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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垃圾降解的生物处理剂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微生物技术领域，具体提供了一

种用于垃圾降解的生物处理剂。所述生物处理剂

通过蜡状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嗜热脂肪芽孢

杆菌、类产碱假单胞菌和酿酒酵母与载体的共同

作用，能高效降解生活垃圾，尤其是餐厨垃圾，降

解率达到85%，可广泛应用于垃圾的集中处理，有

利于改善生活环境，减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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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处理剂，由微生物菌剂和载体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剂和载体的

质量比为1-2：4-6；所述微生物菌剂由蜡状芽孢杆菌CGMCC1 .2238、嗜酸乳杆菌

CGMCC1 .1878、嗜热脂肪芽孢杆菌CGMCC1 .1145、类产碱假单胞菌CGMCC1 .2328和酿酒酵母

CGMCC2.3868组成；所述微生物菌剂各组分及其质量比分别为：蜡状芽孢杆菌30-100份、嗜

酸乳杆菌100-300份、嗜热脂肪芽孢杆菌100-150份、类产碱假单胞菌50-120份和酿酒酵母

80-15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生物处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剂的各组分及其质量比分

别为：蜡状芽孢杆菌80份、嗜酸乳杆菌230份、嗜热脂肪芽孢杆菌120份、类产碱假单胞菌85

份和酿酒酵母110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生物处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载体由秸秆粉和沸石组成，其质量

比为3：2-4。

4.上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生物处理剂在垃圾处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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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垃圾降解的生物处理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生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垃圾降解的生物处理剂。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激增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与

日俱增，《中国二十一世界议程》白皮书中指出：“全国历年生活垃圾存量达60多亿吨，有200

个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中。”据统计，我国城市垃圾增长率大于10%，超过全世界平均8.42%的

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何处理好如此庞大的城市生活垃圾，已成为全世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同

时生活垃圾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人类聚居状况恶化等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

题，它还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此，垃圾的处理向着减量化、无害

化和资源化的方向发展是我们的对策。

[0003] 目前国内外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有卫生填埋、堆肥化、焚烧，其中前两种处理方式

均属于生物处理技术。具体来说，这种垃圾生物处理技术就是城市生活垃圾中固有的或外

添加的微生物，在一定控制条件下，进行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使得垃圾中的不稳定有机

物代谢后释放能力或转化为新的细胞物质，从而垃圾逐步达稳定化的一个生化过程。

[0004] 自然界广泛分布的细菌、放线菌、真菌等微生物，有控制地促进可被生物降解的有

机物向稳定的腐殖转化的生物化学过程，最终形成类似腐殖质，可作为肥料或土壤的改良

剂。堆肥技术是实现城市垃圾资源化、无害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它不仅可以杀死垃圾中的病

原菌，有效处理垃圾中的有机物，增加土壤中的有机成份，而且可生产有机肥料，有利于增

加农业产量。

[0005] 可是仅仅依赖自然界中原有的微生物降解垃圾，周期太长，效率较差，因此现在对

于垃圾的处理普遍采用添加高浓度微生物菌剂的方法，不仅能大大提高处理效率，而且对

环境没有危害。但是菌种的选择是制约垃圾处理效率的关键所在，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

热点之一。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用于垃圾降解的生物处理剂，通过多种

微生物与载体的有效结合作用，能有效降解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质，尤其是餐厨垃圾，从而

能显著减轻垃圾臭味，改善生活环境。

[0007] 本发明一方面涉及一种生物处理剂，由微生物菌剂和载体组成。

[0008] 上述生物处理剂中微生物菌剂和载体的质量比为1-2：4-6。

[0009] 所述微生物菌剂由蜡状芽孢杆菌（Ba c i l l u s  c e r e u s）、嗜酸乳杆菌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嗜热脂肪芽孢杆菌（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 ）、类

产碱假单胞菌（Pseudomonas  pseudoalcaligenes  ）和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组成。

[0010] 所述微生物菌剂的各组分及其质量比分别为：蜡状芽孢杆菌30-100份、嗜酸乳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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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100-300份、嗜热脂肪芽孢杆菌100-150份、类产碱假单胞菌50-120份和酿酒酵母80-150

份。

[0011] 所述微生物菌剂的各组分及其质量比分别优选为：蜡状芽孢杆菌80份、嗜酸乳杆

菌230份、嗜热脂肪芽孢杆菌120份、类产碱假单胞菌85份和酿酒酵母110份。

[0012] 所述微生物菌剂中各组分优选蜡状芽孢杆菌CGMCC1 .2238、嗜酸乳杆菌

CGMCC1 .1878、嗜热脂肪芽孢杆菌CGMCC1 .1145、类产碱假单胞菌CGMCC1 .2328和酿酒酵母

CGMCC2.3868。

[0013] 上述载体由秸秆粉和沸石组成，其质量比为3：2-4。

[0014]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生活垃圾的微生物处理方法的，包括如下步骤：

[0015] 1）称取一定量上述生物处理剂，按其重量的200-300%加入水，在搅拌机中搅拌均

匀，即得垃圾处理剂；

[0016] 2）按照垃圾重量的10-20%将步骤1）制得的垃圾处理剂投放如垃圾机中，200rpm搅

拌均匀；

[0017] 3）发酵24-36小时，再加入10%初始重量的新垃圾，200rpm搅拌均匀；

[0018] 4）重复步骤3）的操作3-5次；

[0019] 5）再加入10-20%初始重量的垃圾处理剂，继续进行垃圾降解处理，如此循环操作。

[0020] 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提供的生物处理剂菌剂通过蜡状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嗜热脂肪芽孢杆

菌、类产碱假单胞菌和酿酒酵母与载体的共同作用，能高效降解生活垃圾，尤其是餐厨垃

圾，降解率达到85%。本发明的生活垃圾的微生物处理方法，步骤操作简单，易掌握，且对垃

圾的降解效果好，有利于垃圾的快速处理和环境保护。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的内容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

对本发明做各种改动或者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入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

围。

[0023] 本发明涉及的各种试剂和设备，均可选自市售任意一种；本发明涉及菌株中蜡状

芽孢杆菌购自中国普通微生物保藏管理中心，保藏编号CGMCC1.2238；嗜酸乳杆菌购自中国

普通微生物保藏管理中心，保藏编号CGMCC1.1878；嗜热脂肪芽孢杆菌购自中国普通微生物

保藏管理中心，保藏编号CGMCC1 .1145；类产碱假单胞菌购自中国普通微生物保藏管理中

心，保藏编号CGMCC1 .2328；酿酒酵母购自中国普通微生物保藏管理中心，保藏编号

CGMCC2.3868。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生物处理剂，由微生物菌剂和载体组成，其质量比为1：4。其中微生物菌剂的

各组分及其质量比分别为：蜡状芽孢杆菌30份、嗜酸乳杆菌300份、嗜热脂肪芽孢杆菌100

份、类产碱假单胞菌120份和酿酒酵母80份；载体由秸秆粉和沸石组成，其质量比为3：2。

[0026]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生活垃圾的微生物处理方法的，包括如下步骤：

[0027] 1）称取一定量上述生物处理剂，按其重量的200%加入水，在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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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垃圾处理剂；

[0028] 2）按照垃圾重量的10%将步骤1）制得的垃圾处理剂投放如垃圾机中，200rpm搅拌

均匀；

[0029] 3）发酵24小时，再加入10%初始重量的新垃圾，200rpm搅拌均匀；

[0030] 4）重复步骤3）的操作3次；

[0031] 5）再加入10%初始重量的垃圾处理剂，继续进行垃圾降解处理，如此循环操作。

[0032] 实施例2

[0033] 一种生物处理剂，由微生物菌剂和载体组成，其质量比为1：  6。其中微生物菌剂的

各组分及其质量比分别为：蜡状芽孢杆菌100份、嗜酸乳杆菌100份、嗜热脂肪芽孢杆菌150

份、类产碱假单胞菌50份和酿酒酵母150份；载体由秸秆粉和沸石组成，其质量比为3：4。

[0034]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生活垃圾的微生物处理方法的，包括如下步骤：

[0035] 1）称取一定量上述生物处理剂，按其重量的300%加入水，在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即

得垃圾处理剂；

[0036] 2）按照垃圾重量的20%将步骤1）制得的垃圾处理剂投放如垃圾机中，200rpm搅拌

均匀；

[0037] 3）发酵36小时，再加入10%初始重量的新垃圾，200rpm搅拌均匀；

[0038] 4）重复步骤3）的操作5次；

[0039] 5）再加入20%初始重量的垃圾处理剂，继续进行垃圾降解处理，如此循环操作。

[0040] 实施例3

[0041] 一种生物处理剂，由微生物菌剂和载体组成，其质量比为2：5。其中微生物菌剂的

各组分及其质量比分别为：蜡状芽孢杆菌80份、嗜酸乳杆菌230份、嗜热脂肪芽孢杆菌120

份、类产碱假单胞菌85份和酿酒酵母110份；载体由秸秆粉和沸石组成，其质量比为1：1。

[0042]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生活垃圾的微生物处理方法的，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称取一定量上述生物处理剂，按其重量的250%加入水，在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即

得垃圾处理剂；

[0044] 2）按照垃圾重量的15%将步骤1）制得的垃圾处理剂投放如垃圾机中，200rpm搅拌

均匀；

[0045] 3）发酵30小时，再加入10%初始重量的新垃圾，200rpm搅拌均匀；

[0046] 4）重复步骤3）的操作4次；

[0047] 5）再加入15%初始重量的垃圾处理剂，继续进行垃圾降解处理，如此循环操作。

[0048] 实施例4 生活垃圾的微生物处理法

[0049] 生活垃圾选用食堂的剩饭菜；

[0050] 按照垃圾重量的10%称取上述生物处理剂，加入两倍体积的水，搅拌均匀后，投放

入垃圾机中，200rpm搅拌均匀；发酵24小时，再加入10%初始重量的新垃圾，200rpm搅拌均

匀；重复上述操作3次。

[0051] 上述垃圾初始重量为50kg，处理后垃圾重量为22.5kg。

[0052] 垃圾降解率=（初始重量-处理后重量+处理剂重量+水重量）/初始重量×100%。

[0053] 经计算，利用本发明的微生物菌剂处理垃圾，降解率高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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