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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发酵制药 VOCs 与嗅味治理技术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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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和异味是生物发酵制药行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有潜在危害． 目前，

针对生物发酵制药行业 VOCs 和异味污染特征及防控技术的基础研究较少，有关制药企业 VOCs 和异味污染在监管和治理方

面均缺乏充分的理论指导，甚至导致个别药企因环保措施治理不到位而只得搬迁的情况． 本文以生物发酵制药行业作为研

究对象，总结了不同生产流程、污水处理站和菌渣处理阶段 VOCs 和异味的污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概述了应用于

VOCs 和异味末端治理技术的发展现状． 因此，为更好地解决生物发酵制药行业 VOCs 和异味污染问题，未来应重点在以下 4
个方面开展工作:①优化生产工艺，实现污染物的源头削减; ②开展针对发酵制药行业 VOCs 和异味的污染特征研究，建立

快速、有效追溯 VOCs 和异味污染来源的方法; ③针对 VOCs 和异味的污染特征，筛选高效和经济的治理技术; ④推进生物

发酵制药行业 VOCs 和异味排放标准和技术规程的制定和实施．
关键词: 生物发酵制药;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 异味; 污染特性; 防控技术

中图分类号: X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0-3301( 2019) 04-1990-09 DOI: 10． 13227 / j． hjkx． 201807107

收稿日期: 2018-07-16; 修订日期: 2018-10-22
作者简介: 王东升( 1970 ～ ) ，男，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

环境水质学、天然水体和人工水处理系统中的化学和分
离过程，E-mail: wgds@ rcees． ac． cn

VOCs and Odors Control and Development in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WANG Dong-sheng1，2，3，ZHU Xin-meng1，2，YANG Xiao-fang2，JIAO Ｒu-yuan2，ZHAO Shan1，2，4，SONG Ｒong-
na3，L Ming-han3，YANG Min1，2

( 1．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

Ｒesearch Centre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5，China; 3． Faculty of Material and
Chemistry，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China; 4． Ｒ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Beijing Drainage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 VOCs) and odors，which pose potential hazards to human health and the ecosystem，a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lutants emitted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Currently，basic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lution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technology for VOCs and odors emitted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are limited．
Specifically，the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lacks adequate theoretical guidance on th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f VOCs and
odors，and some companies even face relocations． Using the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as the study object，the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OCs and odors emitted from different production workshops，sewage treatment stations，and the disposal of
pharmaceutical residues were assessed． Based on the studies above，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into representative control technologies
were also reviewed systematically． For VOCs and odors control in the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four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posed: ①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should be optimized，and the discharge of pollution should be reduc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es; ② Basic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OCs and odors emitted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and a rapid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trace the sources of VOCs and odors should be established;
③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ontrol technologies should be conducted，taking cost and efficiency into account; ④ Emission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orders for VOCs and odors in the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immediately．
Key words: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 VOCs) ; odor;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生物发酵制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产品为抗生素和维生素及其衍生物等．
目前，我国抗感染类产品中 80%为生物发酵类抗生

素，同时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维生素类药品的生

产国与出口国［1］． 生物发酵制药行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和异味带来的人体健康

风险和生态环境污染也日益受到关注［2，3］．

VOCs 是 指 有 光 化 学 反 应 活 性 的 有 机 化 合

物［4］，而异味是指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并引起人们不

愉快及损害生活环境的气体物质［5，6］． 因此，从污

染物成分上看，VOCs 与异味污染存在交叉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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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部分 VOCs 有异味，而异味物质还包括 H2S 和

NH3 等无机物［7］． 有研究表明，VOCs 与异味污染

物一般具有较强的刺激性和毒性，部分表现出致

畸、致癌和致突变作用，在大气光化学反应作用下

可生成 O3 和二次有机气溶胶( SOA) 等污染物，引

起光化学烟雾和灰霾等环境问题，导致区域大气复

合污染［8 ～ 10］． 由于存在多种生化反应和纯化学合成

反应过程，生物发酵制药在不同产品、不同阶段、
不同工况下排放废气的种类和浓度变化较大． 有研

究指出，生物发酵制药是制药行业中 VOCs 和异味

排放种类最多、浓度最大的一类［3，11］． 然而，国内

外有关污染物污染特征和治理技术的基础研究均明

显不足，使得 VOCs 和异味排放问题成为很多发酵

制药企业久治不愈的环保难题，甚至造成企业面临

不得不搬迁甚至关停的情况．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要求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总量下降 10%以上． 发酵类原

料药生产作为制药行业污染防治的重点，“十三五”
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对其排放 VOCs 和异味等大

气污染物的防治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由

于在治理手段方面仍有许多技术瓶颈，亟需进行更

深入地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以推动有关领域的发

展． 因此，本文将针对生物发酵制药行业 VOCs 和

异味污染问题，在总结分析污染特征的已有认识基

础上，归纳适用于生物发酵制药行业的废气末端治

理技术，强调应形成“源头-过程-末端-管理”系统的

VOCs 及异味治理技术思路，以期为生物发酵制药

企业制定 VOCs 和异味污染控制政策，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提供思路和参考．

1 VOCs 和异味的污染特征

生物发酵制药是指通过微生物发酵的方法生产

抗生素和其他的活性成分［12］，不同产品的生产工

艺大体相似，一般可以分为发酵和提取两个阶段，

其中发酵 阶 段 包 括 高 温 灭 菌 和 发 酵 呼 吸 两 种 工

况，提取阶段包括固液分离、提炼纯化、精制和干

燥等步骤［13，14］． 因此，生物发酵制药的主要 VOCs
和异味污染源为发酵尾气、提取废气、污水处理

站废气以及菌渣等固废废气． 限于发酵制药现有

的工艺水平，原料与产量的比值高达 200 /1，其中

相当一部分原料以 VOCs 和异味物质的形式排放

消耗［12，15］． 有研究表明，发酵制药废气排放总量

的 95% 以上( 质量分数) 来自于含有机溶剂的提取

废气［16］，而发酵尾气的异味和污水处理站的臭味

则是造成企业因废气污染受到民众投诉的主要原

因［17］．

1. 1 发酵阶段 VOCs 和异味的污染特征

发酵过程中，原料中的蛋白质、氨基酸在微生

物的作用下发生脱羧和脱氨产生异臭味，其臭气浓

度一般在5 000 ～ 7 500之间［18］． 此外，发酵菌种代

谢产物也可能具有特殊气味． 发酵尾气中多种气味

混合后，导致尾气的异味特征非常复杂，形成特殊

的“发酵味”． 不同发酵制药产品的发酵尾气气味有

显著不同，例如，硫氰酸红霉素的发酵尾气有明显

的霉味和苦涩味，维生素 C 的发酵尾气带有酸味，

而维生素 B 的发酵尾气则有明显的甜味等［19］．
据报道，青霉素发酵尾气中 VOCs 种类和浓度

在升温、保压、降温和发酵( 呼吸) 这 4 个阶段中有

较大差 异，总 体 来 看，氯 代 烃 类 所 占 比 例 最 大

( 24. 6% ～ 78. 8% ) ， 其 次 是 酯 类 ( 11. 2% ～
52. 4% ) ，这两类物质占 TVOCs 的质量分数在 90%
以上; 其 中 升 温 阶 段 VOCs 浓 度 最 高 ( 5 416. 4
mg·m －3 ) ，其次是降温阶段( 1 099. 6 mg·m －3 ) ，发

酵阶段 VOCs 含量最低( 202. 0 mg·m －3 ) ，均超过地

方有关标准 ( DB13 /2208-2015 ) ［20］2 ～ 90 倍． 这是

由于灭菌阶段处于高温环境，有利于有机溶剂的挥

发． 此外，在升温和降温阶段的尾气中均检测到高

浓度的乙醇、1，3-丁二烯、乙酸乙烯酯、正己烷、二

氟四氯乙烷和三氟三氯乙烷，而这些污染物在保压

阶段的含量较低，但这些污染物的来源、成因和异味

贡献仍不十分明确［21］． 天津某生物发酵制药企业

发酵塔排放尾气中主要的污染物为烷烃和含氧有机

物，其 中 戊 烷、丙 酮 和 乙 醇 占 总 质 量 浓 度 的

50. 6%，乙醇的质量浓度占比高达 22. 1%，发酵塔

排气口的臭气浓度超过6 000［17］． 表 1 总结了青霉

素、泰乐菌素和硫氰酸红霉素发酵废气中的特征污

染物及其理化性质．
1. 2 提取阶段 VOCs 和异味的污染特征

提取指发酵液的预处理、固液分离，以及后续

的产品精制纯化等过程． 提取 废气的少部分来自

于装置排放的有组织工艺废气，可能是连续的，也

可能是间歇的; 大部分来自于非密闭式工艺过程中

的无组织、间歇式的排放，这部分废气通过蒸发、
吹扫和喷溅等方式逸散到大气中． 提取废气是制药

企业主要的 VOCs 污染源，具有物质浓度高、收集

难度大等特征．
据报道，青霉素结晶工序、干燥工序和结晶车

间可监测到至少 62 种 VOCs，其中结晶工序产生的

污染物种类最多( 55 种) ，TVOCs 浓度范围为 29. 6
～ 446. 7 mg·m －3，干燥工序和结晶车间排气口处

TVOC 浓度相对较低，分别为 8. 5 ～ 14. 3 mg·m －3和

3. 0 ～ 11. 6 mg·m －3［24］． 乙酸丁酯、正丁醇和丙酮作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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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物发酵原料药生产过程中发酵废气的特征物污染物及其理化性质

Table 1 Characteristic contaminants and their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fermentation tail gas emitted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药物种类 特征污染物 沸点 /℃ 嗅阈值 /mg·m －3 气味特征 文献

青霉素
乙酸乙烯酯 71. 8 35. 2［22］ 甜的醚味

［21］
二氯甲烷 39. 8 555. 8［22］ 类似醚的刺激性气味

泰乐菌素 含氧有机物( 醇类和醛类) — 1. 0 × 10 －3 ～ 80［22，23］ 特殊气味1) 本研究团队研究成果
( 数据尚未发表)硫氰酸红霉素 含氧有机物( 醇类) — 1. 0 × 10 －2 ～ 80［22，23］ 苦霉味

1) 常见的几种醛类物质的气味特征分别为丙醛水果香味、正丁醛花香、异丁醛焦糊味和正戊醛脂肪臭，乙醇、异丙醇、正丁醇、异丁醇均为

酒精味

为青霉素提取阶段的原料，在各工序排放尾气中均

能检测到，且各监测点污染物浓度波动范围较大，

种类复杂，这是由于所有的化学反应不可能完全进

行． 此外，VOCs 在气相降解过程中与·OH、SO2、
氮氧化物等均会发生反应，进而产生二次污染物．
Jenkin 等［25］ 提 出 的 MCM ( master chemical
mechanism) 模型表明，乙酸丁酯和正丁醇在气相降

解过程中涉及 100 多种物质，这也进一步解释了青

霉素 提 取 过 程 中 VOCs 和 异 味 物 质 种 类 繁 多 的

原因．
乙酸丁酯、正丙醇和丙酮等有机溶剂是青霉

素、红霉素和四环素等抗生素提取过程常用的溶

媒，通过调研分析，这些药企周边环境空气检出率

最高、检出浓度最大的污染物基本上是提取阶段使

用的酯类、醇类和酮类等有机溶剂． 虽然这些含氧

有机物的嗅阈值与硫化物、醛类和有机酸类物质相

比较高，但当浓度较高时仍对人体有较大刺激性．
例如，乙 酸 丁 酯 为 水 果 香 味、嗅 阈 值 为 0. 076
mg·m －3，正 丙 醇 为 酒 精 味、嗅 阈 值 为 0. 23
mg·m －3，丙 酮 为 辛 辣 甜 味、嗅 阈 值 为 99. 8
mg·m －3，而醛类和有机酸类的嗅阈值一般在 0. 05
mg·m －3以下［22，23］． 表 2 总结了青霉素、泰乐菌素、
硫氰酸红霉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12 提取废气的

特征污染物及其理化性质．

表 2 生物发酵原料药生产过程中提取废气的特征物污染物及其理化性质

Table 2 Characteristic contaminants and their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extraction tail gas emitted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药物种类 特征污染物 沸点 /℃ 嗅阈值 /mg·m －3 气味特征 文献

乙酸丁酯1) 126. 5 7. 6 × 10 －2［22］ 愉快果香气味 ［26］
青霉素 /泰乐菌素 正丁醇 117. 6 0. 2［23］ 酒精味 ［26］

丙酮 56. 5 99. 8［22］ 辛辣甜味 ［26］

硫氰酸红霉素
乙酸丁酯 126. 5 7. 6 × 10 －2［22］ 愉快果香气味

根据生产工艺
丙酮 56. 5 99. 8［22］ 辛辣甜味

甲醇 64. 7 43. 3［22］ 酒精味 ［26］
维生素 C 乙醇 78. 0 1. 0［22］ 酒精味 ［26］

丙酮 56. 5 99. 8［22］ 辛辣甜味 ［3］

维生素 B12 丙酮 56. 5 99. 8［22］ 辛辣甜味 ［27］

1) 有些青霉素生产企业使用乙酸乙酯代替乙酸丁酯进行酸化萃取和碱化萃取，所以乙酸乙酯也是青霉素提取过程中排放的特征污染物［27］

1. 3 污水处理站和菌渣处理阶段 VOCs 和异味的

污染特征

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以无组织排放为主，

VOCs 和异味物质种类较多，异臭味污染较为严重．
其中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 VOCs 和异味主要来自于

生化处理( 尤其是厌氧) 过程中有机物分解产生的

硫化氢、氨、有机硫化物和有机酸等，以及废水中

有机溶剂等污染物的挥发释放［15，18］． 另外，污泥浓

缩、脱水等处理系统也会有异味产生．
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与废水处理工艺和运行

工况密切相关，各处理单元产生的 VOCs 和异味在

种类和浓度上存在极大差异． 据报道［26］，某维生素

C 生产企业的污水处理站采用预处理 + UASB /IC +
SBＲ 工艺，其污水处理能力为 2. 2 万 m3·d －1，各处

理单元环境空气中共检测到 32 种 VOCs，其中沉砂

池检测到的污染物种类最多，为 25 种，SBＲ 池仅检

测 到 19 种; TVOCs 浓 度 范 围 为 1. 0 ～ 32. 1
mg·m －3，主要的污染物是氯代烃类和酮类，分别占

监测总量的 6. 4% ～ 55. 8% 和 10. 4% ～ 58. 1%，其

中沉砂池是整个废水处理系统 VOCs 源强最大的单

元． 作者分析: 这是由于污水中含有大量菌丝体、
蛋白质、残留的营养物质以及生物合成的代谢产

物，造成沉砂池有机物浓度较高，沉砂池为半密闭

状态，剧烈的曝气作用使大量的 VOCs 和异味逸

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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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此外，表面挥发作用也能够加剧沉砂池 VOCs
和异味的排放．

菌渣是发酵制药产生的主要固废，主要成分是

微生物菌丝体，代谢产物以及 未利用完的有机物、
无机盐等． 据统计，每生产 1 t 发酵类抗生素原料

药将 产 生 8 ～ 10 t 的 新 鲜 菌 渣 ( 含 水 率 约 为

70% ) ［28］，我国每年的发酵类抗生素制药菌渣产量

在 160 ～ 210 万 t 左右［29］． 在高温和长期贮存的条

件下，废渣会进行发酵，产生臭味． 例如，新鲜青

霉素菌渣的初始状态为灰黄色、无味，二次发酵

后，固体会自溶变稀，发出恶臭味，并产生大量的

NH［12，30］
3 ． 因此，菌渣的存放和处置是发酵制药企

业在异味治理和精细化管理上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

的内容之一．

2 VOCs 和异味的末端治理技术

现有的 VOCs 处理技术可应用于生物发酵制药

废气的末端治理，包括吸收、吸附、冷凝和膜分离等

回收技术以及 高温燃烧、化学氧化、光催化、等离子

和生物技术等消除技术． 有关技术的概念、原理和适

用性已有较多论述［31 ～ 37］，简要归纳于表 3 中，不再

在此赘述． 值得指出的是，在应用末端处理技术时需

要考虑废气的污染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和设

计，尤其是发酵制药废气的 VOCs 和异味物质成分复

杂，而且不同成分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相差较大，单一

的某种技术难以实现污染物的有效净化，因此，多种

技术的联合运用已经成为目前发酵制药行业 VOCs
和异味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38］．

表 3 主要的 VOCs 和异味治理技术1)

Table 3 Major technologies for VOCs and odor removal

治理技术 原理 去除率 /%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吸收技术
通过废 气 和 吸 收 液 接 触 将
VOCs 和异味去除

＞ 90 适用于中高浓度废气
工艺流程简单，占地面
积小

有后续的废水处理问题并且
维护费用高

吸附技术
利用固体吸附剂从气相或液
相中去除污染物，主要分为
吸附段和脱附段

90 ～ 99 适用于中低浓度的有机
废气

设备简单，去除效率高
和易于自动化控制

能耗偏高，存在安全隐患和
吸附材料需要定期更换

冷凝技术
通过降低系统温度或提高系
统压力，使处于蒸汽状态的
污染物冷凝从而分离出来

50 ～ 85 适用于浓度大于 1%、
单一组分的有机废气

简单易行，回收纯度高 设备投资高，运行成本高

膜分离技术
利用人工合成膜的选择透过
性对 VOCs 和异味进行分离

44 ～ 99 适用于中高浓度、小流
量废气

净化效率高，无二次污
染

对膜材料依赖性强，成本较
高和通量小

燃烧技术
VOCs 和异味在一定氧化剂
和温度 条 件 下 发 生 燃 烧 反
应，最终生成 CO2 和 H2O

＞ 95 适用于中高浓度、小流
量可燃废气

净 化 率 达 95% 以 上，
能够减少 NOx 的生成

能源消耗高、安全管理要求
高和设备易腐蚀

化学氧化技术

利用 O3、H2O2 和 NaClO 等

氧化剂与废气发生反应，最
终废气被氧化成无机、无害
组分

30 ～ 95 适用于处理较低浓度废
气

工艺简单，技术成熟和
占地面积小

以 O3 为例，氧化作用易不完

全，能耗高和易产生二次污
染

光氧化技术
在紫外 光 或 可 见 光 的 照 射
下，VOCs 和异味发生氧化
反应，最终变为 CO2 和 H2O

30 ～ 91 适用于处理较低浓度废
气

能耗 低，反 应 条 件 温
和，人工光源易得和二
次污染少

占地面积大，气候影响大，工
况变化对废气处理影响较大

等离子净化技术

高能电子和其他活性粒子破
坏 C O、C— H 和 C— C
等化学键，使 VOCs 和异味
氧化成 CO2 和 H2O

＞ 90 适于处理有气味、低浓
度、大风量的气体

能够将废气在低温条件
下去除，能耗低和处理
效率高

净化效率不稳定，对预处理
要求相对较高，有少量 NOx

产生

生物技术

利用微 生 物 的 代 谢 作 用 将
VOCs 和异味转化为 CO2 和
H2O

＞ 85 适用于低浓度，风量和
浓度较稳定的废气

投资成本低，二次污染
小和处理效率高

设备庞大，并对处理废气具
有选择性

1) 浓度区分: 高浓度 ＞ 5 000 mg·m －3，低浓度 ＜ 3 000 mg·m －3

2. 1 发酵阶段 VOCs 和异味的末端治理技术

根据发酵尾气的污染特征，一般没有必要进行

物质回收，因此发酵尾气的末端治理以污染物的消

除为主． 由于抗生素发酵尾气可能带出抗生素活性

物质以及气量较大，目前还未有利用生物法处理的

报道和成功的工程案例． 主流的末端治理技术包括

化学氧化、吸收吸附、光催化氧化和高温氧化等，

其中化学氧化又包括利用臭氧、液相氧化剂等的常

温氧化和催化氧化．
据报道，西安利君制药采用“臭氧-UV-喷淋”组

合工艺对红霉素发酵尾气进行处理，即旋风分离后

的发酵尾气首先通入臭氧进行一级氧化，之后进行

紫外光光氧化，最后经氧化喷淋和吸收喷淋后排

放． 利用手持式检测器对处理前后的污染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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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VOCs 和 CH4 的净化效率分别为 79. 7% 和

73. 8%，出口 H2S 的浓度低于仪器检出限，并且发

酵生产车间周围已没有“苦涩味”，发酵尾气达到了

无气味排放的要求［19］． 然而，本研究团队的研究结

果表明( 数据尚未发表) ，在多种发酵尾气中通入臭

氧的氧化除臭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由于反应时间

不足、臭氧氧化能力有限，并且臭氧如在后续喷淋

吸收过程中不能很好去除，还可能造成二次污染，

增加废气的臭气浓度［39，40］． 因此，在将臭氧应用于

发酵尾气治理的过程中，必须组合其他工艺对处理

后的尾气进行妥善处理．
继光氧化和等离子技术之后，“吸附浓缩 + 燃

烧”组合工艺正逐渐成为 VOCs 和异味治理的主流

措施． 某青霉素生产企业的发酵尾气首先采用沸石

转轮吸附浓缩技术，其中改性 Cu /NaY 型沸石分子

筛作为吸附材料，单台分子筛的处理气量为 3 万

m3·h －1，总处理规模为 12 万 m3·h －1，脱附后的浓

缩废气采用催化氧化技术进行处理． 从 VOCs 去除

的角度来看，吸附浓缩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废气中的

VOCs 浓度，排气口 TVOCs 浓度从 8. 0 mg·m －3降至

0. 5 mg·m －3 ． 值得注意的是，废气中检出的 24 种

污染物的去除率和浓缩倍数有较大差异，浓度较高

的丙酮、二氯甲烷、乙酸乙酯和 2-丁酮等有较好的

净化效果，而萘和氯苯等有机物的净化和浓缩倍数

都不理想． 由于沸石分子筛为无机水合硅铝酸盐成

分，对于含硫废气的处理效果并不好，若用于含硫

废气的除臭仍需组合其他工艺． 此外，由于发酵尾

气的相对湿度通常高于 60% ～80%，在进行吸附浓

缩处理前需要采用过滤和除湿等前处理步骤［21］．
2. 2 提取阶段 VOCs 和异味的末端治理技术

对于高浓度、组分简单的提取废气，一般首先

采用回收技术进行处理． 冷凝技术作为简单有效的

回收方法之一，应用较多． 例如，丙酮、甲醇和乙醇

等有机溶媒废气在 9、－5 和 －15℃冷凝温度下的减

排效果随着冷凝温度降低，处理效果越好，三者在

－15℃下的回收率均能达到 90%以上［41］． 但该研究

同时发现，即使废气冷却到 －15℃，尾气中残留的有

机溶媒含量仍无法达到文献［42］中的排放要求． 因

此，低温冷凝技术一般作为高浓度、组分简单提取废

气的前处理工序，废气的进一步处理还应配套吸附

等后续工艺． 例如，针对青霉素和土霉素生产企业在

提取阶段产生的乙酸乙酯和正丁醇，采用的组合工

艺为“二级冷凝 +活性炭吸附”［3］．
当提取废气组分较复杂或回收成本过高、不具

有回收价值时，可直接使用吸收法、化学氧化法和

燃烧法等技术去除污染物． 有研究表明，单纯 双氧

水、芬顿试剂、次氯酸钠溶液对 丙酮气体的最大去

除率可达 85% 以上，辅助 15W 的 UV 光照后能够

促进·OH的产生，3 种氧化剂对丙酮的去除率均提

高 5%以上． 并且丙酮经过 双氧水氧化后，尾气中

除未反应完的丙酮外，仅有乙酸生成，而芬顿试剂

氧化后的中间产物为乙酸和乙二酸，次氯酸钠溶液

氧化后的中间产物为三氯甲烷［43，44］．
2. 3 污水处理站和菌渣处理阶段 VOCs 和异味的

末端治理技术

制药废水处理过程中，水解酸化、厌氧消化等

环节产生的含有甲烷的中、高浓度废气常采用化学

氧化、燃烧的方法进行处理，好氧和沉淀等环节产

生的低浓度废气主要是除臭的问题． 喷淋吸收是污

水处理站处理废气最常用并且较为经济的处理方法

之一，常与光氧化、等离子氧化和活性炭吸附等工

艺组合，有比较好地除臭效果． 含 NH3 废气一般采

用水吸收和酸吸收两种方法进行治理，常温常压下

水喷淋对 NH3 的吸收效率可达到 70%以上［12］．
某生物发酵制药企业针对水解酸化池和絮凝沉

淀池等单元产生的高浓度废气建立了中试试验，采

用的处理工艺为“二级碱吸收 + 次氯酸钠氧化”，其

中氧化喷淋塔中有效氯浓度为 0. 2% ． 对处理前后

气体的监测结果表明，H2S 和 NH3 的处理效率分别

为 83. 3% 和 86. 3%，臭气浓度也从进气口8 000降

低为出气口的3 000［45］．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级次

氯酸钠具有较大刺激性气味，作为喷淋的最后一级

使用时极有可能造成气体出口的二次污染，因此应

当后置水吸收或有其他有效处理工艺．
近年来，生物技术因投资少、性能可靠和二次

污染小等特点被广泛用于市政恶臭的处理，在制药

行业 VOCs 和异味治理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生

物技术包括生物滴滤法、生物过滤法和生物洗涤

法，其中，生物洗涤法一般只适合处理水溶性较好

的气体，如醇类和酮类，对于大部分水溶性较差的

VOCs 和异味的处理更多采用生物滴滤法和生物过

滤法． 生物滴滤法和生物过滤法在填料类型、喷淋

方式的区别以及优缺点列于表 4 中［32，46，47］． 在某青

霉素生产企业的污水处理站中，苯乙酸与 H2S 一起

形成难闻的臭气，厂区的多数工人对这种混合废气

过敏，除此之外，这种废气还会腐蚀混凝土和金属

构筑物． 当采用填充有 ZX03 型填料的生物滴滤塔

处理时，在不同进气浓度比例下，H2S 的去除率均

能够保持在 95%以上． 此外，在生物滴滤塔后安装

一个活性炭吸附装置能够确保高浓度负荷情况下苯

乙酸的有效去除，并且此方法对生物滴滤塔压力损

失小，可长期稳定运行［48］． Balasubramanian 等［49］

4991



4 期 王东升等: 生物发酵制药 VOCs 与嗅味治理技术研究与发展

在生物滴滤塔对单纯甲醇、乙醇、丙酮、甲苯以及

四者混合气体去除效率的研究中表明，入口容积负

荷( ILＲ) 、空床停留时间和物质本身的性质均是影

响去除效率的重要因素． 此外，不同污染物间的竞

争关系能够造成混合气体处理效率的降低，当处理

混合气体时，ILＲmax 仅为 240 g·( m3·h) － 1，4 种污

染物 质 分 别 进 行 处 理 时， ILＲmax 能 够 达 到 380
g·( m3·h) － 1 ． 生物过滤法处理某制药厂污水处理

站好氧池产生的较低浓度异味气体的中试试验表

明，以脱硫芽孢杆菌为主的复合菌群对 H2S 及 NH3

的处理效果均较稳定，处理效率分别可达 98. 1%和

95. 1%［45］．
表 4 两种常用生物反应器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two typical bioreactors

生物反应器 填料类型 喷淋方式 优点 缺点

生物滴滤塔( BTF)
惰性材料，如树脂、陶瓷和硅
藻土等

连续喷淋
微生物降解参数易控制，操作
简单，降解效率高

生物膜增长过快，填料需接种

生物过滤塔 ( BF)
泥煤、土壤、堆肥和木头碎片
都是常用的床层填料

间接喷淋
填料简单易得，可降解污染物
种类较宽

填料易发生堵塞、寿命短，降
解参数不易控制

菌渣和污泥等固体废弃物普遍采用堆肥、焚

烧、填埋等处置方式［50，51］． 发酵制药菌渣中含有大

量的有机物，普遍具有高蛋白、高能量的特点，若

经合理处置去除残留效价，可制作成有机肥料和饲

料． 例如，山东某阿维菌素制药企业将菌渣制成饲

料蛋白和肥料，每吨售卖价格为 500 元，不仅使资

源得到了再利用，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52］． 菌渣制肥通常需要采用高温干燥和造粒

工艺，在这些过程中存在 VOCs 和异味释放的问

题． 银川某发酵制药企业的复合肥生产线采用“二

级喷淋 + 生物洗涤 + 电除雾 + 光氧化 + 低温等离子

体氧化”组合工艺处理制肥废气，废气量约为 7 万

m3·h －1，虽然可以实现排口达标排放，但厂界臭气

浓度仍时有超标． 河南省某制药 企业的抗生素菌

渣干燥塔产生的废气采用“水膜除尘 + 碱液喷淋”
处理工艺，可以实现排口烟尘、SO2、NOx、H2S 和

NH3 等指标达标排放，处理气量近 15 万m3·h －1 ．

3 结论与展望

总的来说，发酵制药行业产品种类繁多，生产

工序复杂，原材料投入量大，许多原料和中间产物

以 VOCs 和异味的形式排放到环境中． 目前，抗生

素原料药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我国，因此，抗生素发

酵尾气污染特征及治理技术方面并没有先进的国外

经验可以借鉴，而我国对发酵制药过程中排放的

VOCs 和异味污染特征的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有效

治理技术的研究也相对落后，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

会存在“建 ( 搬) 到哪里，污染到哪里”的问题． 针

对现有 VOCs 和异味治理上的普遍问题，构建高效

的污染防控技术体系需要“科学-技术-管理”三步，

通过实现“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科学监

管”的完整技术体系方法，才能进一步推进有关污

染治理工作的成效． 生物发酵制药及其他行业的

VOCs 及异味污染防治工作，未来应着重在以下 4
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 1 优化生产工艺，源头削减污染排放是 VOCs 和

异味污染治理的重要内容和首要任务．
发酵制药行业 VOCs 和异味污染的产生和排放

与生产工艺密不可分． 生产企业做好做实环保，其

实就是要做好自身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优先

从生产工艺水平上下功夫，才能在污染治理上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发酵制药生产过程中，从物

料储存、调和、投料到各种化学或生化反应过程

中，以及废水、固废的集输、储存、处 理 和 采 样

等，都不可避免地产生 VOCs 及异味废气． 因此，

今后的废气治理应纠正过去“重末端、轻源头”的

认识错误． 应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从源头上减轻

污染，例如减少高毒性、高 VOCs 含量的原辅材料

使用，研发筛选更清洁的菌种、提高产率; 其次，

减少生产过程中 VOCs 和异味的泄露，除了推广

使用无泄漏、低泄漏设备，还可以借鉴石化行业

中应用较多的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 ( LDAＲ) ，该

项技术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物料损失，有效减少因

泄漏造成的 VOCs 和异味排放，还可以提高工艺

安全性和可靠性［53］．
3. 2 解析识别关键 VOCs 和异味污染因子，是确定

治理技术方案的核心科学问题．
深入开展针对生物发酵制药行业 VOCs 和异味

污染特征的基础性研究，综合考虑污染物的感官效

应和健康风险，建立更科学、可靠、快速的污染物

识别分析方法，形成针对特定产品和生产工艺的

VOCs 及异味关键污染物及污染特征识别的技术方

法． 在此基础上，形成发酵制药行业关键污染物清

单，同时形成发酵制药企业的污染源动态清单，从

而建立快速、有效追溯 VOCs 和异味污染事故来源

的方法［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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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针对污染特征筛选高效合理和经济可行的技

术是 VOCs 和异味污染治理的关键手段．
生物发酵制药行业生产工序复杂，生产工艺操

作条件的不同会导致废气物理参数( 温度、湿度) 有

较大差异，使得 VOCs 和异味排放随工况变化波

动． 此外，废气排放点一般较分散，一个企业往往

有几个到十几个排放点，还有很多无组织排放点

源，使得废气的厂界达标( 尤其是臭气浓度指标) 排

放具有一定难度． 提高密闭收集效率不仅可以有效

降低无组织逸散量和末端处理风量，更可以提高

VOCs 和异味物质的回收利用率． 此外，进一步开

发针对废气污染特征的新型处理工艺和新材料具有

其必要性和市场价值．
3. 4 先进完善的排放标准与技术规程是 VOCs 与

异味污染治理长效保持的保障．
我国现行的《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5］自 1993

年制定实施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环

保意识的提高，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环保监管工作的

需求． 于 2017 年发布的《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征求意见稿) ［55］将 VOCs 和异味作为重点控

制对象，给出了苯、甲醛和二氯甲烷等 16 种特征污

染物的浓度和排放量限值，对臭气浓度指标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 此外，文献［56］加严了 8 种恶臭污染

物的排放限值和周界浓度限值． 各地方也已陆续公

布或正在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地方排放标准，通过

标准提升倒逼环保技术的发展［57］． 实际上，科学、
完整的生物发酵制药行业的 VOCs 和异味排放标

准，在主控因子筛选上不仅要考虑污染物排放限

值，还要考虑其对环境、健康方面的影响，从而避

免忽略一些重要的污染物． 例如，某发酵制药企业

排放尾气中丙酮( 183. 2 mg·m －3 ) 、乙酸乙酯( 91. 2
mg·m －3 ) 和甲醇 ( 4. 6 mg·m －3 ) 浓度最高，而评价

VOCs 对臭氧生成贡献的丙烯等效浓度中乙酸乙酯

( 49. 9% ) 最 大，其 次 为 丙 酮 ( 13. 6% ) 和 二 甲 苯

( 12. 3% ) ，而在 VOCs 的健康风险评价中，苯和二

氯甲烷的致癌风险值最大［11］． 但由于分析检测方

法的不完善或是各地实际情况所限，多项指标可能

还不能实施，实际工作中仍以非甲烷总烃和臭气浓

度作为 VOCs 和异味污染的监管指标．
此外，由于不同企业间在产品、工艺、管理水

平上的差异，废气污染排放特点可能存在相当大的

差异，为常规监管和制定合理的治理技术方案带来

一定难度． 因此，企业或工业园区作为污染主体，

应制定更切合自身情况的排放标准和污染防治技术

规程，提高生产工艺水平的同时在管理水平上同步

提高，推动生产与环保的良性循环，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帮助企业渡过阵痛期，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

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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