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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污泥厌氧发酵的微生物处

理剂，所述微生物处理剂由混合菌液和载体组

成，所述混合菌液由解磷巨大芽孢杆菌、脂肪芽

孢杆菌、脱氮副球菌、亚硝化菌、荧光假单胞菌、

粪肠球菌制备。本发明微生物处理剂可以大大提

高同等体积污泥产生甲烷量，增大了污泥利用

率，促进二氧化碳的减少排放，利于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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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泥厌氧发酵的微生物处理剂，所述处理剂由混合菌液和载体按照1：2的重量

比混合制备，

所述混合菌液的制备方法为：将解磷巨大芽孢杆菌、脂肪芽孢杆菌、脱氮副球菌、亚硝

化菌、荧光假单胞菌、粪肠球菌分别培养至浓度为1×108个/ml的菌液，然后按照4:6:4:5:

6:3的体积比混合，

所述解磷巨大芽孢杆菌为（Bacillus  megaterium）ATCC  14581；

所述脂肪芽孢杆菌为  (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ATCC  7953；

所述脱氮副球菌为  (Paracoccus  denitrificans)  ATCC  13543；

所述亚硝化菌为（Nitrosomonas  europaea）ATCC  19718；

所述荧光假单胞菌为(P.Fluorescens)ATCC  49642；

所述粪肠球菌为（Enterococcus  faecalis）ATCC  29212；

所述载体由硅藻土、凹凸棒土按照重量比（2-3）：1混合而成。

2.  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微生物处理剂进行城市污水污泥的环保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一：对待处理污泥进行总有机碳和全氮检测，调整污泥碳氮比在（15-40）:1，含固

率为12-15%

步骤二：将步骤一所得污泥加入厌氧消化罐，加入量为消化罐容积的50-70％(v/v)，调

节pH至7-8；接种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加入量为消化罐容积的0.5％-1％(v/v)，搅拌均匀，中

温（35±2℃）厌氧发酵12h；

步骤三：加入占消化罐容积5％(v/v)的源自沼气池的厌氧活性污泥，继续搅拌，中温

（35±2℃）厌氧发酵24h；

步骤四：向污泥厌氧消化系统中投加  10ｇ/Ｌ废铁屑继续反应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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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污泥厌氧发酵的微生物处理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微生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污泥厌氧发酵的微生物处理剂。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是污水处理产生的主要二次污染物。十二五期间全国干污泥

产量700万～1200万吨/年。数量如此巨大的污泥如得不到妥善处置，将对环境造成严重的

二次污染。污泥是一种由有机残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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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含量高，容易腐化发臭，并且颗粒较细，比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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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很难通过沉降进行固

液分离。污泥的生物处理包括好氧处理、发酵和厌氧消化。

[0003] 之前的污泥处理处置方法主要包括填埋、焚烧和海洋倾倒。这些方法的主要缺点

为：1、土地资源匮乏，可供填埋的场地已十分有限；若当地水文和地形条件比较差，填埋产

生的渗滤液和臭气会污染地下水，导致生理疾病的传播。2、焚烧投资和操作费用较高，计划

实施较困难，在焚烧过程中产生飞灰、炉渣和烟气会对大气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焚烧还会导

致污泥中的有用成分得不到充分的利用。3、海洋倾倒处理导致大面积的海域受污染，最终

导致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

[0004] 污泥厌氧消化是目前广泛采用的污泥处理工艺，指在无氧条件下，由兼性厌氧菌

及专性厌氧菌降解污泥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有机物，并产生特征性的能源气

体沼气(甲烷和二氧化碳)的过程。厌氧消化一般可划分成水解酸化和甲烷化两个环节。水

解酸化环节使得污泥中的有机物从污泥固相基质中被水解释放到液相，液态的大分子有机

物进一步被酸化形成小分子的有机酸。甲烷化环节则是有机酸在产甲烷菌的作用下被转化

成气相的甲烷和二氧化碳。厌氧消化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产生具有能量回收价值的沼气，

沼气的回收不仅可以补偿处理过程的能耗，还可有额外部分作净输出，并且消化后产生的

有机残余物可做农用土壤调理剂利用。

[0005] 申请号201110445557专利采用“中性蛋白酶和α-淀粉酶”强化剩余污泥的减量；申

请号201110262277采用“蛋白酶、淀粉酶、漆酶、纤维素酶等”多种生物酶制成复合生物酶制

剂用于污泥的处理；申请号201210262361也是采用“蛋白酶、纤维素酶、淀粉酶”等生物酶法

加速污泥的好氧降解。但生物酶的催化性能具有专一性，只会水解特定的有机物，因此一般

需要多种生物酶的混配使用；而且生物酶对环境条件极为敏感容易失活，只能一次性投加

而难以反复使用。相比而言，生物菌是具有生命的活细胞，可以持续分泌多种生物酶，降低

了酶失活的风险。申请号201110341833接种了一种“嗜热芽孢杆菌”对污泥进行发酵产氢，

并抑制甲烷的产生；该“嗜热芽孢杆菌”属芽孢杆菌纲的芽孢杆菌属，该菌分离于绿化带花

园土壤，属好氧或兼性厌氧菌，可分泌淀粉酶和蛋白酶。申请号：201110294105.9接种了从

土壤和好氧活性污泥分离出来的好氧菌株和微型后生动物应用于污泥的好氧生物处理。申

请号201110146084制备了一种从酶粉和光合细菌以及从污泥分离培养获得的好氧或兼性

土著菌，用于污泥的处理。申请号：201110199742接种了含17种好氧或兼性的微生物复合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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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用于污泥的好氧降解。

[0006] 由于剩余污泥中稳固的细菌细胞、难降解的木质纤维素类物质、以及本身难降解

而又可能阻碍其它有机物降解的腐殖质等限制有机能源转化率的提高．尽管目前存在多种

针对“细胞破壁”、“木质素、腐殖质破稳”的预处理技术，但这些预处理技术操作较为复杂、

且消耗一定的资源与能源，有时还可能导致能源产量入不敷出。且现有技术的生物菌剂利

用的是污泥中相对易降解的有机物部分，而对于污泥厌氧消化中后期残余的大量相对难降

解的有机物部分难以起到强化水解作用。且污泥产生沼气的过程主要依靠产甲烷菌对甲

酸、乙酸和甲醇的消耗，而有机酸物质在依靠纤维素酶、蛋白质酶和脂肪酶等酶类对有机物

的消化分解生成后，除去可以被产甲烷菌直接利用的甲酸、乙酸和甲醇，其它酸醇类的物

质，例如丙酸和丁酸等均不能作为产甲烷菌产生甲烷的底物，无法被产甲烷菌分解利用，很

大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导致产甲烷的效率大大降低。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污泥厌氧发酵的微生物处理剂。

[0008] 首先，使得有机物被厌氧消化分解，可使污泥稳定化，使之不易腐败，其次，通过厌

氧消化，大部分病原菌或蛐虫卵被杀灭或作为有机物被分解，使污泥无害化，第三，随着污

泥被稳定化，将产生大量高热值的沼气，作为能源利用，使污泥资源化，最后，污泥经消化以

后，其中的部分有机氮转化成了氨氮，提高了污泥的肥效。

[0009] 具体地，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微生物制剂城市污水污泥的环保处理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0010] 步骤一：对待处理污泥进行总有机碳和全氮检测，调整污泥碳氮比在（15-40）:1，

含固率为12-15%

[0011] 步骤二：将步骤一所得污泥加入厌氧消化罐，加入量为消化罐容积的50-70％(v/

v)，调节pH至7-8；接种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加入量为消化罐容积的0.5％-1％(v/v)，搅拌均

匀，中温（35±2℃）进行厌氧发酵12h；

[0012] 步骤三：加入占消化罐容积5％(v/v)的源自沼气池的厌氧活性污泥（富含产甲烷

细菌），继续搅拌，中温厌氧发酵24h；

[0013] 步骤四投加铁屑，向污泥厌氧消化系统中投加  10 ｇ/Ｌ废铁屑（８ｍｍ  ×３  ｍｍ 

×０．５ ｍｍ）继续反应一周；

[0014] 所述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包括混合菌液和载体，所述混合菌液由解磷巨大芽孢杆

菌、脂肪芽孢杆菌、脱氮副球菌、亚硝化菌、荧光假单胞菌、粪肠球菌制备。

[0015] 所述解磷巨大芽孢杆菌为（Bacillus  megaterium）ATCC  14581；

[0016] 所述脂肪芽孢杆菌为  (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ATCC  7953；

[0017] 所述脱氮副球菌为  (Paracoccus  denitrificans)  ATCC13543；

[0018] 所述亚硝化菌为亚硝化菌（Nitrosomonas  europaea）ATCC19718;

[0019] 所述荧光假单胞菌为(P.Fluorescens)ATCC  49642；

[0020] 所述粪肠球菌为（Enterococcus  faecalis）ATCC  29212;

[0021] 所述载体由下述原料组成：硅藻土、凹凸棒土。

[0022] 优选所述载体由硅藻土、凹凸棒土按照重量比（2-3）：1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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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该载体可以保证在菌剂用于生物填料中附着性好的优点，还具有来源广泛、成本

低廉、使用方便、保藏期长、制备方法简单等优点。

[0024] 所述污泥微生物处理剂为混合菌液和载体按照1：2的重量比混合制备；

[0025] 所述混合菌液的制备方法如下：解磷巨大芽孢杆菌、脂肪芽孢杆菌、脱氮副球菌、

亚硝化菌、荧光假单胞菌、粪肠球菌制备分别培养至浓度为1×108个/ml的菌液，然后按照

4:6:4:5:6:3的体积比混合，即得；

[0026] 本发明所述菌种均可以从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购买得到。

[0027]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常识选择合适的培养基及扩大培养方法，使活菌数达到

108个/克，以及按照常规制备微生物固体制剂的方法制备。

[0028] 产甲烷菌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都需要有微量元素的参与．铁（Ｆｅ）作为产甲烷菌

所必须的微量元素，可以参与产甲烷菌体内细胞色素、细胞氧化酶等合成，Ｆｅ  还是胞内氧

化还原反应的电子载体。产甲烷菌细胞中微量元素含量的顺序依次为：Ｆｅ＞Ｚｎ≥Ｎｉ＞

Ｃｏ  ＝  Ｍｏ＞Ｃｕ，且  Ｆｅ  因具还原性、是所有厌氧微生物所必需。向厌氧消化系统中投

加废铁屑，其腐蚀析出的氢可持续为嗜氢产甲烷菌和同型产乙酸菌／ 嗜乙酸产甲烷菌提供

底物，直接（自养）或间接（异养）促进ＣＨ４增产．与此同时，铁作为还原性物质在厌氧系统

中还可以降低反应系统  ＯＲＰ，引起酸化类型转变、减少丙酸积累，生成更多产甲烷菌能

够直接利用的乙酸，进一步促进甲烷增产，有效提高厌氧消化效果。

[0029] 由于受活性污泥中甲烷菌自身特性影响，反应存在启动缓慢、效率不足并极易受

泥质等因素，为解决因产甲烷菌严格厌氧而难以培养和无法直接应用的难题，本发明污泥

微生物处理菌剂中加入兼性厌氧的荧光假单胞菌ATCC  49642并验证其同样具有促进中温

厌氧消化的作用，其为水解或酸化阶段的辅助增效菌，增加甲烷产量；

[0030] 本发明的污泥微生物处理剂能够快速增殖，从而减少初始成本，适应性强，将各种

能形成优势菌群的菌种，配制成高效污泥处理剂，按一定量投加到污泥处理系统中，加速微

生物对污泥的降解，各菌种之间相互协同，创造适宜的氧化还原条件，并清除有毒物质，解

除反馈抑制，创造热力学上的有利条件，使污泥利用更加资源化，以提高系统的生物处理效

率，保证系统稳定运行。污泥处理剂中的各菌种之间合理配伍，共生协调，互不拮抗，其制备

方法简便，方法易行，其操作简便，利于工业化生产；本发明的处理工艺操作方法简单，减少

了资源浪费，投入较少，降低了处理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利用微生物制剂进行城市污水污泥的环保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

骤：

[0033] 步骤一：对待处理污泥进行总有机碳和全氮检测，调整污泥碳氮比在15:1，含固率

为12%

[0034] 步骤二：将步骤一所得污泥加入厌氧消化罐，加入量为消化罐容积的50％(v/v)，

调节pH至7；接种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加入量为消化罐容积的0.5％％(v/v)，搅拌均匀，中温

（35±2℃）进行厌氧发酵12h；

[0035] 步骤三：加入占消化罐容积5％(v/v)的源自沼气池的厌氧活性污泥（富含产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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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继续搅拌，中温厌氧发酵24h；

[0036] 步骤四：投加铁屑，向污泥厌氧消化系统中投加  10 ｇ/Ｌ废铁屑（８ｍｍ  ×３  ｍｍ 

×０．５ ｍｍ）继续反应一周；

[0037] 所述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包括混合菌液和载体，所述混合菌液由解磷巨大芽孢杆

菌、脂肪芽孢杆菌、脱氮副球菌、亚硝化菌、荧光假单胞菌、粪肠球菌制备。

[0038] 所述解磷巨大芽孢杆菌为（Bacillus  megaterium）ATCC  14581；

[0039] 所述脂肪芽孢杆菌为  (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ATCC  7953；

[0040] 所述脱氮副球菌为  (Paracoccus  denitrificans)  ATCC13543；

[0041] 所述亚硝化菌为亚硝化菌（Nitrosomonas  europaea）ATCC19718;

[0042] 所述荧光假单胞菌为(P.Fluorescens)ATCC  49642；

[0043] 所述粪肠球菌为（Enterococcus  faecalis）ATCC  29212;

[0044] 所述载体由下述原料组成：硅藻土、凹凸棒土。

[0045] 优选所述载体由硅藻土、凹凸棒土按照重量比2：1混合而成；

[0046] 该载体可以保证在菌剂用于生物填料中附着性好的优点，还具有来源广泛、成本

低廉、使用方便、保藏期长、制备方法简单等优点。

[0047] 所述污泥微生物处理剂为混合菌液和载体按照1：2的重量比混合制备；

[0048] 所述混合菌液的制备方法如下：解磷巨大芽孢杆菌、脂肪芽孢杆菌、脱氮副球菌、

亚硝化菌、荧光假单胞菌、粪肠球菌制备分别培养至浓度为1×108个/ml的菌液，然后按照

4:6:4:5:6:3的体积比混合，即得；

[0049] 本发明所述菌种均可以从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购买得到。

[0050]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常识选择合适的培养基及扩大培养方法，使活菌数达到

108个/克，以及按照常规制备微生物固体制剂的方法制备。

[0051] 实施例2

[0052] 一种利用微生物制剂进行城市污水污泥的环保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

骤：

[0053] 步骤一：对待处理污泥进行总有机碳和全氮检测，调整污泥碳氮比在20:1，含固率

为15%

[0054] 步骤二：将步骤一所得污泥加入厌氧消化罐，加入量为消化罐容积的70％(v/v)，

调节pH至8；接种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加入量为消化罐容积的1％(v/v)，搅拌均匀，中温（35

±2℃）进行厌氧发酵12h；

[0055] 步骤三：加入占消化罐容积5％(v/v)的源自沼气池的厌氧活性污泥（富含产甲烷

细菌），继续搅拌，中温厌氧发酵24h；

[0056] 步骤四：投加铁屑，向污泥厌氧消化系统中投加  10 ｇ/Ｌ废铁屑（８ｍｍ  ×３  ｍｍ 

×０．５ ｍｍ）继续反应一周；

[0057] 所述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包括混合菌液和载体，所述混合菌液由解磷巨大芽孢杆

菌、脂肪芽孢杆菌、脱氮副球菌、亚硝化菌、荧光假单胞菌、粪肠球菌制备。

[0058] 所述解磷巨大芽孢杆菌为（Bacillus  megaterium）ATCC  14581；

[0059] 所述脂肪芽孢杆菌为  (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ATCC  7953；

[0060] 所述脱氮副球菌为  (Paracoccus  denitrificans)  ATCC1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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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所述亚硝化菌为亚硝化菌（Nitrosomonas  europaea）ATCC19718;

[0062] 所述荧光假单胞菌为(P.Fluorescens)ATCC  49642；

[0063] 所述粪肠球菌为（Enterococcus  faecalis）ATCC  29212;

[0064] 所述载体由下述原料组成：硅藻土、凹凸棒土。

[0065] 优选所述载体由硅藻土、凹凸棒土按照重量比3：1混合而成；

[0066] 该载体可以保证在菌剂用于生物填料中附着性好的优点，还具有来源广泛、成本

低廉、使用方便、保藏期长、制备方法简单等优点。

[0067] 所述污泥微生物处理剂为混合菌液和载体按照1：2的重量比混合制备；

[0068] 所述混合菌液的制备方法如下：解磷巨大芽孢杆菌、脂肪芽孢杆菌、脱氮副球菌、

亚硝化菌、荧光假单胞菌、粪肠球菌制备分别培养至浓度为1×108个/ml的菌液，然后按照

4:6:4:5:6:3的体积比混合，即得；

[0069] 本发明所述菌种均可以从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购买得到。

[0070]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常识选择合适的培养基及扩大培养方法，使活菌数达到

108个/克，以及按照常规制备微生物固体制剂的方法制备。

[0071] 实施例3：

[0072] 按照实施例1-实施例2处理效果如表1：

[0073] 表1  污泥处理效果

[0074]   初始产气时间（h） 污泥挥发性固体平均去除率 平均甲烷产率（ml/gVS） 二氧化碳减排量较之常规中温厌氧发酵

实施例1 2h 56.4% 620.33 23.79%%

实施例2 2h 53.1% 611.26 21.32%

[0075] 实施例4  菌剂成分对甲烷增量实验的影响

[0076] 取300kg污水处理厂污泥，将其等分为六份，每份为50kg。

[0077] 将等分的五份污泥分别置于五个相同的密闭反应容器中，分别标记为实验组，对

照1组，对照2组，对照3组，对照4组，空白对照组。

[0078] 实验组：取实施例1制备的污泥微生物处理剂，接种至实验组的反应容器中，按照

污泥1%的重量比，维持厌氧环境消化反应12h后，使用甲烷测量仪对反应容器内甲烷产生量

进行测量；

[0079] 对照1组：将实施例1中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去掉荧光假单胞菌，其余均相同，按照污

泥1%的重量比,加入至反应容器中，维持厌氧环境消化反应12h后，使用甲烷测量仪对反应

容器内甲烷产生量进行测量；

[0080] 对照2组：将实施例1中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去解磷巨大芽孢杆菌、脂肪芽孢杆菌，其

余均相同，按照污泥1%的重量比，加入至反应容器中，维持厌氧环境消化反应12h后，使用甲

烷测量仪对反应容器内甲烷产生量进行测量；

[0081] 对照3组：将实施例1中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去掉亚硝化菌，粪肠球菌其余均相同，按

照污泥1%的重量比，加入至反应容器中，维持厌氧环境消化反应12h后，使用甲烷测量仪对

反应容器内甲烷产生量进行测量；

[0082] 对照4组：将实施例1中污泥微生物处理剂去掉脱氮副球菌其余均相同，按照污泥

1%的重量比，加入至反应容器中，维持厌氧环境消化反应12h后，使用甲烷测量仪对反应容

器内甲烷产生量进行测量；

[0083] 空白对照组加等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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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测量结果如表2所示：

[0085] 表2 甲烷产生量测定

[0086]   实验组 对照1组 对照2组 对照3组 对照4组 空白对照组

初始产气时间 2 5 5.5 4.5 5.5 10h

甲烷含量m3 46.7 27.3 21.2 28.3 30.4 4.1

[0087] 如表2可见，实验组中甲烷含量远大于对照组，本发明污泥处理剂中的各菌种之间

合理配伍，共生协调，互不拮抗，使污泥利用更加资源化，以提高系统的生物处理效率，保证

系统稳定运行。

[0088]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案作了详尽的说明，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作的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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