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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复合菌剂治理垃圾臭气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利用

复合菌剂治理垃圾臭气的方法，其包括如下步

骤：1）将复合菌剂添加到10倍重量的30-35℃的

水中，200rpm搅拌10min，得到稀释液；2）将垃圾

铺成40cm厚度，然后按照每平方米使用90g稀释

液的添加量进行喷洒，处理时间为72h。本发明采

用复合菌剂来处理垃圾臭气，能够有效地去除氨

气、硫化氢等气体，除臭效果好，操作简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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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复合菌剂治理垃圾臭气的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1）将复合菌剂添加到10倍重量的30-35℃的水中，200rpm搅拌10min，得到稀释液；

2）将垃圾铺成40cm厚度，然后按照每平方米使用90g稀释液的添加量进行喷洒，处理时

间为72h;

所述复合菌剂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

（1）将黑曲霉种子液和绿色木霉种子液按照1:3的体积比混合，然后按照10%体积比的

接种量转到发酵罐中培养24h，得到黑曲霉-绿色木霉混合发酵液；

（2）将黑曲霉-绿色木霉混合发酵液、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卡

式菌发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按照5-7:3-4:3-4:2-3:2-3的体积比混合均匀，得到复

合菌液；

（3）往浓度为1M的硼酸溶液中加入氯化钙，搅拌溶解后，用碳酸钠将溶液的pH调至7，得

到交联剂；所述硼酸溶液和氯化钙的比例为1L：50g；

（4）将复合菌液浓缩至水分含量为30wt%，然后添加3wt%的海藻酸钠和5wt%的聚乙二

醇，200rpm搅拌10min，再与交联剂按照3:1的质量比混合，制备成1mm的微球，4℃下静置24

小时，然后再用0.6wt％NaCl水溶液洗涤2次，15℃低温干燥至水分含量小于6wt%，即得;

所述黑曲霉为ATCC  16404；所述绿色木霉为ACCC  30166；所述红球菌为ATCC  15906；所

述产朊假丝酵母为ATCC  22023；所述珊瑚色诺卡式菌为ACCC  40100；所述脱氮副球菌为

ATCC  1354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黑曲霉种子液和绿色木霉种子液的浓

度均为1×108cfu/m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罐培养基的组分为：糖蜜10wt%，

玉米淀粉3.5wt%，葡萄糖2.0wt%，磷酸二氢钠0.2wt%，硫酸镁0.02wt%，硫酸锰0.01wt%，余量

为水，pH为7.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

珊瑚色诺卡式菌发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的浓度均控制在1×1010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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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复合菌剂治理垃圾臭气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复合菌剂治理垃圾臭气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往城市聚集，城市生活垃圾也以每年10%

以上的速度递增。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和其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

在城市中心垃圾收集点和城市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所引发的恶臭散发，蚊蝇孳生，病虫害

传播等问题，已经对居民生活质量和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和

中转的管理不规范，会严重破坏城市的生态，造成人们心理不快。

[0003]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方法有吸附法、燃烧法、高能离子法以及生物法。吸附法包括酸

碱药水洗涤以及活性炭吸附，前者需要消耗大量化学药剂，后者则易堵塞，更换频繁，维护

费用较高；燃烧法适合于高浓度、高热值的有机废气，在一般的除臭工程上很少应用；高能

离子法产生的臭氧直接排放，有可能会危害环境安全，而且其产生的离子有强氧化作用，对

设备有腐蚀作用，而且对人身体也有一定伤害；生物法是一种通过向环境中投加从自然界

中筛选的有益微生物菌群或经过基因重组产生的生物菌种，以改善空气环境为目的环境生

物技术，一般成本较低，但是很难找到配伍合理、效果好的菌剂，除臭效果不够理想，达不到

人们的要求。基于上述问题，中国专利技术“固体垃圾清理用细菌活性剂褐藻除臭剂”公开

了一种生物除臭剂，其除臭效果较好，但是存在成分复杂，成本高昂以及制备工艺复杂等缺

陷。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生物除臭方法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复合菌剂治理

垃圾臭气的方法。

[0005]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利用复合菌剂治理垃圾臭气的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将复合菌剂添加到10倍重量的30-35℃的水中，200rpm搅拌10min，得到稀释液；

[0008] 2）将垃圾铺成40cm厚度，然后按照每平方米使用90g稀释液的添加量进行喷洒，处

理时间为72h；

[0009] 具体地，所述复合菌剂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

[0010] 将黑曲霉种子液和绿色木霉种子液按照1:3的体积比混合，然后按照10%体积比的

接种量转到发酵罐中培养24h，得到黑曲霉-绿色木霉混合发酵液；

[0011] 所述发酵罐培养基组分为：糖蜜10wt%，玉米淀粉3.5wt%，葡萄糖2.0wt%，磷酸二氢

钠0.2wt%，硫酸镁0.02wt%，硫酸锰0.01wt%，余量为水，pH为7.0；

[0012] 将红球菌、产朊假丝酵母、珊瑚色诺卡式菌以及脱氮副球菌分别按照斜面培养、摇

瓶种子培养以及发酵罐培养获得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卡式菌发

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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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将黑曲霉-绿色木霉混合发酵液、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

卡式菌发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按照5-7:3-4:3-4:2-3:2-3的体积比混合均匀，得到

复合菌液；

[0014] 往浓度为1M的硼酸溶液中加入氯化钙，搅拌溶解后，用碳酸钠将溶液的pH调至7，

得到交联剂；所述硼酸溶液和氯化钙的比例为1L：50g；

[0015] 将复合菌液浓缩至水分含量为30wt%；然后添加3wt%的海藻酸钠和5wt%的聚乙二

醇，200rpm搅拌10min，再与交联剂按照3:1的质量比混合，制备成1mm的微球，4℃下静置24

小时，然后再用0.6wt％NaCl水溶液洗涤2次，15℃低温干燥至水分含量小于6wt%，即得。

[0016] 具体地，所述黑曲霉为ATCC  16404；所述绿色木霉为ACCC  30166；所述红球菌为

ATCC  15906；所述产朊假丝酵母为ATCC  22023；所述珊瑚色诺卡式菌为ACCC  40100；所述脱

氮副球菌为ATCC  13543。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卡式菌发酵液以及

脱氮副球菌发酵液的浓度均控制在1×1010cfu/ml；

[0018] 进一步地，

[0019] 上述只是本发明的优选方案。作为其他技术方案，本发明对加入的发酵液中菌株

的数量也没有特别的限制，这可以根据所述环境需要来决定，例如，当所述环境中的臭气较

高对于所述菌剂的生存较不利时，可以提高所述菌剂的接种量；当所述环境中的臭气含量

较低或所述环境对菌株的生存的影响较小时，可以减少接种量。

[0020] 本发明采用绿色木霉和黑曲霉按照3:1混合发酵，滤纸酶可达到4.06IU/ml，葡萄

糖苷酶为1 .07IU/ml；采用单一绿色木霉发酵时，滤纸酶为2 .57IU/ml，葡萄糖苷酶为

0.34IU/ml；混合发酵大大优于单一菌株发酵水平，说明两种菌株可以发挥协同作用，改善

产酶水平，有助于提高垃圾中农林废弃物的降解。

[0021] 本发明所述的菌种属于已知菌株，均可以从ATCC、ACCC等商业途径购买得到。本发

明的各菌种的斜面培养、摇瓶种子培养和发酵罐培养为本领域的常规培养方式，不是本发

明创新点，此处不详述。本发明所用的原料或试剂除特别说明之外，均市售可得。

[0022] 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主要包括但是并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0023] 本发明采用复合菌剂来处理垃圾臭气，能够有效地去除氨气、硫化氢等气体，除臭

效果好，操作简单可行；

[0024] 本发明复合菌剂采用载体和混合菌液制备而得，菌体附着效果好，负载量大，比表

面积大，能提高降解速度；

[0025] 本发明针对菌株特点，对黑曲霉和绿色木霉进行混合发酵，较单一菌株发酵相比，

提高了纤维素酶等酶蛋白的活力；

[0026] 本发明的复合菌剂是通过各种微生物之间良好的协同作用，促进生活垃圾的发酵

分解，对已产生的恶臭气体如NH3、H2S进行吸收降解，消除生活垃圾以及垃圾滤液产生的恶

臭，从根本上解决恶臭气体的生产生；

[0027] 本发明复合菌剂产品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廉，除臭效果好，生态环保，使用方便，

生产成本低，对环境无二次污染，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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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具

体实施例，对本申请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

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

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利用复合菌剂治理垃圾臭气的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31] 1）将复合菌剂添加到10倍重量的30-35℃的水中，200rpm搅拌10min，得到稀释液；

[0032] 2）将垃圾铺成30cm厚度，然后按照每平方米使用90g稀释液的添加量进行喷洒，处

理时间为72h；

[0033] 所述复合菌剂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

[0034] 将黑曲霉种子液（1×108cfu/ml）和绿色木霉种子液（1×108cfu/ml）按照1:3的体

积比混合，然后按照10%体积比的接种量转到发酵罐中培养24h，得到黑曲霉-绿色木霉混合

发酵液；

[0035] 所述发酵罐培养基组分为：糖蜜10wt%，玉米淀粉3.5wt%，葡萄糖2.0wt%，磷酸二氢

钠0.2wt%，硫酸镁0.02wt%，硫酸锰0.01wt%，余量为水，pH为7.0；

[0036] 将红球菌、产朊假丝酵母、珊瑚色诺卡式菌以及脱氮副球菌分别按照斜面培养、摇

瓶种子培养以及发酵罐培养获得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卡式菌发

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

[0037] 将黑曲霉-绿色木霉混合发酵液、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

卡式菌发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按照5:3:3:2:2的体积比混合均匀，得到复合菌液；所

述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卡式菌发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的

浓度均控制在1×1010cfu/ml；

[0038] 往浓度为1M的硼酸溶液中加入氯化钙，搅拌溶解后，用碳酸钠将溶液的pH调至7，

得到交联剂；所述硼酸溶液和氯化钙的比例为1L：50g；

[0039] 将复合菌液浓缩至水分含量为30wt%；然后添加3wt%的海藻酸钠和5wt%的聚乙二

醇，200rpm搅拌10min，再与交联剂按照3:1的质量比混合，制备成1mm的微球，4℃下静置24

小时，然后再用0.6wt％NaCl水溶液洗涤2次，15℃低温干燥至水分含量小于6wt%，即得。

[0040] 所述黑曲霉为ATCC  16404；所述绿色木霉为ACCC  30166；所述红球菌为ATCC 

15906；所述产朊假丝酵母为ATCC  22023；所述珊瑚色诺卡式菌为ACCC  40100；所述脱氮副

球菌为ATCC  13543。

[0041] 实施例2

[0042] 一种利用复合菌剂治理垃圾臭气的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将复合菌剂添加到10倍重量的30-35℃的水中，200rpm搅拌10min，得到稀释液；

[0044] 2）将垃圾铺成40cm厚度，然后按照每平方米使用90g稀释液的添加量进行喷洒，处

理时间为72h；

[0045] 所述复合菌剂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

[0046] 将黑曲霉种子液（1×108cfu/ml）和绿色木霉种子液（1×108cfu/ml）按照1:3的体

积比混合，然后按照10%体积比的接种量转到发酵罐中培养24h，得到黑曲霉-绿色木霉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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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液；

[0047] 所述发酵罐培养基组分为：糖蜜10wt%，玉米淀粉3.5wt%，葡萄糖2.0wt%，磷酸二氢

钠0.2wt%，硫酸镁0.02wt%，硫酸锰0.01wt%，余量为水，pH为7.0；

[0048] 将红球菌、产朊假丝酵母、珊瑚色诺卡式菌以及脱氮副球菌分别按照斜面培养、摇

瓶种子培养以及发酵罐培养获得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卡式菌发

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

[0049] 将黑曲霉-绿色木霉混合发酵液、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

卡式菌发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按照7:4:4:3:3的体积比混合均匀，得到复合菌液；所

述红球菌发酵液、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珊瑚色诺卡式菌发酵液以及脱氮副球菌发酵液的

浓度均控制在1×1010cfu/ml；

[0050] 往浓度为1M的硼酸溶液中加入氯化钙，搅拌溶解后，用碳酸钠将溶液的pH调至7，

得到交联剂；所述硼酸溶液和氯化钙的比例为1L：50g；

[0051] 将复合菌液浓缩至水分含量为30wt%；然后添加3wt%的海藻酸钠和5wt%的聚乙二

醇，200rpm搅拌10min，再与交联剂按照3:1的质量比混合，制备成1mm的微球，4℃下静置24

小时，然后再用0.6wt％NaCl水溶液洗涤2次，15℃低温干燥至水分含量小于6wt%，即得。

[0052] 所述黑曲霉为ATCC  16404；所述绿色木霉为ACCC  30166；所述红球菌为ATCC 

15906；所述产朊假丝酵母为ATCC  22023；所述珊瑚色诺卡式菌为ACCC  40100；所述脱氮副

球菌为ATCC  13543。

[0053] 实施例3

[0054] 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复合菌剂除臭效果试验：

[0055] 将3000kg腐败的城市生活垃圾，混合均匀，平均分成3份，每份1000kg，分别置于大

小一样的3个密闭房间中，分别为试验组、阳性对照组以及空白对照组；实验组处理方法参

见实施例1，阳性对照组采用市售EM复合菌剂，对照组不添加任何菌剂。72h后在垃圾周围的

不同采集点采样，测定NH3、H2S去除率、臭气浓度。NH3采用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H2S

采用聚乙烯醇磷酸铵吸收-亚甲基蓝比色法，臭气浓度采用XP-329IIIR香气、臭气浓度检测

仪测量。 具体结果见表1：

[0056] 表1

[0057]

组别 NH3去除率% H2S去除率% 臭气浓度去除率%

试验组 96.8 97.6 93.1

阳性对照组 92.4 90.3 84.5

空白对照组 8.8 9.3 6.7

[0058] 结论：本发明复合菌剂去除氨气、硫化氢以及臭气效果好，优于现有常用产品。

[0059] 实施例4

[0060] 本发明复合菌剂各菌株的配伍试验：

[0061] 实验组：实施例1的处理方法；对照组1：复合菌剂中不添加黑曲霉-绿色木霉混合

发酵液，其余同实施例1；对照组2：复合菌剂中不添加红球菌发酵液，其余同实施例1；对照

组3：复合菌剂中不添加产朊假丝酵母发酵液，其余同实施例1；对照组4：复合菌剂中不添加

珊瑚色诺卡式菌发酵液，其余同实施例1；对照组5：复合菌剂中不添加脱氮副球菌发酵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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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同实施例1。各组别的除臭效果见表2：

[0062] 表2

[0063]

组别 NH3去除率% H2S去除率% 臭气浓度去除率%

实验组 96.8 97.6 93.1

对照组1 82.4 70.9 66.8

对照组2 92.7 83.6 78.1

对照组3 90.1 82.6 71.5

对照组4 85.6 92.8 87.4

对照组5 71.9 82.0 73.5

[0064] 结论：通过上表2可以看出，本发明各菌株配伍效果好，对已产生的恶臭气体如

NH3、H2S进行吸收降解，消除了生活垃圾产生的恶臭。

[006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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