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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

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涉及抗生素污染治理

技术领域。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SS01分拣和分

离：分拣出含有有机物的厨余垃圾；SS02固体物

的使用：将固体物制为固态肥料；SS03液体物过

滤：对液体物进行过滤；SS04有机酸的提取：提取

出液体物内的有机酸；SS05有机酸PH值的检测与

调节：将有机酸PH值调节在3.2-3.3的范围；SS06

有机酸包装：包装在密封瓶体内。本发明通过提

取厨余垃圾中的有机酸，并调节有机酸的PH值，

使用低浓度的有机酸能够抑制菜心根系对环丙

沙星的解吸，从而能够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

丙沙星，解决了现有的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

丙沙星的物料制造成本较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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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其特征在于：所述厨余垃圾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S01分拣和分离：先分拣出含有有机物的厨余垃圾，将分拣完毕的厨余垃圾进行破碎，

破碎后分离出固体物和液体物；

SS02固体物的使用：将SS01中分离出的固体物制为固态肥料；

SS03液体物过滤：对液体物进行过滤处理，过滤出纯液体物，过滤产生的渣料转移至

SS02中制成固态肥料；

SS04有机酸的提取：提取出液体物内的有机酸，并检测有机酸的浓度，将提取后的剩余

物制成液体肥料；

SS05有机酸PH值的检测与调节：检测有机酸的PH值，添加PH调节剂将有机酸PH值调节

在3.2-3.3的范围；

SS06有机酸包装：将有机酸分量包装和密封瓶体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其特

征在于，所述SS01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S011分拣：将收集完毕的垃圾进行分拣，分拣后的垃圾种类为：有机物垃圾、无机物垃

圾和金属垃圾；

SS012破碎：使用破碎机破碎分拣出的有机物垃圾，并使用筛板筛选出固体物和液体

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其特

征在于，所述SS02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S021发酵：将SS02中的固体物和SS03中筛选的固态物放置在发酵罐内，添加厌氧细

菌，将发酵罐封存，并将发酵产生的气体收集，发酵时温度保持在20-40℃的范围，发酵40-

50天；

SS022元素添加：将发酵完毕的物料进行元素含量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选择缺少的元

素，并将缺少的元素混合在发酵后的物料内；

SS023成型：使用颗粒成型机将物料制成颗粒状，并干燥为颗粒成品；

SS024包装：将干燥的物料装入防水塑料薄膜袋，外加塑料编织袋绑紧袋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其特

征在于，所述SS04中液体肥料的制造方法如下：

SS041重金属离子分离：将物料送入沉淀池中，并向添加重金属离子沉淀剂，使有机废

水中的重金属离子沉淀到池底污泥中，去除物料中的重金属离子；

SS042发酵：在沉淀池中的上清液送入曝气池中，向曝气池中加入厌氧细菌进行厌氧发

酵，得到发酵液；

SS043浓缩：发酵液送入浓缩塔中进行高温浓缩，杀灭发酵液中残余的微生物，使发酵

液中的营养物质浓缩收集；

SS044配比：检测发酵液的营养比例，并添加缺少的元素，配比为有机液态肥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其特

征在于，所述SS04中有机酸的提取方法包括离子交换吸附法、液膜分离法、酯化法、精馏法、

吸附法和络合萃取法。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588408 A

2



6.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其

特征在于，所述SS021中发酵使用的厌氧细菌和SS042发酵使用的厌氧细菌均包括耗氢产乙

酸菌或发酵型细菌或产氢产乙酸菌或食氢产甲烷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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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抗生素污染治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

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

背景技术

[0002] 环丙沙星作为一类广谱高效的抗菌药物被广泛用于人类医疗和畜牧养殖业南春

容等，通过口服或肌肉注射进入动物体内的抗生素并不能被完全吸收通常大部分以药物原

形或其代谢物随粪尿排出，造成动物粪便中抗生素的含量普遍较高，长期向土壤中施入粪

肥会导致抗生素假性持续的现象，会造成抗生素的污染。

[0003] 针对于土壤的环丙沙星污染，能够通过添加低浓度的有机酸抑制环丙沙星的解

吸，然而现有的有机酸制造成本较高，影响污染治理的效率，而厨余垃圾中富含大量的有机

酸，现在只是使用厨余垃圾增加土壤内的有机物，充当化肥的作用，而针对环丙沙星的阻隔

效果不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通

过提取厨余垃圾中的有机酸，并调节有机酸的PH值，使用低浓度的有机酸能够抑制菜心根

系对环丙沙星的解吸，从而能够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解决了现有的阻隔菜心

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物料制造成本较高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为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厨余垃圾的制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S01分拣和分离：先分拣出含有有机物的厨余垃圾，将分拣完毕的厨余垃圾进行

破碎，破碎后分离出固体物和液体物；

[0008] SS02固体物的使用：将SS01中分离出的固体物制为固态肥料；

[0009] SS03液体物过滤：对液体物进行过滤处理，过滤出纯液体物，过滤产生的渣料转移

至SS02中制成固态肥料；

[0010] SS04有机酸的提取：提取出液体物内的有机酸，并检测有机酸的浓度，将提取后的

剩余物制成液体肥料；

[0011] SS05有机酸PH值的检测与调节：检测有机酸的PH值，添加PH调节剂将有机酸PH值

调节在3.2-3.3的范围；

[0012] SS06有机酸包装：将有机酸分量包装和密封瓶体内部。

[0013] 进一步地，所述SS01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4] SS011分拣：将收集完毕的垃圾进行分拣，分拣后的垃圾种类为：有机物垃圾、无机

物垃圾和金属垃圾；

[0015] SS012破碎：使用破碎机破碎分拣出的有机物垃圾，并使用筛板筛选出固体物和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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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物。

[0016] 进一步地，所述SS02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7] SS021发酵：将SS02中的固体物和SS03中筛选的固态物放置在发酵罐内，添加厌氧

细菌，将发酵罐封存，并将发酵产生的气体收集，发酵时温度保持在20-40℃的范围，发酵

40-50天；

[0018] SS022元素添加：将发酵完毕的物料进行元素含量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选择缺少

的元素，并将缺少的元素混合在发酵后的物料内；

[0019] SS023成型：使用颗粒成型机将物料制成颗粒状，并干燥为颗粒成品；

[0020] SS024包装：将干燥的物料装入防水塑料薄膜袋，外加塑料编织袋绑紧袋口。

[0021] 进一步地，所述SS04中液体肥料的制造方法如下：

[0022] SS041重金属离子分离：将物料送入沉淀池中，并向添加重金属离子沉淀剂，使有

机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沉淀到池底污泥中，去除物料中的重金属离子；

[0023] SS042发酵：在沉淀池中的上清液送入曝气池中，向曝气池中加入厌氧细菌进行厌

氧发酵，得到发酵液；

[0024] SS043浓缩：发酵液送入浓缩塔中进行高温浓缩，杀灭发酵液中残余的微生物，使

发酵液中的营养物质浓缩收集；

[0025] SS044配比：检测发酵液的营养比例，并添加缺少的元素，配比为有机液态肥料。

[0026] 进一步地，所述SS04中有机酸的提取方法包括离子交换吸附法、液膜分离法、酯化

法、精馏法、吸附法和络合萃取法，在王建军的硕士论文《有机废弃物厌氧酸化混合液中有

机酸的分离提取技术研究》中公布有有机酸的提取方法。

[0027] 进一步地，所述SS021中发酵使用的厌氧细菌和SS042发酵使用的厌氧细菌均包括

耗氢产乙酸菌或发酵型细菌或产氢产乙酸菌或食氢产甲烷菌。

[0028]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9] 1、本发明通过提取厨余垃圾中的有机酸，并调节有机酸的PH值，使用低浓度的有

机酸能够抑制菜心根系对环丙沙星的解吸，从而能够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避

免环丙沙星对菜心根系的污染，保证了菜心根系的状态，使用厨余垃圾分解有机酸节省了

资源的利用，废物利用起到环保的作用。

[0030] 2、本发明通过将提取有机酸后的处理垃圾进行固态肥料和液态肥料的制造，节省

资源的使用，且制成的肥料富含有机物，同时制造成本较低，工艺简单，方便使用者的使用。

[0031] 当然，实施本发明的任一产品并不一定需要同时达到以上所述的所有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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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33] 本发明为一种用于阻隔菜心根系吸收转运环丙沙星的厨余垃圾，厨余垃圾的制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SS01分拣和分离：先分拣出含有有机物的厨余垃圾，将分拣完毕的厨余垃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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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破碎后分离出固体物和液体物；

[0035] SS02固体物的使用：将SS01中分离出的固体物制为固态肥料；

[0036] SS03液体物过滤：对液体物进行过滤处理，过滤出纯液体物，过滤产生的渣料转移

至SS02中制成固态肥料；

[0037] SS04有机酸的提取：提取出液体物内的有机酸，并检测有机酸的浓度，将提取后的

剩余物制成液体肥料；

[0038] SS05有机酸PH值的检测与调节：检测有机酸的PH值，添加PH调节剂将有机酸PH值

调节在3.2-3.3的范围；

[0039] SS06有机酸包装：将有机酸分量包装和密封瓶体内部。

[0040] 进一步地，SS01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1] SS011分拣：将收集完毕的垃圾进行分拣，分拣后的垃圾种类为：有机物垃圾、无机

物垃圾和金属垃圾；

[0042] SS012破碎：使用破碎机破碎分拣出的有机物垃圾，并使用筛板筛选出固体物和液

体物。

[0043] 其中，SS02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4] SS021发酵：将SS02中的固体物和SS03中筛选的固态物放置在发酵罐内，添加厌氧

细菌，将发酵罐封存，并将发酵产生的气体收集，发酵时温度保持在20-40℃的范围，发酵

40-50天；

[0045] SS022元素添加：将发酵完毕的物料进行元素含量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选择缺少

的元素，并将缺少的元素混合在发酵后的物料内；

[0046] SS023成型：使用颗粒成型机将物料制成颗粒状，并干燥为颗粒成品；

[0047] SS024包装：将干燥的物料装入防水塑料薄膜袋，外加塑料编织袋绑紧袋口。

[0048] 其中，SS04中液体肥料的制造方法如下：

[0049] SS041重金属离子分离：将物料送入沉淀池中，并向添加重金属离子沉淀剂，使有

机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沉淀到池底污泥中，去除物料中的重金属离子；

[0050] SS042发酵：在沉淀池中的上清液送入曝气池中，向曝气池中加入厌氧细菌进行厌

氧发酵，得到发酵液；

[0051] SS043浓缩：发酵液送入浓缩塔中进行高温浓缩，杀灭发酵液中残余的微生物，使

发酵液中的营养物质浓缩收集；

[0052] SS044配比：检测发酵液的营养比例，并添加缺少的元素，配比为有机液态肥料。

[0053] 其中，SS04中有机酸的提取方法包括离子交换吸附法、液膜分离法、酯化法、精馏

法、吸附法和络合萃取法，在王建军的硕士论文《有机废弃物厌氧酸化混合液中有机酸的分

离提取技术研究》中公布有有机酸的提取方法。

[0054] 其中，SS021中发酵使用的厌氧细菌和SS042发酵使用的厌氧细菌均包括耗氢产乙

酸菌或发酵型细菌或产氢产乙酸菌或食氢产甲烷菌。

[0055]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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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方式结合。

[0056]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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