞(Hg)、铅(Pb)、砷

(As)、锌(Zn)等。为了更好地去除这些重金属，还需要加入硫酸盐还原菌发酵来有针对性地

进行去除。

[0034] 本文所用的术语“农作物秸秆”具有农业领域中通常理解的含义，其涵括的范围很

广，例如水稻、玉米、高粱、大麦、小麦、小米、花生、红薯、甘蔗、大豆、苜蓿等农作物的秸秆，

也可以包括芦苇、茅草等非常规农作物的秸秆。本发明对农作物秸秆不作具体的限制，不过

一般优选含糖量高的、容易获得的农作物秸秆，例如稻草秸秆、红薯茎秆、花生秸秆、玉米秸

秆、高粱秸秆等。

[0035] 本文所用的术语“硫酸盐还原菌”(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SRB)，泛指一类

在无氧或极少氧的情况下，利用金属表面的有机物作为碳源，并利用细菌生物膜内产生的

氢，将硫酸盐还原成硫化氢，从氧化还原反应中获得能量的细菌。硫酸盐还原菌可以市售获

得，或者可以从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等菌种保藏机构获得。硫酸盐还原菌在

厌氧条件下通过异化硫酸盐还原作用将硫酸盐还原为硫化氢，硫化氢与重金属离子反应生

成金属硫化物沉淀析出而去除重金属离子。

[0036] 本发明的重要创新在于采用了一种特别的用于激活微生物生长的发酵剂。该发酵

剂是本发明人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优化得到，其组成成分如上所述，主要由一些常规化学

药剂组成，用量少，成本低，能迅速大量激活农作物秸秆中原有的乳酸菌等有益菌群以及硫

酸盐还原菌。

[0037] 为了提高该发酵剂激活微生物生长的效果，该发酵剂通过特殊的制备方法制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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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体地，该发酵剂通过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而成：

[0038] (1)将环丙氨嗪、硫酸铜、硫酸锌、硫酸亚铁和氯化钴分别进行热处理脱水；

[0039] (2)将经热处理脱水的环丙氨嗪、硫酸铜、硫酸锌、硫酸亚铁和氯化钴与食盐、葡萄

糖粉和小苏打按重量百分比混合并研磨；

[0040] (3)将所得混合物在恒温、隔氧、避光条件下干燥，制得该发酵剂。

[0041] 进一步地，在步骤(1)中，环丙氨嗪在140-150℃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00-120分

钟，硫酸铜在85-95℃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75-85分钟，硫酸锌在95-100℃的温度下热处理

脱水100-120分钟，硫酸亚铁在100-120℃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60-70分钟，氯化钴在135-

145℃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40-150分钟。

[0042]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研磨为研磨至300目。

[0043] 进一步地，在步骤(3)中，干燥在55-65℃下进行30-35小时。

[0044] 经处理后制备的该发酵剂pH值在6.5-8.5之间。

[0045] 环丙氨嗪本身为消毒剂，对人无害，经过上述制备方法处理后保留微弱的消毒功

能，能抑制农作物秸秆中的黄曲霉和其他有害细菌。由于农作物秸秆中所含的乳酸菌等有

益菌群数量占优势，因此环丙氨嗪不影响乳酸菌等有益菌群的生长，反而在该发酵剂的激

活下快速生长。

[0046] 用本发明人开发的该特殊发酵剂可以将农作物秸秆和硫酸盐还原菌进行发酵制

作复合微生物菌剂。具体地，该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发酵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1)准备该发酵剂与农作物秸秆粉，其中该发酵剂与农作物秸秆粉的重量比为(2-

0.1):(98-99.9)；

[0048] (2)将该发酵剂溶解于适量的水中形成发酵剂水溶液，同时按该农作物秸秆粉的

重量计加入1-2倍重量的水，然后加入该发酵剂水溶液，混合均匀形成混合料；

[0049] (3)配制该硫酸盐还原菌的培养液，按每升该混合料具有106-108个菌体的比例均

匀撒入该混合料中，然后将该混合料置于恒温恒湿室内发酵室中，在35℃-37℃的温度、

70％-90％的湿度下厌氧避光发酵10-30天，得到该复合微生物菌剂。

[0050] 该硫酸盐还原菌可以市售获得或者从菌种保藏机构获得，并按照常规的微生物菌

种扩培技术进行扩大培养，通过调节培养液的稀释度，使得硫酸盐还原菌加入混合料后达

到该混合料具有106-109个菌体的适当浓度，有助于在发酵开始后硫酸盐还原菌较快启动生

长并抵御环丙氨嗪的消毒作用。

[0051] 由于该发酵剂具有很强的微生物生长激活能力，因此用量很少，按其与农作物秸

秆粉的混合物的重量计，最低0.1重量％的用量、至多2重量％的用量即可达到激活效果。

[0052] 为了增大发酵反应面积和提高反应速度，农作物秸秆以秸秆粉的形式提供。通常，

将农作物秸秆研磨成细粉，例如粒度为1mm以下的细粉。为了便于研磨，农作物秸秆的水分

含量宜在10％以下。如果水分含量过高，可以先进行干燥再研磨。

[0053] 通常，发酵时间10-15天即可制成复合微生物菌剂，为了提高发酵度，发酵时间可

以延长至15-20天，更优选发酵时间为20-30天。

[0054] 制得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包含丰富的乳酸菌和硫酸盐还原菌，可以应用于含重金属

的危废料的处理，例如含重金属的废水经处理后残余的富含重金属的污泥。含重金属的废

水包括矿山废水、农业废水、垃圾渗滤液、工业废水处理(例如钢铁工业废水、食品工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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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染废水、化工废水、皮革废水、造纸废水、橡胶废水、电镀废水)。含重金属的危废料还

包括核工业中的含放射性重金属的核废料。

[0055] 因此，本发明第二方面还提供一种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向

含重金属的危废料中加入本发明第一方面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并在厌氧条件下进行反应。

[0056] 由于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包含丰富的乳酸菌和硫酸盐还原菌以及碳源，用少

量复合微生物菌剂就可以快速反应处理危废料中的重金属。通常，该复合微生物菌剂的添

加量为每立方含重金属的危废料加入0.5-2g该复合微生物菌剂。

[0057] 虽然硫酸盐还原菌在分子氧存在下可以存活，但其本身是厌氧菌，而且乳酸菌也

是厌氧菌，因此需要在厌氧条件下进行反应。

[0058] 用硫酸盐还原菌处理含重金属的危废料时，需要供应外源有机碳源和电子供体以

促进硫酸盐还原菌的生长。本领域通常添加有机酸如乙酸(盐)、乳酸(盐)、丙酸(盐)和醇

类。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采用农作物秸秆发酵而成，秸秆本身就提供了丰富的碳源，不

需要额外添加碳源，节约成本。

[0059] 由于多数重金属是以硫酸盐的形式存在，因此危废料(例如污泥)中并不缺乏硫酸

盐还原菌生长和反应所需的硫酸盐。如果缺乏硫酸盐，可以按需适当添加。

[0060] 硫酸盐还原菌的生长最适pH值在中性范围内，例如pH  6.0-8.0的范围内，最适pH

在pH  6.5-7.5的范围内，乳酸菌的生长pH为5.5-6.5。因此复合微生物菌剂反应处理含重金

属的危废料的pH值宜设定在pH  6.0-6.5之间。

[0061] 硫酸盐还原菌的适宜生长温度在28-45℃之间，最适生长温度在30℃左右，乳酸菌

的生长温度在20-37℃之间，最适生长温度在30-37℃之间。因此复合微生物菌剂反应处理

含重金属的危废料的温度宜设定在28-37℃之间。

[0062] 由于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反应速度快，通常反应0.5-1小时即可显著去除重

金属。

[0063] 实施例：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

[0064] 称取环丙氨嗪、硫酸铜、硫酸锌、硫酸亚铁和氯化钴各1g。将环丙氨嗪在烘箱中在

145℃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10分钟，将硫酸铜在烘箱中在90℃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80分

钟，将硫酸锌在烘箱中在95℃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10分钟，将硫酸亚铁在烘箱中在110℃

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65分钟，将氯化钴在烘箱中在140℃的温度下热处理脱水145分钟。

[0065] 称取0.3g经热处理脱水的环丙氨嗪、4g经热处理脱水的硫酸铜、8g经热处理脱水

的硫酸锌、5g经热处理脱水的硫酸亚铁、7g经热处理脱水的氯化钴，另外称取2g食用盐、4g

小苏打和12g葡萄糖粉，将这些组分混合在一起，用研钵充分研磨，过300目筛。然后，将筛过

的粉末混合物在烘箱中在65℃下隔氧、避光干燥32小时，制得发酵剂。

[0066] 取制得的发酵剂10g，加入大约100ml水中，溶解形成发酵剂水溶液。取足量的稻草

茎秆，干燥至水分含量在10％以下，用粉碎机粉碎后，再用研磨机研磨成粒度为1mm以下的

细粉。称取999g细粉，加入大约1500ml水，然后加入发酵剂水溶液，充分搅拌均匀，调成混合

料。

[0067] 另外取市售获得的硫酸盐还原菌，按常规微生物培养方法进行培养(例如参见崔

心水等人，硫酸盐还原菌培养基组分及培养条件的优化，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9年6月)获

得硫酸盐还原菌的培养液，按每升混合料具有106-108个菌体的比例均匀撒入混合料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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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混合料置于恒温恒湿室内发酵室中，在35℃的温度、80％的湿度下厌氧避光发酵20天，

得到复合微生物菌剂，其包含丰富的乳酸菌和硫酸盐还原菌。

[0068] 应用例

[0069] 深圳宝裕华电镀工业园是电镀厂集中产业园，建有电镀废水处理设施，每天处理

电镀废水约70-80吨。电镀厂废水经分流处理(镍废水预除磷、氰化物预处理、其他废水)后

进入综合调节池，再进入综合废水池，进行深度除磷和化学处理，处理后的废水经沉淀和生

化处理后达标排放。剩余的污泥含有大量的重金属。

[0070] 2019年11月4日，取污泥用实施例1制得的复合微生物菌剂进行重金属处理。首先

通过在线监测传感器监测未处理的污泥中砷、镉、铬、铜、镍、铅、锌和汞重金属的含量。然后

将污泥分成九份，共进行九次处理试验，每次试验每立方污泥中加入1g复合微生物菌剂，pH

调节在大约pH  6.3，温度调节在大约30℃，反应0.5-1小时，通过在线监测传感器监测每次

试验后的重金属含量。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71] 表1：深圳宝裕华电镀工业园含重金属污泥的处理结果

[0072]

[0073] 由表1可见，经处理的污泥的重金属含量大大降低，低于《土壤污染管控标准农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试行)的控制值，不再是危险废物。这显示了本发明的复

合微生物菌剂对于危废料中的重金属具有极强的去除能力。

[0074] 另外，2019年11月初在四川攀枝花某核废料处理项目中，原始的核废料砷渣中每

克升约含砷34万单位。用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加入桶中的核废料砷渣，没有任何附助

设备，就在桶里常温厌氧避光发酵处理后，降低到每克升约含砷1万单位，去除率达到97％。

这显示了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对于核废料处理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75] 以上应用了具体实例对本发明进行了阐述，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并不用以

限制本发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构思，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

演、变形或替换。这些推演、变形或替换方案也落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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