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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适用于微生物菌剂技术领域，提供了

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及其应用方法，

包括以下制备步骤：步骤S100：菌种选取；步骤

S200：菌种培养；步骤S300：菌种混合，本发明解

决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餐厨垃圾的处理量越

来越大，然而现有的生物处理法多为一次性降

解，降解周期慢，降解的效率不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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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步骤S100：菌种选取；

步骤S200：菌种培养；

步骤S300：菌种混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00

中，菌种选用地衣芽孢杆菌。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00

中，菌种培养的参数：温度30℃——35℃恒温处理，培养基分别为纤维培养基、淀粉培养基、

蛋白质培养基和脂肪培养基。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00

中，菌剂的初始混合比为1：1：1：1。

5.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应用方法，包括垃圾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步骤T100：垃圾的投入；

步骤T200：垃圾的分离处理；

步骤T300：菌剂的投入；

步骤T400：残渣清理。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T100中，垃圾的投入具体为将餐厨垃圾的分拣，并将餐厨垃圾投入垃圾处理设备。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T200中，垃圾处理设备分为四个处理步骤，并使餐厨垃圾分别经历纤维降解区、淀粉降解

区、蛋白质降解区和脂肪降解区。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T300中，根据菌种的特性，调节菌种在菌剂中的混合比。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T400中，残渣的处理具体为人工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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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及其应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微生物菌剂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及其应用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是指家庭、食堂和酒店等餐饮业所产生的食品残渣，在城市垃圾中所占

比例高达50％，有机质含量通常可达85％以上，其易腐败，发酵并产生恶臭，含水率高，不方

便运输，处理不当容易产生渗沥液等二次污染物。

[0003] 我国的餐厨垃圾环保化处理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餐厨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有

粉碎法、填埋法和生物处理法，生物处理法环保效益明显，不产生二次污染，能够有效地实

现对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当下研究的热点。

[000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餐厨垃圾的处理量越来越大，然而现有的生物处理法多为

一次性降解，降解周期慢，降解的效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及其应用方法，旨在解决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餐厨垃圾的处理量越来越大，然而现有的生物处理法多为一次性降解，降解周期

慢，降解的效率不高的问题。

[000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0007] 步骤S100：菌种选取；

[0008] 步骤S200：菌种培养；

[0009] 步骤S300：菌种混合。

[0010] 优选的，所述步骤S100中，菌种选用地衣芽孢杆菌。

[0011] 优选的，所述步骤S200中，菌种培养的参数：温度30℃——35℃恒温处理，培养基

分别为纤维培养基、淀粉培养基、蛋白质培养基和脂肪培养基。

[0012] 优选的，所述步骤S300中，菌剂的初始混合比为1：1：1：1。

[0013] 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应用方法，包括垃圾处理设备，包括如下步骤：

[0014] 步骤T100：垃圾的投入；

[0015] 步骤T200：垃圾的分离处理；

[0016] 步骤T300：菌剂的投入；

[0017] 步骤T400：残渣清理。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T100中，垃圾的投入具体为将餐厨垃圾的分拣，并将餐厨垃圾投

入垃圾处理设备。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T200中，垃圾处理设备分为四个处理步骤，并使餐厨垃圾分别经

历纤维降解区、淀粉降解区、蛋白质降解区和脂肪降解区。

[0020] 优选的，所述步骤T300中，根据菌种的特性，调节菌种在菌剂中的混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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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优选的，所述步骤T400中，残渣的处理具体为人工掩埋。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

剂及其应用方法，根据不同的营养基培育出耐抗性不同的地衣芽孢杆菌，垃圾进入垃圾处

理设备后，处理设备分为纤维降解区、淀粉降解区、蛋白质降解区和脂肪降解区，不同区域

该耐抗性的菌种在菌剂中的配比更多，可以将餐厨垃圾中的纤维、淀粉、蛋白质和脂肪快速

降解，提高降解效率，解决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餐厨垃圾的处理量越来越大，然而现有

的生物处理法多为一次性降解，降解周期慢，降解的效率不高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菌剂制备流程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应用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6] 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如图1：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包括以下制

备步骤：

[0027] 步骤S100：菌种选取；

[0028] 步骤S200：菌种培养；

[0029] 步骤S300：菌种混合。

[0030] 在本实施方式中，地衣芽孢杆菌可以生长态存在，地衣芽孢杆菌可调整菌群失调

达到治疗目的，可促使机体产生抗菌活性物质、杀灭致病菌，有效的降解厨余垃圾的同时抑

制厨余垃圾内细菌的生长，在温度30℃——35℃的环境中，将地衣芽孢杆菌分别投入纤维

培养基、淀粉培养基、蛋白质培养基和脂肪培养基中，培养一段时间后，可以得到纤维、淀

粉、蛋白质和脂肪耐抗性的地衣芽孢杆菌，将四种耐抗性不同的菌种按照1：1：1：1的混合比

例进行混合，形成微生物菌剂，进而根据不同的降解对象，提高该耐抗性菌种在菌剂内的含

量，进而可以对餐厨垃圾进行精准的降解，提高降解速度，使讲解更加充分。

[0031] 进一步的，步骤S100中，菌种选用地衣芽孢杆菌。

[0032] 在本实施方式中，地衣芽孢杆菌可以生长态存在，地衣芽孢杆菌可调整菌群失调

达到治疗目的，可促使机体产生抗菌活性物质、杀灭致病菌，有效的降解厨余垃圾的同时抑

制厨余垃圾内细菌的生长。

[0033] 进一步的，步骤S200中，菌种培养的参数：温度30℃——35℃恒温处理，培养基分

别为纤维培养基、淀粉培养基、蛋白质培养基和脂肪培养基。

[0034] 在本实施方式中，在温度30℃——35℃的环境中，将地衣芽孢杆菌分别投入纤维

培养基、淀粉培养基、蛋白质培养基和脂肪培养基中，培养一段时间后，可以得到纤维、淀

粉、蛋白质和脂肪耐抗性的地衣芽孢杆菌。

[0035] 进一步的，步骤S300中，菌剂的初始混合比为1：1：1：1。

[0036] 在本实施方式中，将四种耐抗性不同的菌种按照1：1：1：1的混合比例进行混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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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微生物菌剂，进而根据不同的降解对象，提高该耐抗性菌种在菌剂内的含量。

[0037] 如图2：一种降解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剂应用方法，包括垃圾处理设备，包括如下

步骤：

[0038] 步骤T100：垃圾的投入；

[0039] 步骤T200：垃圾的分离处理；

[0040] 步骤T300：菌剂的投入；

[0041] 步骤T400：残渣清理。

[0042] 在本实施方式中，由于餐厨垃圾中，常混有其余垃圾，难以通过微生物进行降解，

首先将人工垃圾进行分拣，将餐厨垃圾从垃圾中分拣出，进而将分拣出的餐厨垃圾投入垃

圾处理设备，便于垃圾处理设备准确的对餐厨垃圾进行降解，垃圾首先进入纤维降解区，调

节纤维耐抗性菌种在菌剂中的含量，可对厨余垃圾中的高纤维垃圾进行全力降解，进而初

步降解完成的垃圾进入淀粉降解区，调节淀粉耐抗性菌种在菌剂中的含量，可对厨余垃圾

中的淀粉垃圾进行降解，进而进入蛋白质降解区，调节蛋白质耐抗性菌种在菌剂中的含量，

可对厨余垃圾中的高蛋白进行降解，最后进入脂肪降解区，调节脂肪耐抗性菌种在菌剂中

的含量，可对厨余垃圾中的高脂肪垃圾进行全力降解，综合可将处于垃圾快速并准确的降

解为二氧化碳和有机物残渣，降解的垃圾分为有机物残渣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经检测达

标后直接排放至空气中，有机物残渣通过人工掩埋，有机物残渣不含污染性，且可对土地进

行施肥，使垃圾再利用。

[0043] 进一步的，步骤T100中，垃圾的投入具体为将餐厨垃圾的分拣，并将餐厨垃圾投入

垃圾处理设备。

[0044] 在本实施方式中，由于餐厨垃圾中，常混有其余垃圾，难以通过微生物进行降解，

首先将人工垃圾进行分拣，将餐厨垃圾从垃圾中分拣出，进而将分拣出的餐厨垃圾投入垃

圾处理设备，便于垃圾处理设备准确的对餐厨垃圾进行降解。

[0045] 进一步的，步骤T200中，垃圾处理设备分为四个处理步骤，并使餐厨垃圾分别经历

纤维降解区、淀粉降解区、蛋白质降解区和脂肪降解区。

[0046] 在本实施方式中，垃圾首先进入纤维降解区，可对厨余垃圾中的高纤维垃圾进行

全力降解，进而初步降解完成的垃圾进入淀粉降解区，可对厨余垃圾中的淀粉垃圾进行降

解，进而进入蛋白质降解区，可对厨余垃圾中的高蛋白进行降解，最后进入脂肪降解区，可

对厨余垃圾中的高脂肪垃圾进行全力降解，综合可将处于垃圾快速并准确的降解为二氧化

碳和有机物残渣。

[0047] 进一步的，步骤T300中，根据菌种的特性，调节菌种在菌剂中的混合比。

[0048] 在本实施方式中，当垃圾进入纤维降解区时，调节纤维耐抗性菌种在菌剂中的含

量，可对高纤维垃圾进行快速降解，当垃圾进入淀粉降解区时，调节淀粉耐抗性菌种在菌剂

中的含量，可对淀粉垃圾进行快速降解，当垃圾进入蛋白质降解区时，调节蛋白质耐抗性菌

种在菌剂中的含量，可对高蛋白垃圾进行快速降解，当垃圾进入脂肪降解区时，调节脂肪耐

抗性菌种在菌剂中的含量，可对高脂肪垃圾进行快速降解。

[0049] 进一步的，步骤T400中，残渣的处理具体为人工掩埋。

[0050] 在本实施方式中，降解的垃圾分为有机物残渣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经检测达标

后直接排放至空气中，有机物残渣通过人工掩埋，有机物残渣不含污染性，且可对土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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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使垃圾再利用。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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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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