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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废弃物复合酶解预处理-厌氧发酵中试工程研究
张驭舟 1,2，熊

炜 2，陈祥松 3*，李襄静 1，于安琪 2

(1.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襄阳 441050；2. 湖北绿鑫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襄阳 441413；
3.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合肥 230031)
摘 要：为获得复合酶解预处理-厌氧发酵二步法工艺稳定性工程数据，在中温（35±2）℃条件下，采用自行设
计的 1 m3 太阳能辅热连续搅拌式（CSTR）厌氧反应器，进行了 180 d 的连续式餐厨废弃物中试厌氧发酵效果研究，
结果表明：餐厨废弃物复合酶解预处理-厌氧发酵二步法工艺具有良好的运行稳定性及较高的发酵效率，中试工程有
机负荷可达约 3.5 kgVS·m-3·d-1，单位总固体（TS）及挥发性固体（VS）产气率、产气平均甲烷（CH4）含量、容积
产气率等指标可分别达到 645.19 L·kg-1、685.06 L·kg-1、75.54%和 2.37 m3·d-1，折合餐厨废弃物原料产气量 158 m3·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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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ulti-enzyme hydrolysis pretreatment–anaerobic digestion of food waste at pilot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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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tability and engineering specifications of multi-enzyme hydrolysis – anaerobic digestion two steps process, a 180 days continuous fermentation study was conduct in a 1 m3 self-designed
pilot scale CSTR anaerobic reactor at (35±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steps process could run steadily
at high efficiency, the organic loading rate could reach 3.5 kgVS·m-3·d-1, the biogas and methane yield rate of per
total solid (TS) and volatile solid (VS) was 645.19 L·kg-1 and 685.06 L·kg-1, the average methane concentration
was 75.54%, and the volume gas productivity reached up to 2.37 m3·(m3·d)-1, converted to 158 m3·t-1 of raw material bioga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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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餐饮习惯和文化的影响，中国餐厨废弃物产
生量巨大，据文献统计[1-3]，其产生量超过 5 000 万
t·a-1，资源浪费相当于 233 万 hm2 玉米的能量产出
和 200 万 hm2 大豆的蛋白质产出。如不妥善处置，
更会带来“垃圾猪”、“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
餐厨废弃物含大量淀粉、糖类、蛋白质、油脂等营
养物质，是良好的生物质资源，更是厌氧发酵产甲
烷的理想原料[4-7]。如刘德江等[8]研究了不同组分餐
厨废弃物中温厌氧消化特性，表明油脂、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蔬菜等 4 种典型组分均可作为厌氧消
化的良好原料，其中油脂单位质量挥发性固体产气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 通信作者:

率可达 454 mL·g-1。餐厨废弃物的组分特点还决定
了其极易水解，导致实际厌氧工程酸化、失稳。因
此大量研究通过原料预处理、混合发酵、过程工艺
参数优化等途径提高工程稳定性及效率[9-12]。但大
都为实验室小试规模及批次式发酵，鲜见中试水平
的连续发酵研究报道。王冰洁等[13]采用 4 m3 全混反
应器进行了餐厨废弃物中温（35±2）℃厌氧消化研
究，获得了 4.77 kg VS·m-3·d-1 最佳有机负荷（OLR）
以及 2.56 m3·d-1 的容积产气率。但其采用的是餐厨
废弃物固相物料且高浓度厌氧发酵，与实际工程存
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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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团队前期研究建立了“复合酶解预处理-厌氧
消化”的二步法工艺[14-15]，可有效解决餐厨废弃物
厌氧发酵过程中酸化、长链脂肪酸（LCFAs）干扰
等发酵抑制问题，实现产甲烷过程的高效进行。作
者在此基础上，利用 1 m3 规模的太阳能辅热 CSTR
厌氧中试反应装置[16]，开展基于复合酶解-厌氧消化
二步法工艺的中试研究，通过连续式进料与长期运
行，为获得后续大规模工程化应用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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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1 餐厨废弃物及接种物
餐厨废弃物取自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食
堂中午时段，接种物采用湖北绿鑫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特大型生物燃气工程正常厌氧发酵活性污泥。其
基本理化性质参见表 1。

表 1 餐厨废弃物及接种污泥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waste and inoculums
pH
总固体（TS）Total solid/%
挥发性固体（VS）Volatile solid/%

样品 Sample
餐厨废弃物 Food waste
接种物 Inoculums

15.64±1.08
16.79

87.35±1.33
51.27

1.2 检测方法与仪器
总固体（TS）及挥发性固体（VS）含量测定采
用重量法[17]；pH 值采用数显 pH 计测定；粗脂肪采
用索氏标准抽提法[18]；中试工程厌氧发酵产气采用
湿式气体流量计（上海瓷熙，LML-2）记录产气量，
红外沼气成分分析仪（武汉四方，Gasboard-3200
型）检测气体中甲烷（CH4）、二氧化碳（CO2）及
硫化氢（H2S）含量；挥发性脂肪酸（VFA）测定
采用气相色谱仪（日本岛津，GC 2014）并参考文
献[19]方法进行。
1.3 太阳能辅热 CSTR 厌氧中试反应装置
中试工程采用自行专利设计的 1 m3 太阳能辅
热全混式厌氧反应器（CSTR），结构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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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m 太阳能辅热全混式厌氧反应器（CSTR）
Figure 1 Solar energy auxiliary heating continuous stirring
tank reactor (CSTR)

该系统中，太阳能集热器为全玻璃真空管型，
集热面积 4 m2，通过智能控制柜，分别采集储热水
箱、循环水以及发酵料液温度。根据程序设计，当
太阳能储热水箱温度高于 50℃时，开启循环水泵对

6.20±0.35
7.66

油脂 Oil and fats/%
4.16±0.41
0

CSTR 反应器进行加热，低于 50℃时开启电加热对
反应器进行加热，至料液温度达到 35℃时停止热水
循环或电加热。智能控制柜同时控制搅拌电机按照
固定转速、频率计时间对发酵料液进行搅拌。厌氧
发酵过程产气量及气体成分分别通过气体流量计和
在线沼气成分分析仪测定，并人工记录相应数据。
1.4 复合酶解预处理工艺
根据前期研究建立的复合酶解预处理工艺，根据
餐厨废弃物原料特性，采用的复合酶配方组成为液化
酶、糖化酶、纤维素酶和脂肪酶；按照每克干重（TS）
餐厨废弃物分别添加液化酶 9 U·g-1、糖化 150 U·g-1、
纤维素酶 45 U·g-1 和脂肪酶 150 U·g-1；酶解工艺为：
将分选后去除非生物质组分的餐厨废弃物进行粉碎
匀浆，先投加脂肪酶并于 40℃酶解 24 h，再投加液
化酶、糖化酶及纤维素酶于 55℃酶解 90 min。
1.5 中试系统运行设计
中试工程采用沼气工程实际常用的中温（35±
2）℃发酵，启动时接种物添加量约为有效发酵液总
量（800 kg）的 40%（320 kg），其余用沼液补充；
每天定时投入不同梯度量经复合酶解预处理的餐厨
废弃物，先出料、再进料，且进出料量相等；每天
进料负荷梯度设计为：5.0 kg、7.5 kg、10.0 kg、12.5
kg、15.0 kg、17.5 kg，每个梯度负荷连续投加 30d；
搅拌设置为：转速 80 r·min-1、每 1 h 搅拌 1 次、每
次 5 min；发酵过程每天记录产气量、产气 CH4 含
量等参数；每梯度复合周期（30 d）取样测定 VFA 5
次（每次间隔 6 d），最后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试工程产气结果分析
随着进料负荷不断提高，餐厨废弃物复合酶解
预处理-厌氧发酵中试工程日产气量及产 CH4 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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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见图 2。

图 2 中试工程进料负荷与产气量变化图
Figure 2 Biogas production along with organic loading
change in pilot-scale of food waste anaerobic digestion

可以看出，中试工程日产气量及产 CH4 量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在有机负荷从进料量 5.0 kg·d-1 阶梯
式增加至 15.0 kg·d-1 的阶段，其也表现出明显的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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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趋势，至有机负荷 15.0 kg·d-1 时，日产量稳
定在约 2 400 L。但有机负荷增加至进料量 17.5
kg·d-1 时，日产气量反而出现下降趋势，仅为 2000 L
左右。说明在较低的有机负荷下，厌氧发酵系统中
产酸与产甲烷菌群可以建立良好的共生及互营关
系，餐厨废弃物进一步酸化产生的各种小分子有机
酸能够及时的被产甲烷菌利用，进而产生沼气。但
达到有机负荷极限后，有机酸的产生会逐渐超过产
甲烷菌分解转化的速度，有机酸积累，导致造成系
统 pH 值下降，抑制了产甲烷菌活性，最终影响产
气效果。
2.2 中试工程厌氧发酵液 pH 值和 VFA 的变化
中试工程厌氧反应器发酵液 pH 值及主要挥发
性有机酸（VFA）随进料负荷的变化见表 2。

表 2 中试工程发酵液 pH 值及 VFA 含量变化
Table 2 The changing of pH value and concentration of VFA in pilot-scale anaerobic digestion
5.0
7.5
10.0
12.5
15.0
进料负荷 Substrates loading rate/kg·d-1

VFA/mg·L-1

Table 3
A
5.0
7.5
10.0
12.5
15.0
17.5

pH 值
乙酸 Acetate
丙酸 Propionate
丁酸 n-Butyrate
戊酸 n-Valerate

7.82±0.34
251±8
81±6
0
0

7.73±0.26
269±11
89±4
0
0

7.65±0.38
285±15
95±5
32±2
27±2

7.49±0.25
376±12
130±7
215±10
184±8

7.35±0.33
655±23
198±12
417±18
310±13

17.5
6.93±0.30
1284±39
230±11
462±19
388±15

表 3 中试工程不同进料负荷厌氧发酵参数
The main indexes of pilot-scale of food waste anaerobic digestion under different substrates loading
B
C
D
E
F
712.50
756.53
507.77
539.15
71.27
690.64
733.32
525.83
558.32
76.14
675.66
717.41
514.13
545.90
76.09
660.41
701.22
496.24
526.90
75.14
645.19
685.06
487.36
517.48
75.54
483.50
513.37
336.98
357.80
69.70

G
0.87
1.27
1.66
2.02
2.37
2.07

表中：A-进料负荷（kg·d-1），B-平均 TS 产气率（L·kg-1），C-平均 VS 产气率（L·kg-1），D-平均 TS 产 CH4 率（L·kg-1），
E-平均 VS 产 CH4 率（L·kg-1），F-平均 CH4 含量（%），G-平均容积产气率（m3·m-3·d-1）。

表 2 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进料负荷的不断提
高，中试过程 pH 值的变化呈缓慢降低趋势，当进料
负荷从 5.0 kg·d-1 提高至 15.0 kg·d-1 时，pH 值维持在
7.3～7.8 之间的较高水平，是产甲烷菌生长代谢的良
好范围；但当进料负荷至 17.5 kg·d-1 时，厌氧发酵液
pH 值已降至 7.0 以下，尽管仍能保证产甲烷过程正
常进行，但产甲烷菌活性以明显降低，直观的表现
为系统产气量及产甲烷量菌呈现下降趋势。
VFA 作为厌氧消化过程甲烷产生阶段的重要
前体，在中试过程中随着进料负荷的不断提高，呈
现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以 CH4 产生的直接来源乙
酸为例，当进料负荷从 5.0 kg·d-1 提高至 15.0 kg·d-1

时，基本维持在 250～650 mg·L-1 的较低范围，其与
丙酸、丁酸、戊酸等的比例也在厌氧消化的正常范
围[20]；但当进料负荷提高至 17.5 kg·d-1 时，过量的
有机酸已难以及时被产甲烷菌群代谢清除，乙酸含
量迅速升高至 1 284 mg·L-1，其他 VFA 也快速积累，
从而导致系统 pH 下降，出现一定程度酸化现象。
2.3 中试工程厌氧发酵过程综合分析
根据中试工程不同进料负荷下系统产气量、产
甲烷量数据，结合进料量、进料 TS 及 VS 含量、中
试工程反应器容积等，参考文献[10, 13, 17]中相关统计
分析方法，获得平均 TS、VS 产气率、产甲烷率，
各阶段平均甲烷含量、容积产气率等工程数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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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表 3。
表 3 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有机负荷的梯
度增加，中试工程平均 TS 及 VS 产气率等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同时也略低于小试实验水平，但至日
进料负荷 15.0 kg·d-1 阶段，其平均容积产气率仍不断
增加，最高可达 2.37 m3·d-1，产气平均 CH4 含量也保
持在 75%～76%（进料负荷 5.0 kg·d-1 为启动阶段，
前期产气 CH4 含量较低）。而当日进料负荷增加至
17.5 kg·d-1 阶段，
TS 及 VS 产气率仅为 483.50 L·kg-1、
-1
513.37 L·kg ，产气平均 CH4 含量及容积产气率也分
别降至 67.70%和 2.07 m3·d-1，发酵系统也出现酸化
现象。说明 15.0 kg·d-1 的进料量为该工艺条件下的最
高 有 机 负 荷 ， 折 合 有 机 负 荷 工 程 数 据 为 3.5
kgVS·m-3·d-1，
餐厨废弃物原料产气量达到 158 m3·t-1。
此结果也与国内相关文献[21-23]报道水平相当。

4

讨论与结论

中温（35±2）℃条件下采用 CSTR 反应器是国
内外厌氧工程实际广泛采用的工艺及装备。本研究
在前期建立的复合酶解预处理-厌氧发酵工艺基础
上，通过长期（180 d）的连续式中试规模研究，获
得了具有实际工程参考价值的工艺参数，为进一步
规模化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复合酶解预处理针对
餐厨废弃物组分特点，采用少量液化酶、糖化酶、
纤维素酶和脂肪酶并在较为温和的条件（40 ℃/55
℃）下进行原料的预处理，相对于蒸汽爆破、湿热
等高温预处理方法，在预处理成本、设备投资等方
法更具工程优势。
通过本研究对不同进料负荷下产气效果、发酵
液 pH 值及 VFA 的变化分析，以及中试工程主要工
艺指标参数的统计和总结，表明餐厨废弃物复合酶
解预处理-厌氧发酵工艺具有良好的运行稳定性及
较 高 的 发 酵 效 率 ， 系 统 有 机 负 荷 可 达 约 3.5
kgVS·m-3·d-1 的较高水平，中温（35±2）℃发酵条
件下其单位质量 TS 及 VS 产气率、产气平均 CH4
含量、容积产气率等指标可分别达到 645.19 L·kg-1、
685.06 L·kg-1、75.54%和 2.37 m3·d-1，折合餐厨废弃
物原料产气量 158 m3·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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