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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及

其制备方法。所述的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多孔蒙脱土复合物70～90份、复合微生物菌

剂0.5～5份、糖厂废弃物25～35份和茶皂素3～9

份。本发明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能快速去除异

味同时彻底消除臭源物质，除臭效果好，长时间

的维持除臭功效，能从根本上达到除臭的目的，

并且降低了生产成本，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

染，环境负荷低，符合节能环保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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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多孔

蒙脱土复合物70～90份、复合微生物菌剂0.5～5份、糖厂废弃物25～35份和茶皂素3～9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除臭剂包括以下重

量份的组分：多孔蒙脱土复合物80份、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糖厂废弃物30份和茶皂素6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

剂的总菌数为1×107～8个/mL，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为巨大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光合

细菌、根瘤菌按菌数比为(1～3):(1～2):(1～3):(1～2)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为

巨大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光合细菌、根瘤菌按菌数比为2:1:3:2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糖厂废弃物为

蔗渣和废蜜以1:0.5～1.5的质量比组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孔蒙脱土复

合物为钠基蒙脱土、糖滤泥、普鲁兰多糖和木质素磺酸钠以(3～4):(1～3):(1～2):(0.5～

1)的质量比组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

为钠基蒙脱土、糖滤泥、普鲁兰多糖和木质素磺酸钠以4:2:1.5:0.5的质量比组成。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

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S1：将配方量的钠基蒙脱土、糖滤泥混合，研磨1～2h，加入适量的水，继续研磨1～2h，

制成含水量为40～50％m/m的混合料浆；

S2：将S1得到的混合料浆倒入模具中置于通风处，自然晾干3～6h，然后在300～400℃

中煅烧2～4h，得到多孔基体；

S3：将配方量的普鲁兰多糖和木质素磺酸钠混合，溶于水，制成质量浓度为2～4％的料

液，然后加入S2得到的多孔基体，浸泡10～15min，于80～100℃下烘干，即得多孔蒙脱土复

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

的制备步骤S1中还包括加入碳酸氢钠的步骤，所述的碳酸氢钠的加入量为钠基蒙脱土和糖

滤泥混合物重量的20～40％。

10.一种制备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将糖厂废弃物研磨粉碎，过200目筛，加入水制成质量浓度为100～150g/L的发酵培养

基，然后加入复合微生物菌剂，在28～35℃，150～180rpm下培养24～36h，然后加入多孔蒙

脱土复合物和茶皂素，混合均匀后真空干燥，即得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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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生物及环境污染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畜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快速发展，产生大量的畜禽粪便给生态环境带来巨

大的危害，数据资料显示，我国畜禽粪便年排放量约21.7亿吨，而实际处理不到10％。堆肥

是目前无害化、资源化，发酵处理畜禽粪便的有效方法，在减轻环境污染的同时可最大程度

实现资源化利用，但传统堆肥存在功能微生物数量少，发酵周期长、腐熟化程度低、臭气污

染大、肥效损失严重等问题。堆肥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成分复杂多样，按化学组分分为5

类：1)含氮化合物：如氨气、吲哚和胺类等；2)含硫化合物：如硫化氢、硫醇和硫醚类等；3)卤

素及其衍生物：如卤代烃和氯气类等；4)含氧有机化合物：如酚、醇和醛类等；5)烃类：如炔

烃、烯烃和烷烃类等，在危害环境和人畜健康的同时，也降低了堆肥的肥效和农用价值，因

而控制减少堆肥过程中恶臭气体的排放是实现优质、高效、无污染堆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

迫切需要。

[0003] 目前，国内外畜禽粪便除臭主要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除臭技术，使恶臭气体的物

象和结构改变，进而达到脱臭的效果。化学方法主要是利用强氧化剂高锰酸钾、过氧化氢

等，使部分臭气成分氧化成少臭、无臭物质。物理方法包括机械通风降低臭气浓度，或者通

过吸收剂吸收臭气。这两种技术在快速除臭的同时会增加成本、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无法

重复利用。生物除臭法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治理恶臭污染的方法，该方法是利

用微生物的生理代谢活动来降解恶臭物质使之转化为无臭物质，具有处理效率高、无二次

污染、便于操作、费用低廉等特点，已成为国内外恶臭防治研究与应用中的主要方法。当前

日本和欧美国家在微生物除臭剂产品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功能性高效除臭剂产品却很少，且在实际应用中存在适应性差、效果不佳、作用单一、价格

较贵等缺点。因此亟需研发出一种生产成本低廉，可快速持续除臭的新型除臭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及其制备

方法。该除臭剂既能够快速持续的除臭，又降低了生产成本，除臭效果好，能从根本上达到

除臭的目的。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6] 一种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多孔蒙脱土复合物70～90份、

复合微生物菌剂0.5～5份、糖厂废弃物25～35份和茶皂素3～9份。

[0007] 优选，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多孔蒙脱土复合物80

份、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糖厂废弃物30份和茶皂素6份。

[0008] 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总菌数为1×107～8个/mL，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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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光合细菌、根瘤菌按菌数比为(1～3):(1～2):(1～3):(1～2)组

成。

[0009] 优选，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为巨大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光合细菌、根瘤菌

按菌数比为2:1:3:2组成。

[0010] 上述的巨大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光合细菌、根瘤菌均为市售产品，其中，巨大

芽孢杆菌购自江苏绿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地衣芽孢杆菌购自江苏绿科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光合细菌购自江苏绿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根瘤菌购自湖北农科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0011] 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中巨大芽孢杆菌具有解磷固钾作用，可促进有机磷的降

解；地衣芽孢杆菌能够吸收并利用H2S，阻止恶臭气体H2S的散发；光合细菌将H2S分解为S和

H2，根瘤菌具有亚硝化能力，能够将NH3氧化为亚硝酸，以上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在繁殖和降解

过程中能产生天然的生物代谢产物，如生物酶、抗生素、抗菌肽，能吸收、降解和根除臭味气

体，从根源上避免臭味的产生。

[0012] 所述的糖厂废弃物为蔗渣和废蜜以1:0.5～1.5的质量比组成。

[0013] 所述的糖厂废弃物：蔗渣和废蜜均取自广东省河源市某制糖厂。

[0014] 所述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为钠基蒙脱土、糖滤泥、普鲁兰多糖和木质素磺酸钠以

(3～4):(1～3):(1～2):(0.5～1)的质量比组成。

[0015] 优选，所述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为钠基蒙脱土、糖滤泥、普鲁兰多糖和木质素磺酸

钠以4:2:1.5:0.5的质量比组成。

[0016] 所述的糖滤泥是糖厂制糖澄清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是制糖工业大宗副产品

之一，取自广东省河源市某制糖厂，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并含有多种有机物和糖类物质，

以及铜、铁、锰、锌、镁、钾等元素。

[0017] 所述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0018] S1：将配方量的钠基蒙脱土、糖滤泥混合，研磨1～2h，加入适量的水，继续研磨1～

2h，制成含水量为40～50％m/m的混合料浆；

[0019] S2：将S1得到的混合料浆倒入模具中置于通风处，自然晾干3～6h，然后在300～

400℃中煅烧2～4h，得到多孔基体；

[0020] S3：将配方量的普鲁兰多糖和木质素磺酸钠混合，溶于水，制成质量浓度为2～4％

的料液，然后加入S2得到的多孔基体，浸泡10～15min，于80～100℃下烘干，即得多孔蒙脱

土复合物。

[0021] 上述S1步骤中还包括加入发泡剂的步骤，所述的发泡剂为碳酸氢钠，所述的碳酸

氢钠的加入量为钠基蒙脱土和糖滤泥混合物重量的20～40％，该碳酸氢钠在300～400℃中

煅烧会分解，释放出CO2，促使基体形成网孔状结构，内孔分布均匀，改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

的物理吸附作用，同时由于煅烧的温度相对不高，可最大程度保留糖滤泥中的碳酸钙成分，

以及钠基蒙脱土和糖滤泥中的微量元素，为复合微生物菌剂提供营养物质，促使其生长，快

速持续发挥除臭效果。所述的普鲁兰多糖和木质素磺酸钠除了可改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的

物理性能外，还可在多孔蒙脱土复合物的孔状结构以及表面形成薄膜层，该薄膜层为复合

微生物菌剂补充营养物质，使多孔蒙脱土复合物具有自培育性能，同时所述的普鲁兰多糖

具有抗氧化作用，有助于抑制腐败菌的繁殖，降低腐败效率，同时普鲁兰多糖和木质素磺酸

钠还具有协同的金属离子络合作用，能去除重金属对生物酶的抑制作用，促进复合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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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分解有害物质。

[002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所述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3] 将糖厂废弃物研磨粉碎，过200目筛，加入水制成质量浓度为100～150g/L的发酵

培养基，然后加入复合微生物菌剂，在28～35℃，150～180rpm下培养24～36h，然后加入多

孔蒙脱土复合物和茶皂素，混合均匀后真空干燥，即得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能快速去除异味同时彻底消除臭源物质，除臭

效果好，长时间的维持除臭功效，能从根本上达到除臭的目的，并且降低了生产成本，不会

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环境负荷低。

[0026] (2)本发明的除臭剂充分利用了糖厂的三大废弃物蔗渣、废蜜和糖滤泥，实现了废

物的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既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又避免废弃物的二次污染，不仅大大降低

了除臭剂的生产成本，同时解决微生物菌株繁殖所需营养不足的问题，为除臭剂的持续除

臭提供了物质基础，符合节能环保的理念。

[0027] (3)本发明的除臭剂中多孔蒙脱土复合物不仅为微生物菌株提供适宜的附着载

体，还为其提供营养的环境，使其具备自培育性，同时其自身的孔状结构具有物理吸附的效

果，可显著降低环境的臭味；糖厂废弃物作为发酵培养基，为复合微生物菌剂的扩大培养提

供了丰富的营养成分，有利于降低菌种的用量，降低成本；茶皂素是一种天然非离子型表面

活性剂，可提高除臭剂的稳定性，增强微生物菌株的除臭效果，并具有一定胃毒和较强的忌

避作用，有效杀灭畜禽粪便寄生虫。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9] 下述实施例中配方的组分，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常规市售产品，其中，巨大芽孢杆

菌(活菌含量≥200×108CFU/g)、地衣芽孢杆菌(活菌含量≥200×108CFU/g)、光合细菌(活

菌含量≥30×108CFU/g)均购自江苏绿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根瘤菌(活菌含量为200×108

个/mL)购自湖北农科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钠基蒙脱土购自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蔗渣、废蜜、糖滤泥均购自广东省河源市某制糖厂。

[0030] 实施例1多孔蒙脱土复合物的制备

[0031] 本实施例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包括下表所示重量百分比计的组分：

说　明　书 3/10 页

5

CN 109647181 A

5



[0032]

[0033] 配方1-4多孔蒙脱土复合物的制备步骤：

[0034] S1：将配方量的钠基蒙脱土、糖滤泥混合，研磨1h，加入适量的水，继续研磨2h，加

入钠基蒙脱土和糖滤泥混合物重量30％的碳酸氢钠，混匀，制成含水量为40％m/m的混合料

浆；

[0035] S2：将S1得到的混合料浆倒入模具中置于通风处，自然晾干6h，然后在300℃中煅

烧4h，得到多孔基体；

[0036] S3：将配方量的普鲁兰多糖和木质素磺酸钠混合，溶于水，制成质量浓度为2％的

料液，然后加入S2得到的多孔基体，浸泡10min，于100℃下烘干，即得多孔蒙脱土复合物。

[0037] 配方5-8多孔蒙脱土复合物的制备步骤参考配方1-4。

[0038] 实施例2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

[0039] 本实施例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配方组成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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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制备：按照上述的菌数比将巨大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光合细菌、根瘤菌用质

量浓度为0.9％的NaCl缓冲液进行稀释，制成总菌数为1×107～8个/mL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0042] 实施例3-6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

[0043] 实施例3-6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44]

[0045] 制备：将蔗渣、废蜜研磨粉碎，过200目筛，加入水制成质量浓度为150g/L的发酵培

养基，然后加入复合微生物菌剂，在35℃，180rpm下培养36h，然后加入多孔蒙脱土复合物和

茶皂素，混合均匀后真空干燥，即得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

[0046] 对比例1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

[0047] 对比例1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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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实施例1配方5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80份、实施例2配方1的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糖

厂废弃物30份和茶皂素6份，其中，糖厂废弃物为蔗渣和废蜜以1:1.5的质量比组成。

[0049] 制备步骤参考上述实施例。

[0050] 对比例2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

[0051] 对比例2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52] 实施例1配方6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80份、实施例2配方1的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糖

厂废弃物30份和茶皂素6份，其中，糖厂废弃物为蔗渣和废蜜以1:1.5的质量比组成。

[0053] 制备步骤参考上述实施例。

[0054] 对比例3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

[0055] 对比例3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56] 实施例1配方7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80份、实施例2配方1的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糖

厂废弃物30份和茶皂素6份，其中，糖厂废弃物为蔗渣和废蜜以1:1.5的质量比组成。

[0057] 制备步骤参考上述实施例。

[0058] 对比例4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

[0059] 对比例4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60] 实施例1配方8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80份、实施例2配方1的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糖

厂废弃物30份和茶皂素6份，其中，糖厂废弃物为蔗渣和废蜜以1:1.5的质量比组成。

[0061] 制备步骤参考上述实施例。

[0062] 对比例5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

[0063] 对比例5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64] 膨润土80份、实施例2配方1的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糖厂废弃物30份和茶皂素6份，

其中，糖厂废弃物为蔗渣和废蜜以1:1.5的质量比组成。

[0065] 制备步骤参考上述实施例。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以膨润土作为多孔载

体材料替换本发明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

[0066] 对比例6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

[0067] 对比例6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68] 实施例1配方1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80份、实施例2配方1的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麸

皮30份和茶皂素6份，其中，糖厂废弃物为蔗渣和废蜜以1:1.5的质量比组成。

[0069] 制备步骤参考上述实施例。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以麸皮作为营养物替

换本发明的糖厂废弃物。

[0070] 对比例7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

[0071] 对比例7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72] 实施例1配方1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80份、实施例2配方1的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糖

厂废弃物30份，其中，糖厂废弃物为蔗渣和废蜜以1:1.5的质量比组成。

[0073] 制备步骤参考上述实施例。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不含茶皂素。

[0074] 对比例8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制备

[0075] 对比例8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76] 实施例1配方1的多孔蒙脱土复合物80份、实施例2配方1的复合微生物菌剂4份、糖

厂废弃物30份和鼠李糖脂6份，其中，糖厂废弃物为蔗渣和废蜜以1:1.5的质量比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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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制备步骤参考上述实施例。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以鼠李糖脂替换茶皂

素。

[0078] 试验一、除臭剂的除臭效果评价

[0079] 分别将本发明实施例3-6和对比例1-8制得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与猪圈的垫料

以1：99的重量比混合，通过大气采样仪采集养殖场中NH3，H2S，采用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

度法(GB/T14679)测定NH3浓度，采用亚甲蓝分光光度法(GB/T11742)测定H2S浓度，同时采用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GB/T14675)测定臭气浓度，比较处理前和处理1周后的NH3、H2S和臭气浓

度变化值，结果见表1。

[0080] 表1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除臭效果评价结果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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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0083] 结果显示，本发明实施例3-6制得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具有显著的除臭效果，可

显著降低猪圈NH3、H2S和臭气浓度，其中NH3去除率达95.5％，H2S去除率达93.2％，臭气去除

率达95.6％，明显优于对比例1-8制得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

[0084] 试验二、除臭剂的除臭效果的起效时间和持续时间评价

[0085] 参考试验一的方法，以H2S浓度变化作为指标，评价实施例3和对比例1-8制得的畜

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对猪舍H2S的除臭效果的起效时间和持续性，结果见表2。

[0086] 表2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除臭起效时间和持续时间评价结果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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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0089] 结果显示，本发明实施例3制得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在处理2d后对H2S去除效果

显著提高，并在处理3d后对H2S去除效果达到最佳，明显优于对比例1-8制得的畜禽粪便臭

味除臭剂。由上表可知，对比例3-6制得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随着时间的延长，对H2S去除效

果增强，在处理7d后达到最佳值，表明该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除臭起效时间相对于实施例3

和对比例1-2以及对比例7-8均较慢。以上结果表明，实施例3制得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除

臭起效时间快，持续性强。

[0090] 试验二、除臭剂的杀虫效果评价

[0091] 参考试验一的方法，评价实施例3-6和对比例7-8制得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对猪

圈的垫料寄生虫的杀灭效果，在体视显微镜下对存活的寄生虫进行计数，结果见表3。

[0092] 表3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的杀虫效果评价结果

[0093]

[0094]

[0095] 结果显示，本发明实施例3-6制得的畜禽粪便臭味除臭剂具有一定的杀灭寄生虫

效果。由对比例7和8可知，茶皂素的加入使除臭剂具备杀虫效果，并且其杀虫效果优于鼠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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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脂，与本发明除臭剂的其它成分复配性佳。

[0096]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优选实施方式不应视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为准。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

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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