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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

解垃圾的方法，属于垃圾处理技术领域。本发明

包括如下步骤，将垃圾进行虑水、分拣、除臭、粉

碎；将粉碎后的垃圾平铺到养殖床，先后依次喷

洒除臭剂和发酵剂分别进行除臭和发酵；发酵结

束后，在养殖床上投放黑水虻幼虫，消化处理5～

6日，形成黑水虻鲜虫和料渣，黑水虻幼虫与日均

投放垃圾的重量比为(3～4.5):100；最后筛分分

离黑水虻鲜虫和料渣。本发明垃圾处理量大，处

理时间短，既消化了有机可降解垃圾，又实现了

有机可降解垃圾的饲料化。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CN 107282590 B

2020.03.27

CN
 1
07
28
25
90
 B



1.一种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垃圾处理：将垃圾进行虑水、分拣、除臭、粉碎，具体过程为，将垃圾倒入分拣床，垃

圾污水顺导水管道排入集水池，分拣去除无机物杂质，余下的有机可降解垃圾喷洒除臭剂

进行除臭，除臭后粉粹至20～40目；

S2，投料：将处理后的垃圾平铺到养殖床，依次进行除臭和发酵，垃圾平铺到养殖床的

厚度为2.5～3.5cm，

所述除臭的过程为，在垃圾上喷洒0.3～0.7wt%的除臭剂，同时采用微波无极紫外灯照

射垃圾20～60min，所述除臭剂为有益菌液，

所述发酵的过程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过程为，在垃圾上喷洒0.3～

0.7wt%的微生物发酵剂，在25～40℃下发酵30～120min，同时在平铺的垃圾下方鼓风通入

空气，第二阶段的过程为，在垃圾上喷洒0.05～0.3wt%的酶制剂，在35～55℃下发酵30～

60min，所述酶制剂为蛋白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淀粉酶和水的复合物；

S3，植虫和消化：发酵结束后，在养殖床上投放黑水虻幼虫，消化处理5～6日，形成黑水

虻鲜虫和料渣，投放的黑水虻幼虫与日均投放垃圾的重量比为(3～4.5):100；S4，料虫分

离：消化处理结束后筛分分离黑水虻鲜虫和料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在养

殖床上投放的黑水虻幼虫为3龄黑水虻幼虫。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植虫和消化

过程中环境温度15～25℃，垃圾湿度65～7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消化

处理5～6日的过程中，每隔2～3h在鼓风的同时翻动养殖床上的黑水虻和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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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有机垃圾容易发酵，变质，腐烂，不仅产生大量毒素，散发恶臭气体，还污染水体和

大气，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对人们的健康构成潜在威胁。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机垃圾的集中

处理变得越来越普遍。目前，有机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为填埋和焚烧，少部分用堆肥方式处

理。填埋的处理量大，运行费用低，工艺简单，投资少，是其他处理方式产生残渣的最终消化

方式，但是填埋的方式占地多，处理地址受限，管理要求高，水、气污染不能彻底解决；焚烧

法的减量化程度高，垃圾热值可以利用，地面无害化程度高，占地面积小，但投资大，运转费

用高，对于含水率高的有机垃圾焚烧困难，尾气那一处理，易形成二次污染；堆肥法减量、减

容效果明显，适合含水量较高的有机垃圾，有利于垃圾无害化，但运营管理水平、工艺设备

的要求高，资源和热值利用率低，处理速度慢。

[0003] 黑水虻，原名亮斑扁角水虻，原产于美洲，目前为全世界广泛分布(南北纬40度之

间)。近些年传入我国，目前已广布于贵州、广西、广东、上海、云南、台湾、湖南、湖北等地。黑

水虻为腐生性的水虻科昆虫，可取食禽畜粪便和生活垃圾，生产出高价值的动物蛋白饲料。

因其繁殖迅速，生物量大，食性广泛、食量大、吸收转化率高、抗逆性强，容易管理、动物适口

性好等特点，从而在有机垃圾处理方面受到关注。利用垃圾养殖黑水虻，既处理了垃圾，又

能获得优质蛋白质饲料，可实现黑水虻的资源化利用。但是正常情况下黑水虻消化垃圾能

力，为1公斤鲜虫日消化1-1.5公斤垃圾做虫的饲料，转化效率低，没有市场应用价值。中国

专利申请CN101889629A公开了一种利用黑水虻幼虫处理餐厨垃圾的方法及物料，占用场地

少，固定投资成本低，且不改变用地性质，处理过程能耗低，排放少，有利于环境保护，处理

后的餐厨垃圾成为优质生物有机肥；但是处理效果不够理想，处理速度不够快，经处理后，

食品垃圾容量减少10～30％，食品垃圾异味减少，每处理一批食品垃圾，需20～30天；并且

在餐厨垃圾中添加了多种辅料，增加了处理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

可降解垃圾的方法，处理量大，处理时间短，既消化了有机可降解垃圾，又实现了有机可降

解垃圾的饲料化。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

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1，垃圾处理：将垃圾进行虑水、分拣、除臭、粉碎；

[0007] S2，投料：将粉碎后的垃圾平铺到养殖床，先后依次喷洒除臭剂和发酵剂分别进行

除臭和发酵；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07282590 B

3



[0008] S3，植虫和消化：发酵结束后，在养殖床上投放黑水虻幼虫，消化处理5～6日，形成

黑水虻鲜虫和料渣，黑水虻幼虫与日均投放垃圾的重量比为(3～4.5):100；

[0009] S4，料虫分离：筛分分离黑水虻鲜虫和料渣。

[0010] 本发明中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处理量大、处理时间短、成本低，可实现黑水

虻的资源化利用。

[0011] 本发明在使用黑水虻对垃圾进行消化处理之前首先对垃圾进行预处理，通过虑

水、分拣、除臭、粉碎的工序，将垃圾中的水分降到合适的程度，分拣去除垃圾中的塑料类、

玻璃、金属类等无机物杂质进行集中处理，除臭以去除难闻气味和挥发性有害物质，粉碎到

合适的粒度以加快垃圾发酵速度，便于黑水虻取食，缩短垃圾处理时间。垃圾粉碎后平铺到

养殖床上，平铺好，再次除臭，喷洒发酵剂发酵，发酵可除去垃圾中的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等有害细菌，也可除去垃圾中残余的臭味。还可进一步将其中的油脂、纤维和淀粉等

大分子物质分解为小分子物质，制得无味、无毒、易吸收的黑水虻养殖饲料，更易被黑水虻

吸收。发酵好的垃圾接入黑水虻后，经过5～6日的消化处理，黑水虻幼虫成长为成虫，垃圾

被黑水虻取食消化掉，转化成有机肥(料渣)。本发明将黑水虻幼虫与日均投放垃圾的重量

比控制为(3～4.5):100，合理安排幼虫和每天的垃圾投放量，根据黑水虻的生长规律，在消

化处理前期逐步增加每天的垃圾投放量，后期减少垃圾投放量，使垃圾的消化处理效率达

到最高。比例过高，黑水虻消化不掉，垃圾容易变质，比例过低，影响黑水虻生长发育。消化

处理5～6日后，黑水虻幼虫个体增长37-43倍，取食速度与取食量均已不符合商品生产需

求，需要及时进行料虫分离，出虫，进行下一批次的生产。本发明采用浙江青草地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经10年研发、驯化培育而成的黑水虻新品种——青虻8号进行有机可降解垃圾的

处理。该黑水虻新品种摄食量大，4-6龄虫日摄食量可达到自身体重的1-5倍；成虫个体大，

可达到22-30mm(普通黑水虻的个体为18mm左右)；抗逆性强，适应湿度可达65-75％，而普通

黑水虻幼虫在60％湿度下就易得腐病；孵化率高，可达80％以上，而普通黑水虻孵化率仅有

50％左右；出虫率高，每公斤卵可生产5-8吨幼虫，普通黑水虻仅生产3-5吨。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1中垃圾处理的具体过程为，将垃圾倒入分拣床，垃圾污水顺

导水管道排入集水池，分拣去除无机物杂质，余下的有机可降解垃圾喷洒除臭剂进行除臭，

除臭后粉粹至20～40目。

[0013] 虑除污水有利于后期湿度的控制，去除无机物杂质有利于后期粉碎的进行，也有

利于黑水虻的取食，加快垃圾处理速度和效率。本发明采用较为精细的粉碎机，将垃圾粉碎

至20～40目，方便黑水虻取食，同时也加快发酵速度，缩短垃圾处理时间。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2中垃圾平铺到养殖床的厚度为2.5～3.5cm。

[0015] 垃圾平铺在养殖床上的厚度控制在上述范围内，方便黑水虻又称钻入取食，也便

于翻动，同时也兼顾到垃圾处理量和透气性。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2中除臭的过程为，在垃圾上喷洒0.3～0.7wt％的除臭剂，同

时采用微波无极紫外灯照射垃圾20～60min。

[0017] 本发明通过添加除臭剂并结合使用微波无极紫外灯照射，可有效除去垃圾中的臭

味和有毒物质，杀灭垃圾中的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菌等有害细菌。微波无极紫外灯通过

微波驱动无极紫外灯，利用特定波长的高能紫外线不仅能共振解离特征臭气分子，并且能

迅速分解空气中的氧分子和水分子及耦合光触媒反应生成具有强氧化性的氧自由基和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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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自由基，使得有机气体彻底分解为CO2和H2O；同时微波促进羟基向-OH的转化，协同促进臭

气大分子臭味链结构断裂，使臭气分子初步矿化或完全氧化，并可促进恶臭分子的表面羟

基化，大幅提高其活性，整个分解、氧化、活化过程在瞬间完成，从而提高除臭剂活性吸收的

效率。该强氧化性自由基产生的条件温和，微波无极紫外灯使用寿命长，维护费用低，使用

微波无极紫外灯的同时可降低除臭剂的使用量，降低除臭费用。

[0018] 作为优选，所述除臭剂为有益菌液。

[0019] 有益菌液可有效除去垃圾中的臭味，安全无毒。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2中发酵的过程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0021] 作为优选，第一阶段的过程为，在垃圾上喷洒0.3～0.7wt％的发酵剂，在25～40℃

下发酵30～120min，同时在平铺的垃圾下方鼓风通入空气。

[0022] 作为优选，第二阶段的过程为，在垃圾上喷洒0.05～0.3wt％的酶制剂，在35～55

℃下发酵30～60min，所述酶制剂为蛋白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淀粉酶和水的复合物。

[0023] 通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发酵，可进一步将有机垃圾中的油脂、纤维和淀粉等

大分子物质分解为小分子物质，制得无味、无毒、易吸收的养殖饲料。第一阶段的发酵在25

～40℃下进行，因为发酵剂中的主要成分为微生物，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发酵剂发挥

作用，在垃圾中鼓风通入空气，发酵过程通入可利用的氧气，加速发酵；在平铺的垃圾下方

通入空气，可利用气流的冲击力起到翻动垃圾的作用，使平铺的垃圾更为蓬松，有利于空气

均匀分散到整体垃圾中和后期黑水虻钻入取食。第二阶段的发酵在35～55℃下进行，有利

于酶制剂中酶活的发挥，促进垃圾中大分子快速分解为合适的小分子。

[002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3中在养殖床上投放的黑水虻幼虫为3龄黑水虻幼虫。

[0025] 本发明选用的黑水虻品种在4-6龄虫日摄食量最高，可达到自身体重的1～5倍，因

此选择3龄黑水虻幼虫，将其取食量最大、取食速度最快的5～6天截取出来，应用到实际生

产中，再配以机械化生产，迅速提高垃圾的消化速度，提高生产效率。

[002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3中保持环境温度15～25℃，垃圾湿度65～75％。

[0027] 本发明将环境温度和垃圾湿度控制在上述范围内，温度过低影响黑水虻取食速度

及其生长发育，过高会发生黑水虻逃逸或软腐病现象。饲料湿度过高，后期出虫时料虫难以

筛分，饲料湿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黑水虻的生长发育。

[002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3中消化处理5～6日的过程中，每隔2～3h在鼓风的同时翻动

养殖床上的黑水虻和垃圾。

[0029] 本发明采用塑料耙子翻动养殖床上的黑水虻和垃圾，以及使用鼓风装置，均是为

了保持养殖床的透气性，以易于黑水虻的生长发育，使用鼓风装置能显著减少人工劳动量，

提高通风效果。

[0030] 本发明使用三套养殖气床，每套养殖气床包括3个养殖床，这样每批次可处理垃圾

3.5～4吨，产出约1吨黑水虻鲜虫，约350千克有机肥。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使用有机可降解垃圾养殖黑

水虻，直接将垃圾转化成蛋白质饲料和有机肥，显著降低了黑水虻养殖成本，实现黑水虻就

地处理垃圾的可能性；采用浙江青草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选育的黑水虻新品种——青虻8

号进行有机可降解垃圾的处理，同时截取黑水虻取食量最大、取食速度最快的时间，应用到

实际生产中，再配以机械化生产，垃圾处理量大，生产效率高，既消化了有机可降解垃圾，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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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饲料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发明并

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33]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1～5对本发明中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作

进一步解释。

[0034] 实施例1

[0035] 本发明中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步骤如下，

[0036] 将垃圾倒入分拣床，垃圾污水顺导水管道排入集水池单独处理，分拣去除塑料类、

玻璃、金属类等无机物杂质，余下的有机可降解垃圾喷洒除臭剂除臭，除臭后粉碎机粉粹至

20目；

[0037] 将粉碎后的垃圾平铺到养殖床，厚度为3.5cm；然后在垃圾上喷洒0.3wt％的除臭

剂有益菌液，同时采用微波无极紫外灯照射垃圾20min进行除臭；除臭后在垃圾上喷洒

0.3wt％的发酵剂，在25℃下发酵30min，同时在平铺的垃圾下方鼓风通入空气；再在垃圾上

喷洒0.05wt％的酶制剂，在35℃下发酵30min，酶制剂为蛋白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淀粉

酶和水的复合物；

[0038] 发酵结束后，在养殖床上投放3龄黑水虻幼虫，投放的黑水虻幼虫与日均投放垃圾

的重量比为3:100，在消化处理前期逐步增加每天的垃圾投放量，后期减少垃圾投放量，保

持环境温度15℃，垃圾湿度65％，每隔2h在鼓风的同时翻动养殖床上的黑水虻和垃圾，消化

处理5日，形成黑水虻鲜虫和料渣；

[0039] 消化处理结束，投放的垃圾消耗完毕，筛分分离黑水虻鲜虫和料渣，获得的黑水虻

鲜虫为投放黑水虻幼虫重量的37倍。

[0040] 实施例2

[0041] 本发明中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步骤如下，

[0042] 将垃圾倒入分拣床，垃圾污水顺导水管道排入集水池单独处理，分拣去除塑料类、

玻璃、金属类等无机物杂质，余下的有机可降解垃圾喷洒除臭剂除臭，除臭后粉碎机粉粹至

24目；

[0043] 将粉碎后的垃圾平铺到养殖床，厚度为3.3cm；然后在垃圾上喷洒0.4wt％的除臭

剂有益菌液，同时采用微波无极紫外灯照射垃圾30min进行除臭；除臭后在垃圾上喷洒

0.4wt％的发酵剂，在30℃下发酵50min，同时在平铺的垃圾下方鼓风通入空气；再在垃圾上

喷洒0.1wt％的酶制剂，在40℃下发酵40min，酶制剂为蛋白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淀粉酶

和水的复合物；

[0044] 发酵结束后，在养殖床上投放3龄黑水虻幼虫，投放的黑水虻幼虫与日均投放垃圾

的重量比为3.5:100，在消化处理前期逐步增加每天的垃圾投放量，后期减少垃圾投放量，

保持环境温度18℃，垃圾湿度68％，每隔2.2h在鼓风的同时翻动养殖床上的黑水虻和垃圾，

消化处理5日，形成黑水虻鲜虫和料渣；

[0045] 消化处理结束，投放的垃圾消耗完毕，筛分分离黑水虻鲜虫和料渣，获得的黑水虻

鲜虫为投放黑水虻幼虫重量的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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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实施例3

[0047] 本发明中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步骤如下，

[0048] 将垃圾倒入分拣床，垃圾污水顺导水管道排入集水池单独处理，分拣去除塑料类、

玻璃、金属类等无机物杂质，余下的有机可降解垃圾喷洒除臭剂除臭，除臭后粉碎机粉粹至

30目；

[0049] 将粉碎后的垃圾平铺到养殖床，厚度为3.0cm；然后在垃圾上喷洒0.5wt％的除臭

剂有益菌液，同时采用微波无极紫外灯照射垃圾40min进行除臭；除臭后在垃圾上喷洒

0.5wt％的发酵剂，在35℃下发酵80min，同时在平铺的垃圾下方鼓风通入空气；再在垃圾上

喷洒0.15wt％的酶制剂，在45℃下发酵50min，酶制剂为蛋白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淀粉

酶和水的复合物；

[0050] 发酵结束后，在养殖床上投放3龄黑水虻幼虫，投放的黑水虻幼虫与日均投放垃圾

的重量比为3.8:100，在消化处理前期逐步增加每天的垃圾投放量，后期减少垃圾投放量，

保持环境温度20℃，垃圾湿度70％，每隔2.5h在鼓风的同时翻动养殖床上的黑水虻和垃圾，

消化处理5.5日，形成黑水虻鲜虫和料渣；

[0051] 消化处理结束后筛分分离黑水虻鲜虫和料渣，获得的黑水虻鲜虫为投放黑水虻幼

虫重量的41倍。

[0052] 实施例4

[0053] 本发明中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步骤如下，

[0054] 将垃圾倒入分拣床，垃圾污水顺导水管道排入集水池单独处理，分拣去除塑料类、

玻璃、金属类等无机物杂质，余下的有机可降解垃圾喷洒除臭剂除臭，除臭后粉碎机粉粹至

35目；

[0055] 将粉碎后的垃圾平铺到养殖床，厚度为2.8cm；然后在垃圾上喷洒0.6wt％的除臭

剂有益菌液，同时采用微波无极紫外灯照射垃圾50min进行除臭；除臭后在垃圾上喷洒

0.6wt％的发酵剂，在37℃下发酵100min，同时在平铺的垃圾下方鼓风通入空气；再在垃圾

上喷洒0.2wt％的酶制剂，在50℃下发酵55min，酶制剂为蛋白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淀粉

酶和水的复合物；

[0056] 发酵结束后，在养殖床上投放3龄黑水虻幼虫，投放的黑水虻幼虫与日均投放垃圾

的重量比为4.0:100，在消化处理前期逐步增加每天的垃圾投放量，后期减少垃圾投放量，

保持环境温度23℃，垃圾湿度72％，每隔2.8h在鼓风的同时翻动养殖床上的黑水虻和垃圾，

消化处理5日，形成黑水虻鲜虫和料渣；

[0057] 消化处理结束，投放的垃圾消耗完毕，筛分分离黑水虻鲜虫和料渣，获得的黑水虻

鲜虫为投放黑水虻幼虫重量的43倍。

[0058] 实施例5

[0059] 本发明中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可降解垃圾的方法，步骤如下，

[0060] 将垃圾倒入分拣床，垃圾污水顺导水管道排入集水池单独处理，分拣去除塑料类、

玻璃、金属类等无机物杂质，余下的有机可降解垃圾喷洒除臭剂除臭，除臭后粉碎机粉粹至

40目；

[0061] 将粉碎后的垃圾平铺到养殖床，厚度为2.5m；然后在垃圾上喷洒0.7wt％的除臭剂

有益菌液，同时采用微波无极紫外灯照射垃圾60min进行除臭；除臭后在垃圾上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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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wt％的发酵剂，在40℃下发酵120min，同时在平铺的垃圾下方鼓风通入空气；再在垃圾

上喷洒0.3wt％的酶制剂，在55℃下发酵60min，酶制剂为蛋白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淀粉

酶和水的复合物；

[0062] 发酵结束后，在养殖床上投放3龄黑水虻幼虫，投放的黑水虻幼虫与日均投放垃圾

的重量比为4.5:100，在消化处理前期逐步增加每天的垃圾投放量，后期减少垃圾投放量，

保持环境温度25℃，垃圾湿度75％，每隔2.2h在鼓风的同时翻动养殖床上的黑水虻和垃圾，

消化处理5日，形成黑水虻鲜虫和料渣；

[0063] 消化处理结束，投放的垃圾消耗完毕，筛分分离黑水虻鲜虫和料渣，获得的黑水虻

鲜虫为投放黑水虻幼虫重量的39倍。

[0064] 对比例1

[0065] 在养殖床上投放的黑水虻幼虫为1龄或2龄，其他与实施例1相同。消化处理结束，

投放的有机可降解垃圾没有消耗完，有机可降解垃圾有腐败现象发生，个别黑水虻发生腐

病，获得黑水虻鲜虫为投放黑水虻幼虫重量的30倍，黑水虻鲜虫个体较小。

[0066] 对比例2

[0067] 对粉碎后的垃圾进行除臭时，仅使用除臭剂进行除臭，未采用微波无极紫外灯照

射，其他与实施例1相同。处理结束，投放的有机可降解垃圾基本消耗完，获得黑水虻鲜虫为

投放黑水虻幼虫重量的36倍，黑水虻鲜虫个体较小。

[0068] 对比例3

[0069] 对粉碎后的垃圾进行发酵时，仅进行第一阶段，没有第二阶段，其他与实施例1相

同。消化处理结束，投放的有机可降解垃圾基本消耗完，获得黑水虻鲜虫为投放黑水虻幼虫

重量的34倍，黑水虻鲜虫个体较小。

[0070] 综上所述，本发明利用黑水虻新品种——青虻8号的生长特性，截取其取食量最

大、取食速度最快的时间段，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再配以机械化生产，迅速提高有机可降解

垃圾的消化速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合理安排各处理步骤，优化处理步骤中各个参数，使有

机可降解垃圾处理效率达到最高，处理结束得到黑水虻鲜虫和有机肥(料渣)，黑水虻幼虫

个体增长至投放时的37-43倍。

[0071]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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