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高温生物降解处理病死畜禽实践研究
陈彦锡 1 文上禹 2
1 贵州智信环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 贵州鸿豪矿产资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DOI:10.12238/eep.v4i6.1483
[摘 要]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被广泛关注,生物降解技术处理病死畜禽因
其自身优势在实践中得到青睐。通过研究该技术的作用机理、处理工艺,结合其实践应用调研与统计分
析,定量分析恶臭污染物产排情况,针对性的提出治理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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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harmless treatment of sick livestock and poultry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widely concerned, and the treatment of dead livestock and poultry by biodegradation
technology is favored in practice due to its own advantages. By studying the action mechanism and treatment
process of this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production and discharge of malodorous pollutants a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and targeted treat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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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尸体皮肤表面出现腐败绿斑、腐败
水泡,在静脉丛的地方可形成静脉血管
网。此时肌肉和皮下组织因产生腐败气
体而呈气肿状,尸体膨胀变形。病死畜禽
尸体在夏天约12小时后,冬天约72小时
后会出现腐败绿斑。腐败绿斑由淡绿色

图 1 高温生物降解的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

逐渐变为深绿色,中间部分较周围部分

目前国内养殖业规模差异较大,为

颜色更深,边缘界线一般不甚明显。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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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氨气。同时恶臭气体刺激人的嗅觉

污染物,因整个降解过程以好氧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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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分析高温生物降解过程中产生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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