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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使用现状

p 抗生素在畜禽养殖业中起了重要作用；

p 中国每年抗生素产量为15-20万吨，大约年产量50%用于畜禽养殖场；

p 现阶段虽已全面禁止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但治疗用抗生素是允许的；

p 抗生素进入畜禽体内并未被完全吸收，有大约60%-90%以药物原形或初级代谢产物的

形式随动物粪便排出体外；

p 随之而导致环境中抗生素污染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目录
        养殖废弃物中抗生素风险评估2

        抗生素可厌氧降解阈值研究3

     抗生素使用现状1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4

        膜浓缩过程中抗生素去除途径5



                     养殖废弃物中抗生素风险评估

海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河北

山东

福建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广东广西

上海

河南

山西

内蒙古

陕西

宁夏

甘肃

青海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新疆

江苏

浙江

北京

台
湾

四环素类4种：金霉素、四环素、土霉素、多西环素

磺胺类19种：磺胺嘧啶、磺胺二甲嘧啶、磺胺氯哒

嗪等

喹诺酮类19种：诺氟沙星、安妥沙星、氟罗沙星、

司帕沙星等

全国选取20个典型生猪、奶牛、蛋鸡和肉鸡养殖场



猪场污水不同模式下抗生素去除效果 （单位：μg/L）   

模式 省份 四环素类 磺胺类 喹诺酮类

种养结合 河南
进水：196±19

出水：72±6

进水：570±234

出水：278±81

进水：1996±220

出水：1658±758

达标排放 海南
进水：153±40

出水：1.9±0.3

进水：849±138

出水：7.1±7.6

进水：59±46

出水：23±23

                     养殖废弃物中抗生素风险评估



模式 省份 四环素类 磺胺类 喹诺酮类

种养结合 上海
进水：81±16

出水：79±8.1

进水：1743±807

出水：1082±413

进水：3131±1511

出水：1807±278

循环利用 陕西
进水：3.8±1.9

出水：2.8±1.3

进水：11±8.3

出水：7.4±6.4

进水：115±80

出水：81±9.6

牛场污水不同模式下抗生素去除效果 （单位：μg/L）

      

                     养殖废弃物中抗生素风险评估



不同粪污处理工艺对抗生素去除效果监测

                     养殖废弃物中抗生素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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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可厌氧消化降解阈值

Ø 金霉素和土霉素可厌氧消化完全降解阈值分别为60、40 mg/kg·TS。

(1)确定了单一/混合抗生素厌氧消化降解阈值 单一抗生素

Fubin Yin, Hongmin Dong, et al. Effects of anaerobic digestion on chlortetracycline and oxytetracycline degradation efficiency for swine manure, Waste management, 2016, 56: 540-546.



Ø 氟苯尼考、泰乐菌素在混合抗生素时的去除率

高于单一的。

Ø 替米考星在混合抗生素时的去除率低于单一的。

厌氧消化过程中：混合抗生素

Fubin Yin, Hongmin Dong, et al. Wang, Removal of combined antibiotic (florfenicol, tylosin and tilmicosin) during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their relative effect, Renewable Energy, 
2019.3. 4, 139: 895-903.

混合抗生素

                 抗生素可厌氧消化降解阈值



(2)探明了单一/混合抗生素对厌氧消化的影响效果

n畜禽粪便中含有的金霉素和土霉素浓度在可降解阈值浓度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畜禽粪便厌氧消化产甲烷潜能。

单一抗生素

                 抗生素可厌氧消化降解阈值



Ø 混合抗生素对厌氧消化的影响不是单一抗生素影响

效果的叠加。

Ø 此混合抗生素对厌氧消化产气效果有促进作用

(26.09%-34.85%)。

Ø 产气增加量随混合抗生素浓度的增加而降低。

混合抗生素 混合抗生素

                 抗生素可厌氧消化降解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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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酸化阶段 产甲烷阶段

n 厌氧消化中水解酸化和产甲烷阶段均可降解抗生素，产甲烷阶段降解率高于水解酸化阶段。

n 分段式厌氧消化工艺可在一定程度减少抗生素对甲烷产量的影响。

（1）探明了抗生素在厌氧消化不同阶段的降解规律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Fubin Yin, Hongmin Dong, et al. Antibiotic degradation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s during acidification and methanogenesis of swine manure containing chlortetracycline or 
oxytetracycline,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8.1.6, 250: 247-255.



• R1、R3、R5日产气量在试验运行第1天达到峰值分别为126 、174 、138mL，在试验运行4天后各组均

停止产气，累计产气量分别为142 、184 、157 mL。

• R1、R3、R5产生气体中氢气平均含量分别0.56%、0.57%、0.53%，无显著差异。

• 金霉素对革兰氏阳性菌抑制效果最佳，土霉素对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

水解酸化阶段的微生物多数属于革兰氏阴性菌。

水解酸化阶段（2）分析了抗生素对厌氧消化效果的影响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水解酸化阶段

Ø R1、R3、R5在水解酸化初期（0-8天）各反应器的pH值变化不大，维持在6.1左右，而在水解酸化后期

（8-30天）各反应器的pH值均有一定的增长，最终pH值分别为6.92、7.11、7.22。
Ø R1、R3、R5各反应器水解酸化阶段氨氮浓度分别在2750-2950、2450-3010、2700-3140mg/L范围内

波动。

Ø R1、R3、R5各反应器在水解酸化初期（0-8天）其挥发性脂肪酸总浓度波动较大；而在水解酸化后期

（8-30天）各组挥发性脂肪酸浓度随运行时间的增加有逐渐降低的趋势，但各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pH、VFA、氨氮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 R2、R4、R6日产气量在试验运行第5天和第24天分别出现峰值，累计产气量分别为3830 、4565 、

4557 mL。

• R2、R4、R6产生气体中甲烷平均含量均在60%左右。

• 产甲烷阶段的微生物包括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金霉素对革兰氏阳性菌抑制效果最佳，土霉

素对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产甲烷阶段产气量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产甲烷阶段

Ø R2、R4、R6在产甲烷阶段pH值变化不大，维持在7.8左右波动，在产甲烷菌适合范围内，后期各pH略有

增加，最终pH值分别为8.26、8.23、8.21。

Ø R2、R4、R6各反应器产甲烷阶段的氨氮浓度分别在2270-2450、2170-2400、2090-2340mg/L范围波动。

Ø R2、R4、R6的VFA浓度逐渐降低，运行初期（0-10天）R2、R4、R6各反应器中VFA浓度随时间急剧下

降，在运行后期（10-30天）R2、R4、R6各反应器中VFA浓度缓慢降低，最终VFA浓度分别为1083.59、

998.02 、1290.47 mg/L。

pH、VFA、氨氮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古菌细菌
产甲烷阶段 产甲烷阶段

水解酸化阶段

水解酸化阶段

n 金霉素对产甲烷阶段细菌和古菌的组成有一定负面作用。

n 土霉素对水解酸化阶段细菌组成和产甲烷阶段古菌组成有一定负面作用。

n 但，金霉素和土霉素均不是影响厌氧消化微生物组成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典
范
对
应
分
析

（3）得到了抗生素对厌氧消化不同阶段微生物组成的影响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4）提出证实了高温预处理+中温厌氧消化工艺对抗生素降解效果

Fubin Yin, Hongmin Dong, Wanqin Zhang, et al. Additional function of pasteurisation pretreat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anaerobic digestion on antibiotic removal.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9.122414.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p 高温预处理+中温厌氧消化工艺对抗生素的去除效果优于单独高温预处理或中温厌氧消化。

① 抗生素降解效果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p 高温预处理+中温厌氧消化产气量高于中温厌氧消化，且可缩短厌氧消化时间。

② 厌氧消化效果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p 高温预处理+中温厌氧消化仅对厌氧消化古菌菌落组成有显著影响。

③ 微生物菌群结构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



目录
        养殖废弃物中抗生素风险评估2

        抗生素可厌氧降解阈值研究3

     抗生素使用现状1

        高效抗生素厌氧降解工艺4

        膜浓缩过程中抗生素去除途径5



                 沼液膜浓缩过程中抗生素去除途径

（1）得到了抗生素在沼液膜浓缩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p 膜处理过程中浓缩液中抗生素的含量增大，需进行处理后再利用。

p PF、HF、NF、RO的抗生素相对截留率分别为50%、83%、28%、14%。



（2）研究了不同技术对膜浓缩产品中抗生素的去除效果

活性炭、粗埃洛石、细埃洛石、P25

                 沼液膜浓缩过程中抗生素去除途径



（2）研究了不同技术对膜浓缩产品中抗生素的去除效果

p 细埃洛石、P25对膜浓缩产品中抗生素的去除率分别大于98%、90%。

p 光降解材料（P25）对于抗生素的去除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意义。

                 沼液膜浓缩过程中抗生素去除途径



Thank you!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