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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

法，属于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领域。该处理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a、启动垃圾抓斗机将垃圾抓起并缓

慢松开，使垃圾松散落下，在垃圾落下的同时向

垃圾均匀喷洒酶菌液；b、在垃圾堆上覆盖塑料膜

进行厌氧发酵处理；c、掀开塑料膜重复步骤a和

b，直至垃圾臭气消除；d、对已消除臭气的垃圾进

行筛分处理；e、对无机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处

理；对无法回收利用的垃圾进行重金属检测后进

行去除重金属处理或减量化处理。本发明所述的

处理方法可高效、稳定、快速地处理生活垃圾处

理厂的恶臭气体，处理效果好，投资和运行费用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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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启动垃圾抓斗机将堆放在垃圾厂房内的垃圾抓起并缓慢松开，使垃圾松散落下至垃

圾收集坑内；在垃圾落下的同时，采用喷洒装置向垃圾均匀喷洒酶菌液，以使酶菌液与垃圾

充分接触进行堆沤反应；其中，垃圾收集坑内的温度为10～30℃、湿度为40～80％；所述酶

菌液是由乳酸菌类、酵母菌类、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于联通罐中混合后进行并联发

酵制成的；

b、在喷洒有酶菌液的垃圾堆上覆盖塑料膜，使酶菌液中的生物酶与垃圾进行厌氧发酵

处理；厌氧发酵处理进行1～3h后垃圾收集坑的温度升至40～60℃；

c、厌氧发酵处理结束后，掀开塑料膜，重复步骤a和b，直至垃圾臭气消除；

d、对步骤c中已消除臭气的垃圾按无机垃圾和有机肥进行筛分处理；

e、对无机垃圾进行回收利用处理，对有机肥进行无害化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的厌氧

发酵处理的反应时间为5～10h。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的厌氧

发酵处理的反应时间为6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酶菌液按1：100

的比例与水稀释后按酶菌液：垃圾＝1:1的比例均匀喷洒到垃圾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还包括

使用喷洒装置向塑料膜上方喷洒酶菌液，以消除逸出的臭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厌氧发

酵处理所产生的垃圾渗透液通过管道输送至垃圾渗透液处理池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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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分选、堆肥和填埋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主要成分为硫化氢、硫

醇类、氨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恶臭气体。城市生活垃圾厂产生的恶臭气体阈值浓度低，对

设备和管道有强烈腐蚀性，还会对正常工业生产和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干扰，产生严

重的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

[0003] 用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恶臭气体的常规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吸收、吸附、催化、焚

烧和等离子体技术等。近年来，生物处理技术特别是生物过滤技术由于设备简单、处理效率

高、投资和运行费用低、无二次污染等优点，逐渐应用于含硫恶臭气体的处理。目前，常规的

生物处理系统在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含硫恶臭气体时，存在着处理效率低、很难实现达标

排放、系统运行不稳定、处理成本高等弊端。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

法，该处理方法可高效、稳定、快速地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厂的恶臭气体，处理效果好，投资和

运行费用低。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07] a、启动垃圾抓斗机将堆放在垃圾厂房内的垃圾抓起并缓慢松开，使垃圾松散落下

至垃圾收集坑内；在垃圾落下的同时，采用喷洒装置向垃圾均匀喷洒酶菌液，以使酶菌液与

垃圾充分接触进行堆沤反应；

[0008] b、在喷洒有酶菌液的垃圾堆上覆盖塑料膜，使酶菌液中的生物酶与垃圾进行厌氧

发酵处理；

[0009] c、厌氧发酵处理结束后，掀开塑料膜，重复步骤a和b，直至垃圾臭气消除；

[0010] d、对步骤c中已消除臭气的垃圾按无机垃圾和有机肥进行筛分处理；

[0011] e、对无机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处理；对无法回收利用的垃圾进行重金属检测，对

检测不合格的垃圾进行去除重金属处理，对检测合格的垃圾进行减量化处理后用作混凝土

原料或用于种植林木的有机肥。

[0012]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a中垃圾收集坑内的温度为10～30℃、湿度

为40～80％。

[0013]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b中的厌氧发酵处理的反应时间为5～10h。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b中的厌氧发酵处理的反应时间为6h。

[0015]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b中厌氧发酵处理进行1～3h后垃圾收集坑

的温度升至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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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酶菌液是由乳酸菌类、酵母菌类、枯草芽孢杆

菌、地衣芽孢杆菌于联通罐中混合后进行并联发酵制成的。

[0017] 优选地，所述酶菌液按1：100的比例与水稀释后按酶菌液：垃圾＝1:1的比例均匀

喷洒到垃圾上。

[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b中还包括使用喷洒装置向塑料膜上方喷洒酶菌液，以消除逸出

的臭气。

[0019] 优选地，所述步骤b中厌氧发酵处理所产生的垃圾渗透液通过管道输送至垃圾渗

透液处理池中处理。

[0020]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1] 本发明所述的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利用酶菌液在常温下对垃圾进行生物催

化处理以消除垃圾臭气，步骤操作简单，与现有技术的处理方法相比，在同等面积的厂房

内，垃圾臭气的处理周期从72h缩短到5～10h，大大缩短了垃圾的处理周期，可使生活垃圾

处理厂的垃圾处理能力提高12倍，大大降低了处理成本。本发明可高效、稳定、快速地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厂的恶臭气体，处理效果好，投资和运行费用低。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生活垃圾臭气的处理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25] a、启动垃圾抓斗机将堆放在垃圾厂房内的垃圾抓起并缓慢松开，使垃圾松散落下

至垃圾收集坑内；在垃圾落下的同时，采用喷洒装置向垃圾均匀喷洒酶菌液，以使酶菌液与

垃圾充分接触进行堆沤反应；

[0026] b、在喷洒有酶菌液的垃圾堆上覆盖塑料膜，使酶菌液中的生物酶与垃圾进行厌氧

发酵处理；

[0027] c、厌氧发酵处理结束后，掀开塑料膜，重复步骤a和b，直至垃圾臭气消除；

[0028] d、对步骤c中已消除臭气的垃圾按无机垃圾和有机肥进行筛分处理；

[0029] e、对无机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处理；对无法回收利用的垃圾进行重金属检测，对

检测不合格的垃圾进行去除重金属处理，对检测合格的垃圾进行减量化处理后用作混凝土

原料或用于种植林木的有机肥。

[0030] 优选地，步骤a中垃圾收集坑内的温度为10～30℃、湿度为40～80％，在此条件下，

生物酶的催化活性最高。

[0031] 步骤b中的厌氧发酵处理的反应时间为5～10h。优选地，步骤b中的厌氧发酵处理

的反应时间为6h。

[0032] 步骤b中厌氧发酵处理进行1～3h后垃圾收集坑的温度升至40～60℃。

[0033] 酶菌液是由乳酸菌类、酵母菌类、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于联通罐中混合后

进行并联发酵制成的。该酶菌液的活菌数量可以达到23亿个/毫升，该菌液的菌种活性好，

在加入水稀释后即被激活，可将垃圾内的有机物分子分解，使垃圾进入沤熟发酵状态。优选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6734118 B

4



地，酶菌液按1：100的比例与水稀释后按酶菌液：垃圾＝1:1的比例均匀喷洒到垃圾上。

[0034] 步骤b中还包括使用喷洒装置向塑料膜上方喷洒酶菌液，以消除逸出的臭气。当生

物酶分子被喷洒装置喷洒在塑料膜的上方时，生物酶分子与外逸的臭气分子充分接触，使

得臭气分子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以达到消除臭气，能有效防止垃圾臭气外逸影响周围居

民的生活。

[0035] 步骤b中厌氧发酵处理所产生的垃圾渗透液通过管道输送至垃圾渗透液处理池中

处理，确保不会产生二次环境污染和臭气扰民。

[0036] 实施例：

[0037] 某垃圾处理厂的生活垃圾臭气处理包括如下步骤：

[0038] a、每天133台15吨的垃圾车在垃圾卸料厅内把2000吨的生活垃圾倒入垃圾坑内，5

吨的垃圾抓斗机将垃圾抓起，移动到垃圾收集坑的上方，然后抓斗慢慢松开，使垃圾松散落

下，位于垃圾收集坑边角的喷洒装置将酶菌液喷向抓斗及落下的垃圾，以使酶菌液与垃圾

充分接触在温度为10～30℃、湿度为40～80％的条件下进行堆沤反应。垃圾卸料厅内每天

接受2000吨垃圾，需要安装多台吊机及抓斗，配合生物酶喷洒系统。其中，酶菌液是由乳酸

菌类、酵母菌类、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于联通罐中混合后进行并联发酵制成的。酶

菌液按1：100的比例与水稀释后按酶菌液：垃圾＝1:1的比例均匀喷洒到垃圾上。每天2000

吨垃圾共需要2000kg的稀释酶菌液。在上述的有氧沤熟过程中，垃圾中的水分被不断蒸发，

垃圾的整体存量减少。

[0039] b、完成上述的垃圾有氧沤熟工艺后，在喷洒有酶菌液的垃圾堆上覆盖塑料膜，进

行垃圾厌氧发酵处理；反应2h后，垃圾处理厂房的温度升至40℃；反应6h后，塑料膜内的垃

圾被生物酶进行催化反应，垃圾臭味分子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分子，垃圾臭气被大部分

消除。

[0040] c、厌氧发酵处理结束后，掀开塑料膜，5天里重复步骤a和b，直至垃圾臭气消除。

[0041] d、对步骤c中已消除臭气的垃圾按无机垃圾和有机肥进行筛分处理。

[0042] e、对无机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处理；对无法回收利用的垃圾进行重金属检测，对

检测不合格的垃圾进行去除重金属处理，对检测合格的垃圾送到垃圾干化房进行减量化处

理后用作混凝土原料或用于种植林木的有机肥。

[0043]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于本发明所

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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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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