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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包括易腐垃圾及部分农业废弃物，其产量大、成分复杂、含水率及养分含量高。目前，

好氧发酵已成为其资源化处理处置关键技术之一，但因转化效率低、副产物风险不明等原因限制了其在中国的
应用。因此，针对中国有机垃圾好氧发酵瓶颈问题，通过对中国城乡混合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进行对比分析，
明确好氧发酵处理有机固体废弃物的优势，并深入解析好氧发酵过程中有机质转化方式，揭示好氧发酵处理有
机垃圾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影响好氧发酵产物高效稳定化及资源化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快速稳定化及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构想，即好氧发酵工艺过程中，解析城
乡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微生物代谢网络定向转化的调控原理；研发智屏显示—在线监测—反馈调控等智能一
体式快速稳定化技术装备；攻克生物强化水解—微生物碳泵定向转化—功能材料钝化固碳微生物细胞微工厂定
向腐殖化、副产物风险评估—原位阻控—再循环利用等增质控污技术，构建资源化产物深加工—分质评估—属
性互补等末端对“征”利用技术。集成快速稳定化与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模块体系，针对技术模块的互补性、资
源可持续利用性特征，建立与区域匹配的对“征”示范工程，形成商业化推广模式。这种围绕有机垃圾好氧发酵
原位削减、过程增质控污、末端资源化利用的国家科技重大需求，开展相关研发与工程示范，旨在为中国城乡混
合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理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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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and rural mixed organic waste, including perishable waste and partial agricultural waste, are high yield, complex composition,
high water content and nutrient content. Aerobic fermentation i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for the utilization of this resource, but the application
is limited in China due to the low conversion efficiency and unknown risk of by-products. Therefore, in view of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aerobic
fermentation of organic waste in China,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 of urban and rural mixed organic wast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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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tages of aerobic ferme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organic solid waste was clarified, the transformation mode of organic matter in the process of aerobic fermentation was deeply analyzed, and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aerobic ferme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organic waste was revealed. Accordingly,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t stabiliz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aerobic fermentation products was further
identified. The concept of rapid stabiliz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mixed organic waste, named as detecting the regulation
principle of microbial metabolic network during organic waste aerobic fermentation, was proposed. Meanwhile, intelligent integrated rapid stabiliza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ntelligent screen display-online monitoring-feedback control) was also developed overcome the technology of
directional humification and pollution enhancement in microbial factory, the technology of deep processing-quality evaluation- attribute complementary of resource products to utilize resource products by their characteristics wa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esource treatment of urban and rural mixed organic waste in China, researches and demonstration projects will be carried out to meet the major
need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in-situ reduction of organic waste by aerobic fermentation,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proces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the end products.
Key words: organic waste; aerobic fermentation; stabilization; by-product control; resource utilization

城乡混合有机垃圾主要是指垃圾分类后的易腐

中处理略显力不从心 [11–12]。而好氧发酵处理技术则

垃圾（菜场垃圾、餐馆饮食业垃圾、家庭厨房垃圾和

可以完全克服厌氧发酵的技术瓶颈，随着其好氧发

各种市场的瓜果皮等）及城乡结合部部分农业废弃

酵技术的日趋完善，其必将成为中国混合有机垃圾

物

[1]

。其特点是：产量大、来源混杂、有机质比例高

（占干物质的70%以上）、含水高（一般高达85%～

资源化处理处置的主流技术。
目前，由于中国城乡混合有机垃圾组成的差异性，

90%）、生物可利用成分含量高（50%～70%）、热值低、

国外技术不适合中国有机垃圾特性，国外的管理模

氮磷等营养元素丰富、易腐烂等 [2]。采用传统的填埋

式和技术设备在中国难以发挥原有效能。同时，混合

和焚烧方法存在较大的弊端，且资源利用率较低。由

有机垃圾好氧发酵过程仍存在微生物代谢网络不明、

于其高有机质、高营养特性，同时与其它固废（如污

生物定向转化机制不清及风险控制技术缺位等问题。

[3]

泥等）比较，处理过程及产品应用环境风险均较小 。

因此，亟需针对性的开展好氧发酵关键技术装备研

基于以上原因，好氧发酵是大宗混合有机垃圾资源

发，开辟适合国情的混合有机垃圾资源化全过程生

化处理处置的最佳方式之一，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

态产业链，通过技术集成创新，建立自主技术更新机

大量研究。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有

制，同时配合政策引导及商业模式创新，为中国打造

机固废资源化处理，目前已经形成一定处理规模。如

完善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混合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理模式。

今德国主要采用堆肥处理和厌氧处理方式，每年收
集8.8×10 6 t有机固体废弃物，其中83%经堆肥处理、
17%经厌氧处理。据2015年英国垃圾资源行动纲要

1 国内外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现状
1.1 城乡混合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迫在眉睫

（waste and resources action program，WRAP）资料显

据 统 计 ， 自 2014年 起 中 国 垃 圾 即 以 每 年 8%到

示 [4]，英国每年约产生1.5×106 t有机固废，通过厌氧

10%的速度增长，直至2020年，全国各类有机垃圾产

发酵和好氧堆肥处理减排CO2 2.0×107 t/a，同时英国

量已近4.5×109～5.0×109 t[13]。其中，城乡混合有机垃

计划到2025年将有机固废循环利用提高到70%。

圾包括园林废弃物、有机生活垃圾、设施农业垃圾等，

2015年，欧盟垃圾的堆肥及回收利用率是44%，
2018年，欧盟制定了一个新目标，即2025年要达到
[5]

年产量同样高达近5.0×108 t。如果有机垃圾处理处置
不当，对土壤、地下水、大气均会造成有害影响 [14] ，

55%，2035年达到65% 。2008年，德国有接近1 000个

严重威胁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在中国城乡结合部，

堆肥厂，到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

由于公民对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意识弱且处理技术

[5]

以上 。在中国，有机垃圾好氧堆肥理论、技术研究较

匮乏，导致有机垃圾污染问题尤其严重，亟需资源化

为充分，但由于中国垃圾成分及收运体系的特殊性，

效率高、操作简易等有机垃圾处理处置技术解决上

相关成果大多限于实验室级别，工业稳定运行案例

述问题。

较少

[6–8]

，产业起步较晚，目前有机垃圾的日处理能
4

4

力仅为2.0×10 ～3.0×10 t，并且以厌氧发酵为主

[9–10]

。

目前，将有机垃圾经过好氧发酵、厌氧发酵、焚
烧或填埋生产有机肥料、沼气、热能、电能或生物炭

虽然混合有机垃圾厌氧发酵产沼技术相对成熟，但

的技术应用广泛 [1]。有机垃圾经过厌氧发酵生成大量

由于受其处理规模小、寒冷地区冬季适应条件差等

氢气及沼气等为工业生产、人类生活提供生物质能

瓶颈因素影响，对城乡大宗混合有机垃圾资源化集

源 [15– 16]。 然 而 ， 当 有 机 垃 圾 完 全 发 酵 后 残 留 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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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渣，其中含有的病原菌及有机酸限制了其直接利
用

[17–18]

25

物碳泵明确了微环境因子、微生物营养、生理、分子

。一般情况下，沼渣将经过高温好氧发酵消除

和基因组等在原位调节微生物代谢的重要作用。随

[19]

后，该概念被引入土壤有机质研究领域，以突出强调

此外，将有机垃圾，特别是农业秸秆作为生物燃料一

微生物合成代谢对全球气候变化下陆地碳循环做出

直是中国处理农田废弃物的主要方式之一。但由于

的贡献 [39]。如今，进一步将此概念应用于好氧发酵体

中国焚烧技术不成熟、操作不当，导致焚烧过程中产

系，目的在于研究好氧发酵微生境对微生物代谢及

生大量以二噁英为主的污染物，对大气造成严重污

有机质转化的影响，最终实现调节微生境因子促进

其中病原菌、有机酸及难水解有机质对环境的威胁

染

[20]

。

。为避免上述问题，好氧发酵逐渐受到研究者广

好氧发酵稳定及有机碳的贮存。

泛关注。好氧发酵作为一种将易腐有机固废经过微

好氧发酵中CO 2 的释放不仅预示着微生物对有

生物分解转化后生成腐熟肥料的技术，具有日处理

机质的转化，同时表明了高活性微生物对有机质的

量大、转化效率高、二次污染小、产物利用价值高等

矿化强度 [40–41]。好氧发酵初期，微生物为适应体系内

优点

[21–23]

。因此，利用好氧发酵技术进行易腐有机固

部环境，代谢以维持基础呼吸的分解代谢为主 [42]。随

废资源化处理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着好氧发酵进行，微生物代谢逐渐从以维持基本代

1.2 有机垃圾好氧发酵有机质转化方式

谢的低效生长向以增加生物量代谢为主的高效生长

多种类型易腐有机垃圾，包括生活垃圾、厨余、

转化，此时微生物生长效率开始增强 [43]。同时，微生

秸秆、杂草、枯枝落叶、果蔬废弃物、畜禽粪便等均可

物高活性导致大量CO 2 由好氧发酵体系释放并对堆

作为原始物料进入好氧发酵系统 [24]。根据有机垃圾

肥大分子物质的水解带来影响。原因在于，微生物将

结构组成成分可将好氧发酵物料中有机质类型归纳

通过调节胞内大分子组成控制细胞繁殖速率，当微

为木质–纤维素类、蛋白类及脂肪酸类，这三大有机

生物以生殖生长为主时，将控制胞外酶的合成速率，

质类型在好氧发酵过程中将经过一系列生物转化过

导致酶合成量降低 [44–45]，进而促使好氧发酵体系中

程，最终以稳定有机碳形式贮存同时释放CO2[25–26]。

大分子有机质的水解受限。然而，当好氧发酵进入高

然而，在以有机碳贮存为主要目的的好氧发酵过程

温阶段，体系内部温度快速升高及营养物质迅速消

中，存在着如何有效削弱有机组分矿化的问题。好氧

耗驱动微生物由高生长效率向低生长效率转化，并

发酵过程中，微生物首先利用体系中非结构性小分

分泌胞外酶水解大分子有机质维持自身生长，然而

子有机质满足自身代谢需求，并向胞外分泌水解酶

此时CO 2 的释放量依然维持较高水平 [43] 。随着好氧

水解蛋白质、烷烃脂肪酸等较易水解大分子物质，为

发酵进入腐熟期，体系内部环境逐渐维持稳定，微生

[27–28]

。随着好氧发酵进行，微

物活动也进入稳定期，CO2释放量则趋于降低 [46]。由

生物代谢活性增强，体系内温度逐渐升高，微生物群

此可知，微生物代谢方向受到好氧发酵体系内部环

落逐渐以放线菌、真菌等抗逆性强微生物类群为

境影响，当环境条件变化剧烈、有机质组分组成混杂

后续生长提供充足底物

[29]

，这些微生物类群可以大量分泌木质素、纤维素

时微生物代谢方向不定，导致好氧发酵过程中大量

[30]

。

CO 2 释放，造成有机碳损失。好氧发酵代谢中CO 2 的

这种由于微生物对不同有机组分（如纤维素、木质素、

释放几乎全部来源于微生物代谢，控制微生物对小

蛋白类等）利用难易程度不同，即纤维木质素类水解

分子物质的吸收利用，可有效降低堆肥过程中CO2的

速率远低于蛋白类，好氧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将过度

释放，减少有机碳的浪费 [17]。因此，如何在维持微生

消耗蛋白类碳，最终导致氮损失严重、好氧发酵周期缓

物正常活性的情况下，调节微生物代谢由无序至有

主

水解酶，进一步水解好氧发酵体系中难水解有机质

[31–33]

慢

。此外，由于好氧发酵过程微生物活动主要存在

分解（CO 2 释放）与合成（腐殖酸形成）两种代谢途
径

[34–35]

，因此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提升腐殖质的合

成代谢途径是堆肥高质资源化的客观需求。
好氧发酵过程中有机质资源化是在微生物作用

序，进而实现低碳排放、高碳保留的目的将成为未来
研究重点之一。
1.3 不同来源有机垃圾好氧发酵稳定化及资源化影
响因素解析
好氧发酵的成功需通气量、碳氮比、pH、含水率、

下实现的 [36–37]。在对碳转化的研究中，微生物碳泵的

有机质、物料颗粒大小及氮组分浓度等微环境参数

概念得以引入进行探讨微生物分解、合成代谢在堆

同时满足好氧发酵物料腐熟的需要 [47–48]。通常好氧

肥有机质转化中的重要作用 [38–39]。微生物碳泵概念

发酵工艺参数也决定了好氧发酵中腐殖酸产量及质

在2010年由焦念志院士

[39]

首先提出（图1），用以表征

量，进而影响到好氧发酵产物的应用价值以及利用

海洋微生物在好氧条件下将水溶性有机物转化成为

方式 [49]。经过研究者多年探究发现，理想好氧发酵微

难水解有机质，并在海洋沉积物中储存的过程。微生

环境参数具体表现为初始物料颗粒在1～3 cm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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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腐有机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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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聚合/缩合
产物—腐殖酸

胞外聚合物
微生物残体

不同物料堆肥过程中有机碳转化方式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c carbon during composting of different materials

内，调节碳氮比至30%左右，并在好氧发酵过程中始终

染料及农药等污染物 [53–54]；相反，简单结构组分则更

维持物料含水率在60%～70%，通气量在0.15 L/(min·kg·

倾向于提高土壤肥力，促进作物生长 [55] 。由此可知，

有机质)[50–51]。然而，上述条件仅可满足不同有机固

好氧发酵参数对腐熟产品形成速率、结构及应用均

废好氧发酵的腐熟效果，对于产品品质却不能保障。

具有重要影响。当然，好氧发酵工艺参数对其进程的

因此，为得到高品质好氧发酵产物，需调整好氧发酵

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腐熟产品结构，对于氮、磷以及碳

[52]

。如：提高好氧发酵体系

等营养组分的转化、污染物的水解、渗滤液排放、污

通气量利于产品快速腐熟，并促进好氧发酵物料快

染性气体等副产物释放以及抗性基因的转移均具有

速减量化。然而，调节好氧发酵参数不仅可以影响腐

重要作用 [56–58]。因此，好氧发酵参数对其过程影响是

熟产品形成速率，对产品结构同样具有显著影响。探

多方面的，值得更加深入且全面的研究。尤其是在产

究通气量对好氧发酵腐熟产品结构影响时发现，较

品应用方面，中国地域宽广，气候条件及人们生活方

低通气量有利于腐熟产品结构中复杂组分的形成，

式差异造成好氧发酵物料类型差异较大的同时土壤

工艺参数以达到预期效果

[49]

。因此，好

性质也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全国范围内产品腐熟方

氧发酵通气量不同将影响腐熟产品结构，而产品结

式不统一。因此，本文提出对“征”利用概念以为不

构特点将进一步影响其应用（图2）。研究表明，复杂

同特征的土壤类型匹配适用的好氧发酵腐熟产品，

结构产品有利于固定受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有机

进而实现好氧发酵产品的应用价值最大化。

而较高通气量则更利于其简单结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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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通气率下沼渣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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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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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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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

波长
短波长

有机肥料

波长

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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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长波长

长波长

短波长

长波长

不同通气量对好氧发酵产品结构及应用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aeration rates on the 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of aerobic fermentation products

2 快速稳定化及资源化利用技术
针对城乡混合有机垃圾组分混杂及水解效率不
同步导致的均质性差、资源化产物生物转化及利用

物种类需求亦不相同。因此，如何探明资源化产物利
用与土壤特征之间互补匹配机制，实现对“征”利用，
是研究开展必需解决的另一关键科学问题。
2.2 关键技术问题解析

效率低、副产物风险防控及可持续利用技术匮乏等

1）多源有机垃圾快速脱水、减污源头减量关键

问题，未来研究应重点解析混合垃圾有机组分定向

技术。重点解决高含水有机垃圾原位强化脱水–固液

转化微生物代谢网络调控原理，探明有机组分快速

分离、固相组分功能微生物强化–工艺参数优化快速

稳定化、腐殖化微生物细胞工厂定向调控机理，突破

稳定化等关键技术。

副产物风险防控、资源化产物分质利用技术瓶颈影

2）有机组分定向腐殖酸化增碳增质过程控制关

响机制等科学问题。

键技术。重点解决有机组分同步水解均质、水解组分

2.1 关键科学问题

微生物碳泵微生境调控定向腐殖酸化、功能材料补

1）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过程中有机组分

给固碳增质等关键技术。

组成混杂，不同有机组分微生物代谢网络不同，同种

3）发酵副产物风险控制及可持续利用过程控污

有机组分不同微生物代谢途径亦不相同，导致好氧

关键技术。重点解决副产物风险指标精准识别—评

发酵过程中微生物菌群代谢网络紊乱。因此，如何解

估—预警、气体捕捉浓缩—功能材料强化、热能及挥

析微生物代谢网络原理，实现生物转化由紊乱至有

发性氨再循环、浸出液营养复配原位庭院滴灌及百

序的状态，成为目前研究开展必需解决的关键科学

纳米液体肥等关键技术。

问题。

4）好氧发酵资源化产物末端对“征”利用技术。

2）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主要存在以CO 2 生成

重点解决资源化产物专用肥增质深加工高质化、资

的分解途径及腐殖酸形成的合成途径，抑制分解、促

源化产物多属性识别–多指标综合评价、资源化产品

进合成途径是其资源化技术的主攻方向。由于木质

属性差异对“征”土壤利用关键技术。

纤维素类水解缓慢，导致前体物醌基及小分子多糖

2.3 研究体系的构建

匮乏，是腐殖酸合成途径受阻瓶颈问题，同时将会间

依据固废资源化的国家需求，围绕城乡混合有

接造成氨基酸类水解产物代谢加剧，也是挥发性污

机垃圾快速稳定化及资源化利用目标，针对上述诸

染物产生的始作俑者。因此，如何揭示难易生物利用

多技术瓶颈问题，从原理解析、源头减量、过程增质

组分同步水解、水解产物协同转化机制，实现定向腐

控污、末端分质利用4个层面，将研究构想设置5个重

殖酸化、二次污染原位削减，是研究开展必需解决的

点内容：

又一关键科学问题。
3）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资源化产物特性与区
域垃圾组成、发酵工艺密切相关，导致资源化产物腐
殖酸浓度及腐殖化程度、营养组成等特性差异性显
著。同时不同区域土壤生态学特性不同，对资源化产

1）城乡混合有机垃圾联合好氧发酵微生物代谢
网络定向调控原理。
2）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多源有机物源头快速稳定
化技术及装备。
3）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多组分协同定向

工程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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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置的源（有机垃圾分类收集源头）、流（有机垃圾
好氧发酵过程）、汇（资源化产物利用）为主线，以源

4）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副产物风险控制

头减量、过程发酵副产物再循环、资源化产物分质再

及可持续利用技术与装备。

利用等清洁生产理念为指导。内容设置分工明确，又

5）城乡混合有机垃圾资源化产物高质利用技术

联系紧密，互为支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图3）。

与装备。研究总体设置以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处

5) 资源化产物
高质利用技术
与装备

3) 多组分协同定向
腐殖酸化技术与
装备
2) 多源有机物源头
快速稳定化技术
与装备

物

1) 好氧发酵微生物
代谢网络定向调
控原理

产

酵

发

过程
控污

副产物

理论
引导

撑
理论支

再利用
4) 副产物风险控制
及可持续利用技
术装备
理论支撑流向

理论

支撑

源头
减量

资源化产物

末端对
“征”
利用

副产

物

过程
增质

图
例

发酵产物流向
副产物流向
副产物再利用流向

图3
Fig. 3

有机垃圾快速稳定及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体系

Research system of rapid stabiliz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organic waste

3 科学问题解决思路
3.1 探究有机垃圾好氧发酵微生物代谢调控原理
针对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微生物代谢网
络紊乱、物质分配规律不清、代谢产物定向调控不明
等问题，基于好氧发酵有机组分微生物代谢网络由
紊乱至有序定向调控理念：
1）探究高效运行状况下体系的微生态特性及碳
基转化节点物质类型，揭示基于结构韧性及弹性的
高效菌群调控机理，解析碳基转化平台物质–功能菌–
环境因子的网络关系。
2）阐明氮、硫污染物微生物代谢成因，解析典型
新兴污染物代谢归趋，揭示次生污染物代谢影响机
制，筛选主控因子与核心微生物，建立典型二次污染
物代谢途径与氮、硫循环网络的响应关系。
3）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挖掘技术，结合微生物–
关键元素转化网络图谱，建立多源混合有机垃圾好氧
发酵过程仿真模型，搭建共性调控平台，实现好氧发
酵过程的实时精准预测，并提出以微生物为核心的微
环境弹性调控策略，为有效控制副产物提供技术支持。
3.2 研发混合有机垃圾多源有机物源头快速稳定化
技术及装备
针对城乡有机垃圾源头水分含量高、快速稳定

化技术缺失、智能学习型装备匮乏等问题，研究混合
有机垃圾超微破碎—固液分离关键技术，攻克固相
组分功能微生物强化—工艺参数优化快速稳定化关
键技术，研制智屏显示—在线监测—反馈调控等智
能学习功能的一体式快速稳定化技术装备，开展工
程示范：
1）阐明机械作用对颗粒组分转化、微观结构与
脱水效率的调控机制，解析生物转化不同阶段垃圾
颗粒内有机组分代谢网络与颗粒结合水脱除内在关
系，建立垃圾超微破碎脱水及原位生物转化控水关
键技术。
2）探索以好氧发酵关键功能微生物为核心的生
物强化手段，研发基于多阶段菌剂复配强化及微生
境因子反馈程控的好氧发酵代谢技术，开发适合混
合城乡有机垃圾生物增强快速稳定化技术。
3）开发城乡混合有机垃圾资源化反馈预警智能
学习系统及软件，构建智能学习一体化好氧发酵装
备，建立一套集技术、系统软件和设备为一体的有机
垃圾生物转化智能学习装备综合体。
3.3 研发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多组分协同定向腐
殖酸化技术与装备
针对城乡有机垃圾好氧发酵有机组分均质性差、
定向腐殖酸化技术匮乏、部分腐殖酸易损失等问题，

第4期

魏自民，等：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快速稳定化及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究构想与前景展望

在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好氧发酵过程中引入微生物细
胞微工厂理念，基于生物转化核心代谢途径分子生
态学调控原理：
1）阐明工艺混料、复合酶催化、微生物强化等因
素与难降解组分互动关系，研发微生物调控多组分
同步水解均质化技术体系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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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有机肥、有机生态修复剂深加工技术与装备。
2）开展资源化产品属性识别、评价研究，揭示资
源化产物属性与区域土壤生态特性匹配机制，集成
多源资源化产物分质对“征”利用技术体系。
3）开展示范区域土壤特性识别与资源化产物属
性优选研究，建立优选资源化产物对“征”示范工程，

2）探明多组分水解产物、腐殖质形成、核心微生

形成创新性商业化推广模式平台。通过上述研究，形

物之间响应机制，揭示核心微生物碳泵定向腐殖酸

成资源化产物增质—功能属性识别—适配性评价—

化影响机制，研发微生物碳泵定向腐殖酸化限制因

对“征”利用等好氧发酵末端高质利用技术体系。

子动态补给调控关键技术。
3）探究易利用腐殖酸结构组成与微生物再利用

4 前景展望

率响应机制，阐明生物炭、矿物质等功能材料对易利

通过本研究的完成，预期构建混合有机垃圾好

用腐殖酸组分固定效率影响，构建微生物菌种结构

氧快速稳定化与定向腐殖化技术、开发具有智能学

优化、功能材料钝化等腐殖酸稳定化技术。最终构建

习功能的一体化好氧发酵装备、形成生物转化副产

生物强化水解–微生物碳泵定向转化–功能材料钝化

物风险控制及可持续利用技术，并建成适用于不同

固碳微生物细胞微工厂技术，开展工程示范，确保

区域特征的成套技术示范工程，建立商业化推广创

–20 ℃以下稳定运行。

新模式。

3.4 构建好氧发酵副产物风险控制及可持续利用技

4.1 科学、技术及产业预期

术与装备

在科学理论解析层面，提出城乡混合有机垃圾

针对城乡有机垃圾好氧发酵副产物风险不清、

好氧发酵微生物代谢网络调控原理，探明好氧发酵

控制技术匮乏、可持续利用效率低等问题，开展副产

有机组分快速稳定化、腐殖化微生物细胞工厂定向

物风险精确识别、预警、全过程风险控制和可持续资

调控机制，揭示混合垃圾好氧发酵副产物赋存形态、

源化利用技术与装备研究：

归趋及资源化产物对“征”高质利用机制。上述原理、

1）通过全过程监测发酵副产物，明确气液固相

机制的建立将极大丰富中国有机垃圾快速稳定化及

中典型污染物的时空分布规律，揭示生物转化过程

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理论体系。在技术装备研发层面，

中副产污染物形成及转化机制，基于嗅阈值、风险熵

将针对城乡混合有机垃圾高质资源化目标，以低碳、

值建立副产物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典型转化模

低能耗、低成本，易维护为理念，形成“源头减量—过

式的好氧发酵过程副产物风险评估模型。

程增质控污—末端资源化产物对“征”持续利用”型

2）研究功能微生物原位降解–改性功能材料削

全链条集成技术与装备体系：攻克好氧发酵具智能

减–光催化氧化耦合强化去除发酵副产物的关键技

学习型一体化源头减水、减污、减溶等快速稳定化核

术，明确污染物相间迁移规律和转化机制，建立副产

心技术与装备，突破好氧发酵有机组分协同转化定

污染物深度削减和控制技术。

向腐殖化、挥发性氨及热能再循环、副产物风险防控

3）研究热能再循环和副产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技

等增质控污过程控制技术瓶颈，构建发酵资源化产

术，通过外源营养物调配渗滤液中微量组分，开发基

物提质增效深加工、资源化产物属性与土壤生态需

于渗滤液的庭院专用液体肥制备和滴灌技术；研究

求互补等末端对“征”利用技术体系。在技术集成示

液体肥调制过程中百纳米颗粒、中微量元素、无机养

范层面，注重技术间互补性，针对示范区域气候、社

分等液相分散和协同作用规律，获得精准调控制备

会经济条件、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开展规模化对“征”

百纳米级液体肥的关键技术。

工程示范。通过研究实施，将完成有机垃圾快速稳定

3.5 研发混合有机垃圾资源化产物高质利用技术与

化与资源化利用系列技术标准、规范，丰富中国环境

装备

保护标准体系，为促进有机垃圾资源化奠定基础。研

针对城乡有机垃圾好氧发酵资源化产物品质提

究完成后，所提出的理论、研发的技术装备总体达到

升技术匮乏、资源化产品属性不清、与区域土壤生态

国际先进水平，集成技术模式推广后将促进相关行

特性匹配性差等问题，基于资源化产物属性与区域

业进步，并为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土壤生态需求相匹配的理念：

4.2 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1）攻克发酵过程营养补给生物转化增质技术，
研发资源化产物增质深加工技术与装备，研制作物

据统计，目前中国生活垃圾年产生量达4.0×108 t，
已成为全国城市一个重要的污染源。2017年3月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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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垃圾
分类产生的易腐垃圾约占50%，按方案要求2020年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按此比例计算，有
机垃圾资源化年处理量约为0.7×108 t。因此，如果将
有机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不仅可节约大量的垃圾
填埋用地，减少填埋渗滤液对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提
升周边空气质量，改善群众生活质量，还可创造大量
的经济生态效益[59]。
以国内知名有机固废处理企业为例（北京嘉博
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机垃圾处理厂正式投产后，
年消化混合有机垃圾约9.0×105 t，年产量2.0×105 t，减
少CO排放量2.6×10 4 t，氮氧化物排放量约3.2×10 5 t，
颗粒物排放量约6.2×10 4 t，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1.6×105 t，生态环保效益明显；同时提供管理、技术人
员固定就业机会约110人。按照有机垃圾资源化年处
理量0.7×108 t，需要建厂78个，减少污染排放总量约
1.9×107 t，解决数万人就业问题，达到年产1.6×107 t，
售卖价格以1 600 元/t计，创收2.56×1010 元，生态、社
会、经济效益显著。此外，中国是农业大国，长期施用
化肥造成土壤有机质过度矿化，有机质含量降低，多
数有机质含量在1%以下，与健康土壤有机质需达到
5%以上具有较大差距，因此有机肥需求量极大。目
前有机肥施入土壤后对土壤有机质的提升效率为每
亩投入1.5 t，2年时间，可提升土壤有机质0.1个百分
点。中国耕地面积约2.0×10 9 亩，三分之二的土壤有
机质含量不到1%，按照国际健康土壤有机质含量5%
计算，在保证有机质不矿化的条件下，需要施用有机
肥约3.2×1010 t。因此，市场需求空间极大，经济、生态
效益显著。
综上，生活垃圾分类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末
端处理方面，一些大城市基本建立了以焚烧为主体
的终端处理模式，但成本较高、易造成二次污染。由
于有机垃圾来源于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食物，经过人
类活动变成垃圾，经生物转化后回归自然。因此，城
乡混合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理不仅保证了中国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网络畅通，也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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