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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快速消减有机固体废物

中抗生素及抗性基因的方法，属于有机固体废物

处理领域。本发明利用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发

酵菌，并控制堆体温度不低于80℃发酵至少5～7

天对有机固体废物进行超高温好氧发酵，可以获

得快速、稳定的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其

抗性基因的效果。所述超高温好氧发酵不仅可以

快速降解抗生素和ARGs，还可以改变堆体中整个

微生物群落结构，杀灭90％的携带ARGs的微生物

(主要是Proteobacteria和Bacteroidetes)，减

少ARGs发生基因转移的风险，从源头上控制其扩

散，保证了ARGs不会出现反弹。不仅实现有机固

体废物的处理，同时能高效去除抗生素残留以及

抗性基因污染的双重功效。本发明方法无需外源

加热，仅依靠嗜热微生物自身代谢产能达到发酵

高温，能耗低，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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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高温好氧发酵在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抗性基因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

述超高温好氧发酵是在有机固体废物中添加适量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微生物组成的超

高温好氧发酵菌剂进行超高温好氧发酵，控制物料温度不低于80℃发酵至少5～7天；

所述超高温好氧发酵，先调节有机固体废物的含水率为50～65％，再加入0 .05～

0.1wt％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控制初始曝气量为20～30m3·t-1·h-1；待物料达到80℃

后，调节曝气量为初始量的50～70％，并保持80℃以上5～7天，且此过程中不进行翻堆；80

℃以上超高温发酵结束后，调节曝气量为初始量的35～45％，5-7天翻堆一次，待温度回落

至室温，结束发酵；

所述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为保藏编号是CGMCC  No .6185的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  UTM8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 .14654的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保藏编号为CGMCC  No.5641的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p.UTM801、保藏

编号为CGMCC  No.5927的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UTM401、保藏

编号为CGMCC  No.5643的芽孢杆菌Bacillus  sp.UTM03；将菌体按照质量比1:1:1:1:1的比

例混合，用于超高温好氧发酵；

所述超高温好氧发酵同时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和抗性基因；所述抗生素包括四

环素、磺胺嘧啶、土霉素；所述抗性基因包括tetA、tetG、strA、strB、aacA4、aadE、ermT、mefA

和ereA。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有机固体废物包括污泥、禽畜粪便、餐厨垃

圾。

3.一种快速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抗性基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有机固体

废物中加入适量的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微生物组成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进行超高温

好氧发酵，控制物料温度不低于80℃发酵至少5～7天；

进行超高温好氧发酵时，先调节有机固体废物的含水率为50～65％，再加入0.05～

0.1wt％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还需要调节曝气量和控制翻堆次数，调节曝气量和控制翻

堆次数包括：

控制初始曝气量为20～30m3·t-1·h-1；待物料达到80℃后，调节曝气量为初始量的50

～70％，并保持80℃以上5～7天，且此过程中不进行翻堆；80℃以上超高温发酵结束后，调

节曝气量为初始量的35～45％，5-7天翻堆一次，待温度回落至室温，结束发酵；

所述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为保藏编号是CGMCC  No .6185的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  UTM8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 .14654的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保藏编号为CGMCC  No.5641的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p.UTM801、保藏

编号为CGMCC  No.5927的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UTM401、保藏

编号为CGMCC  No.5643的芽孢杆菌Bacillus  sp.UTM03；将菌体按照质量比1:1:1:1:1的比

例混合，用于超高温好氧发酵；

所述超高温好氧发酵同时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和抗性基因；所述抗生素包括四

环素、磺胺嘧啶、土霉素；所述抗性基因包括tetA、tetG、strA、strB、aacA4、aadE、ermT、mefA

和e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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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抗性基因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机固体废物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快速消减污泥中抗生素及抗性

基因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世界上抗生素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2013年我国抗生素使用总量达到16.2

万吨，其中一半用于畜禽养殖业。养殖户为了防止畜禽生病传染，往往会喂养大剂量的抗生

素，而这些抗生素大部分没有被吸收，大约30-90％的以原药或者代谢产物的形式随粪尿排

出体外，造成畜禽粪便抗生素残留超标。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和长期滥用造成环境抗生素

残留超标，造成环境中耐药性微生物产生的选择压力增强，导致环境中抗生素抗性细菌

(antibiotic  resistance  bacteria，ARB)和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含量不断增加，且抗性基因可以通过遗传和水平基因转移在亲代和其他菌种间传播

扩散，对人类健康和生态平衡造成危害。2006年自Pruden等将ARGs作为一种新型环境污染

物提出后，有关ARGs在环境中污染与扩散的报道日益增多。世界卫生组织已将ARGs作为21

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挑战之一。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生态环境中，例如施用城市污泥土

壤、城市河流、施用猪粪水稻土，甚至城市自来水都有抗生素抗性基因检出。

[0003] 污泥是污水处理后的产物，是一种由有机残片、细菌菌体、无机颗粒、胶体等组成

的极其复杂的非均质体。污泥的主要特性是含水率高(可高达99％以上)，有机物含量高，容

易腐化发臭，呈胶状液态。它是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浓稠物，可以用泵运输，但它很难固

液分离。目前，我国污泥年产生量约3500万吨，并且以每年10％-15％的速度递增。脱水污泥

中往往含有较高的抗生素残留与抗性基因丰度，由此带来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目前的

研究表明，现有的各类污水处理厂工艺对污水中的抗性基因有一定的去除效果，例如申请

号为201510116821.6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去除污水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混凝方法，主要

是通过混凝的方法去除污水中的ARGs，而对于污水经过沉淀分离后得到的污泥中ARGs的去

除并未提及。事实上现有技术中，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只负责处理污水，缺乏对剩下污泥

的无害化处理工艺的配套。由于污泥与污水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污染物，所以现有技术

中对于污水中ARG的去除技术不能适用于污泥ARGs的处理。

[0004] 此外，污泥的形态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与土壤有些许相似，但是由于污泥很难固

液分离，而且其所包含的内容物和土壤截然不同，所以相关土壤中ARGs的去除技术不能用

于污泥ARGs的处理。因为污泥的性质较为特殊，所以污泥是一种比污水、土壤更难处理的固

体废弃物。故需要有针对性地研究污泥抗性基因污染防控的问题，结合现有的污泥资源化

处理工艺，提出合适的阻控技术。

[0005] 除了污泥，有机固体废物还包括各种禽畜粪便和粪污水，都有抗生素抗性基因检

出。特别是畜禽粪便中的ARGs丰度特别高，达到108个/g，所以研发出适合上述有机固体废

物的抗生素抗性基因消减技术，具有重大意义。

[0006] 高温好氧堆肥属于高温好氧发酵的范畴，它是有机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主要

说　明　书 1/8 页

3

CN 108033817 B

3



手段，而传统的高温堆肥技术产生的发酵温度一般维持在55-65℃，主要是用来去除粪便、

污泥中杂草种子、大肠杆菌等。近年也有大量研究表明，常规高温堆肥不能有效去除抗性基

因，反而造成部分ARGs含量增加。ARGs是携带在宿主细菌的DNA或质粒上，消减ARGs的途径

有直接将其DNA序列降解，更重要的是防止其通过基因转移传播扩散到其他非宿主微生物

上。ARGs通过可移动元件发生基因转移是ARGs到处扩散的主要原因。Xie等人研究报道，长

期施用传统污泥堆肥制作的有机肥后，农田土壤中ARGs含量显著增加，存在扩大污染和传

播的风险。迄今为止，仍然缺乏高效经济的处理技术，既能够解决有机固体废物中ARGs和抗

生素污染，又能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技术。

[0007] 因此，亟需开发一种高效经济的技术手段：同时解决有机固体废物中ARGs和抗生

素的污染和传播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又可将有机固体废物资源化处理。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超高温好氧发酵在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抗性基

因的应用；

[0009]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快速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抗性基因的

方法；

[0010]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及其应用。

[0011]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2] 超高温好氧发酵在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抗性基因的应用，所述超高温好

氧发酵是在有机固体废物中添加适量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微生物组成的超高温好氧发

酵菌剂进行超高温好氧发酵，控制物料温度不低于80℃发酵至少5～7天。

[0013] 优选的，所述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微生物包括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p.，甲

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芽孢杆菌Bacillus  sp.中的至少一种。

[0014] 优选的，所述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微生物组成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为保藏编

号是CGMCC  No .6185的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  UTM8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14654的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保藏编号为CGMCC  No.5641的嗜

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p.UTM8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5927的甲基营养型芽孢

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UTM4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 .5643的芽孢杆菌

Bacillus  sp.UTM03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所述菌株均已保藏，并在相关专利中公开。

[0015] 优选的，所述耐受至少80℃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是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  UTM801、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

Geobacillus  sp.UTM801、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UTM401、芽孢

杆菌Bacillus  sp.UTM03按照质量比1:1:1:1:1混合得到。

[0016] 优选的，所述有机固体废物包括污泥、禽畜粪便、餐厨垃圾等。

[0017] 优选的，所述抗生素包括四环素、磺胺嘧啶、土霉素；所述抗性基因包括tetA、

tetG、strA、strB、aacA4、aadE、ermT、mefA和ereA。

[0018] 高温好氧堆肥(属于高温好氧发酵的范畴，是好氧发酵的具体应用)是指依靠专性

和兼性好氧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使有机固体废物中有机物降解或转化成稳定腐殖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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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将有机固体废物与辅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在合适的水分、通气条件下，使微生物繁

殖并降解有机质，从而产生高温，杀死病原菌及杂草种子，使有机物达到稳定化。

[0019] 现有的常规好氧堆肥技术处理有机固体废物，主要是用来去除有机固体废物的杂

草种子、大肠杆菌等病原菌，以达到稳定化，无害化指标；而未将其与消除抗生素及其抗性

基因联系起来。而且普通好氧堆肥过程中堆体温度最高不超过65℃，反而有可能造成部分

耐热的ARGs含量增加。

[0020] 本发明通过研究发现，利用能耐受至少80℃的超嗜热菌剂，并控制堆体温度在80

℃或80℃以上发酵至少5～7天，可以获得快速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其抗性基因的

效果。所述超高温好氧堆肥不仅可以快速消减抗生素和ARGs，还可以改变堆体中整个微生

物群落结构，杀灭90％携带ARGs的微生物，降低了非宿主微生物多样性从而减少ARGs发生

基因转移的风险，从源头上控制其扩散，保证了ARGs不会出现反弹，而传统高温堆肥不能从

源头上控制ARGs扩散传播。此外，堆肥的主要技术条件有：有机物含量、含水率的调整、合适

的通风系统、辅料调整C/N比及C/P比、适宜pH值等，可以根据现有技术和公知常识进行适应

性调整。

[0021] 发明人周顺桂等人开展极端嗜热微生物分离筛选及其功能的研究，从多种极端高

温环境中采集样品，分离了50余株嗜热微生物菌株。通过底物利用和菌株复配试验，基本明

确了大部分极端嗜热菌株的主要功能和相互关系，并筛选出多株具有较强有机物料降解能

力的菌种。本发明实施例中所用到的好氧发酵菌为极端嗜热微生物。上述嗜热微生物不依

靠外源热源加热，仅利用其代谢分解有机固体废弃物中有机物释放的生物热能，便可以产

生极端高温(不低于80℃)。如此高的温度不仅可以直接降解ARGs，而且可以改变堆肥进程

中微生物群落结构，降低细菌(包括ARGs携带宿主与非宿主)的丰度，从而阻止了其大量传

播扩散的路径。

[0022] 一种快速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抗性基因的方法，在有机固体废物中加入

适量的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微生物组成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进行超高温好氧发酵，控

制物料温度不低于80℃发酵至少5～7天。

[0023] 优选的，所述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微生物包括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p.，甲

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芽孢杆菌Bacillus  sp.中的至少一种。

[0024] 优选的，所述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微生物组成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为保藏编

号是CGMCC  No .6185的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  UTM8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14654的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保藏编号为CGMCC  No.5641的嗜

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p.UTM8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5927的甲基营养型芽孢

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UTM4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 .5643的芽孢杆菌

Bacillus  sp.UTM03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0025] 优选的，所述耐受至少80℃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是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  UTM801、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

Geobacillus  sp.UTM801、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UTM401、芽孢

杆菌Bacillus  sp.UTM03按照质量比1:1:1:1:1混合得到。

[0026] 优选的，有机固体废物包括污泥、禽畜粪便、作物秸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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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优选的，所述抗生素包括四环素、磺胺嘧啶、土霉素；所述抗性基因包括tetA、

tetG、strA、strB、aacA4、aadE、ermT、mefA和ereA。

[0028] 优选的，进行超高温好氧发酵时，需要调节曝气量和控制翻堆次数。

[0029] 优选的，调节曝气量和控制翻堆次数包括：

[0030] (1)控制初始曝气量为20～40m3·t-1·h-1；

[0031] (2)待物料达到80℃或者80℃以上的最高温度后，调节曝气量为初始量的45～

75％，高温保持5～7天，且此过程中不进行翻堆；

[0032] (3)80℃或者80℃以上超高温发酵结束后，调节曝气量为初始量的35～50％，5-7

天翻堆一次，待温度回落至室温，结束发酵。

[0033] 优选的，有机固体废物加入适量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进行超高温好氧发酵前，

需进行含水量的调节，通过添加适量返混料或辅料来调节有机固体废物的含水率为50～

65％。

[0034] 优选的，辅料包括稻壳、秸秆、发酵腐熟物料等。

[0035] 优选的，有机固体废物在进行超高温好氧发酵前无需要调节C/N比。

[0036] 优选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的加入量为混合物料质量的0.05～0.1％。

[0037] 优选的，初始曝气量为20～30m3·t-1·h-1。

[0038] 优选的，待物料温度达到80℃或者80℃以上，调节曝气量为初始量的50～70％。

[0039] 优选的，80℃或者80℃以上超高温发酵结束后调节曝气量为初始量的35～45％，

每周翻堆一次。

[0040] 本发明方法用于一批次处理100吨以上有机固体废物为佳。

[0041] 一种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按质量百分比计算，有效成分包括超嗜热菌

Calditerricola  yamamurae和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嗜热溶胞土芽

孢杆菌Geobacillus  sp.、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芽孢杆菌

Bacillus  sp.。

[0042] 优选的，所述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包括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嗜

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p.，甲基营养型芽孢

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芽孢杆菌Bacillus  sp.中的至少一种。

[0043] 优选的，所述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为保藏编号是CGMCC  No .6185的超嗜热菌

Calditerricola  yamamuraeUTM8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 .14654的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保藏编号为CGMCC  No.5641的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 p .U T M 8 0 1、保藏编号为CG M C C  N o .5 9 2 7的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 c i l l u s 

methylotrophicus  UTM401、保藏编号为CGMCC  No.5643的芽孢杆菌Bacillus  sp.UTM03中

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0044] 优选的，所述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为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 

UTM801、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p.UTM801、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UTM401、芽孢杆菌Bacillus 

sp.UTM03按照质量比为1:1:1:1:1混合得到。

[0045] 上述任一项所述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在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生素及抗性基

因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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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47] 本发明利用能耐受至少80℃的好氧发酵菌，并控制堆体温度在不低于80℃发酵至

少5～7天对有机固体废物进行超高温好氧堆肥，可以快速、稳定的消减有机固体废物中抗

生素及其抗性基因。所述超高温好氧堆肥不仅可以快速降解抗生素和ARGs，还可以改变堆

肥中整个微生物群落结构，杀灭90％的携带ARGs的微生物，减少ARGs发生基因转移的风险，

从源头上控制其扩散，保证了ARGs不会出现反弹。我们通过分析发现，ARGs的去除主要是由

于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减少了传播扩散风险，特别是降低了堆体中ARGs携带宿主细菌的多

样性指数。

[0048] 本发明方法对无需外源加热，仅依靠嗜热微生物自身代谢产能达到发酵高温，能

耗低，环境友好。

[0049] 本发明用于处理有机固废中抗生素和ARGs效果明显强于常规高温堆肥，设备投资

小，操作简单，非常适合大规模工厂化操作。

[0050] 本发明不仅实现有机固废中抗生素残留以及抗性基因污染的去除功效，发酵结束

时有机固体废弃物高度腐熟，可以用来生产有机肥。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并不局限于此。

[0052] 以下实施例中，使用的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其含水率为80％左右。本实施例和对

照处理试验均在郑州王新庄污水处理堆肥厂进行，检测了四环素、磺胺嘧啶、土霉素三种主

要抗生素，同时检测了9种tetA、tetG、strA、strB、aacA4、aadE、ermT、mefA和ereA主要的

ARGs抗性基因。

[0053] 实施例1

[0054] 1)超高温发酵液体菌剂的配置：将超嗜热菌Calditerricola  yamamurae  UTM801、

嗜热栖热菌Thermus  thermophilus  FAFU013、嗜热溶胞土芽孢杆菌Geobacillus 

sp.UTM801、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UTM401、芽孢杆菌Bacillus 

sp.UTM03分别活化培养至于对数生长期，将菌体按照质量比1:1:1:1:1的比例混合均匀备

用。

[0055] 2)物料调配：将污泥(含水率80％)与辅料稻壳(含水率15％)按照体积比(1：4)混

合，此时混合物料的含水率约为55％左右，加入0.05％的超高温好氧发酵菌剂，捣碎部分直

径大于10cm的团块，搅拌均匀。

[0056] 3)超高温好氧堆肥：将混合物料堆入发酵槽中进行高温好氧堆肥，打开风机给物

料曝气供氧，初始曝气量为25m3·t-1·h-1。堆体温度在第2天就达到最高发酵温度，为80℃

左右，调节风机曝气量为初始量的一半，以保持堆体温度在80℃发酵5天，期间温度变化不

大，无需翻堆。

[0057] 4)后高温阶段发酵：超高温阶段结束以后，保持曝气量为初始量的40％，5-7天翻

堆一次。经过27天的发酵，温度回落到室温，发酵结束，定时取样分析ARGs和抗生素含量。

[0058] 设置2个对照处理。

[0059] 常规高温堆肥处理：将污泥(含水率80％)与辅料稻壳(含水率15％)按照一定体积

比(1：4)混合，此时混合物料的含水率约为55％左右，加入0.05％的自来水代替超高温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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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捣碎部分直径大于10cm的团块，搅拌均匀。将混合物料堆入发酵槽中进行高温好氧发

酵，按照常规高温堆肥工艺进行翻堆曝气，发酵前15天时每隔2-4天翻堆一次，后期是5-7天

翻堆一次，堆体的最高发酵温度约为65℃，维持5天，后开始回落，经过33天的发酵，温度回

落到室温，发酵基本结束。

[0060] 自然堆置处理：将污泥(含水率80％)与辅料稻壳(含水率15％)按照一定体积比

(1：4)混合，此时混合物料的含水率约为55％左右，加入0.05％的自来水代替超高温发酵菌

剂，捣碎部分直径大于10cm的团块，搅拌均匀。将混合物料放在阴凉处自然堆置，堆体的最

高发酵温度只能达到50℃左右，维持1天后开始回落，经过33天的发酵，温度回落到室温，发

酵基本结束。

[0061] 堆肥处理过程中定时取样分析ARGs和抗生素含量。

[0062] 实施例1和对照方法均设置3个平行试验，检测结果见表1和表2。

[0063] 表1比较不同工艺处理污泥的ARGs去除效果比较

[0064]

[0065]

[0066] 实施例1采用本发明超高温好氧堆肥，堆体温度在第2天就达到最高发酵温度80℃

左右，通过调节曝气量，将80℃的高温维持至少5天，这样可以充分去除污泥中残留抗性基

因的污染。从表1可知，采用实施例1的方法处理，可以快速高效地去除污泥中所有的检测

说　明　书 6/8 页

8

CN 108033817 B

8



ARGs，去除率在第4天的时候就达到90％以上，去除效果显著高于其他2个对照处理。尽管发

酵结束时，堆体温度已经下降到常温，但是ARGs的丰度依然没有反弹，表明本发明方法能够

稳定有效降低污泥中抗性基因的污染。

[0067] 常规高温堆肥处理，尽管15天后达到最高温度65℃左右，并维持5天左右，但是

ARGs的去除效果显著低于超高温堆肥处理。随着发酵结束，堆体温度的降低，大量的ARGs出

现反弹，特别是strB和mefA抗性基因反而出现增加趋势，表明常规高温堆肥不能快速、稳定

的去除ARGs。自然堆置处理的堆体最高发酵温度只能达到50℃左右，并且只维持1天，ARGs

去除效果与常规高温堆肥的一样，效果均较差。

[0068] 表2比较不同处理的抗生素去除效果

[0069]

不同处理 四环素 磺胺嘧啶 土霉素

本方法 99％ 98％ 99％

常规高温堆肥 56％ 43％ 45％

自然堆置处理 5％ 20 22％

[0070] 从表2可知，采用本发明方法的处理可以快速高效的去除污泥中三种抗生素，去除

率达到98％以上，去除效果显著高于其他2个对照处理。结果表明本发明方法能够有效去除

污泥中抗生素的残留。

[0071] 采用16S高通量测序方法比较研究了常规高温堆肥和超高温堆肥的发酵结束时

ARGs相关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结果见表3。

[0072] 表3比较不同处理的ARGs携带微生物含量

[0073]

[0074]

[0075] 表3结果显示：添加超嗜热菌剂能够显著增加非ARGs宿主极端嗜热菌群(Thermi)

的比例，显著降低了ARGs携带宿主细菌群(Proteobacteria和Bacteroidetes)的比例，从而

加强ARGs的去除效果，确保发酵结束时抗性基因丰度不反弹。相反，常规高温堆肥和自然堆

置处理结束时，尽管温度上升到50℃以上，但是污泥中原有微生物群落的ARGs携带宿主的

丰度仍然较高，是去除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0076] 综上述所，本发明的超高温好氧堆肥不仅可以快速降解抗生素和ARGs，还可以改

变堆肥中整个微生物群落结构，杀灭90％的携带ARGs的微生物，减少ARGs发生基因转移的

风险，从源头上控制其扩散，保证了ARGs不会出现反弹。

[0077] 对比例1

[0078] 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初始曝气量为5m3·t-1·h-1。该实例由于初始曝气量过

小，导致堆体温度上升较慢，在6天以后才达到70℃左右，调节风机曝气量为初始量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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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最高温度仅保持4天，该处理的ARGs最终去除率低于76％。

[0079] 对比例2

[0080] 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初始曝气量为30m3·t-1·h-1。该实例堆体温度在第3天

达到80℃后，不调节曝气量导致高温保持时间较原来缩短为3-4天。高温阶段结束以后，不

再提供曝气，仅进行每周一次的翻堆。结果显示整个发酵周期延长5-7天，ARGs在27天后的

去除率为81％，显著低于实施例1的96％。

[0081]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8/8 页

10

CN 108033817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