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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区果蔬垃圾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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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
果蔬行业迅速发展，
垃圾产量日益增多。随之而来
的是其不当处置对环境产生的各类负面影响。常规的果蔬垃圾处理方式包括热处理、
填埋、
好氧堆肥和
厌氧消化。从综合处理效果、
成本及工艺稳定性等角度对以上处理技术进行评价，
得到好氧堆肥与厌氧
消化处理效果最佳。果蔬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主要包括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提取、饲料、生物燃料、生物
塑料、
酶和胞外多糖的制造。未来应研究高效且低能的分离制造技术，
将脱水后的果蔬垃圾固体部分采
取新型发酵技术，
液体部分则采取生化处理、
膜技术或人工湿地处理，
以实现果蔬垃圾“减量化、
无害化、
资源化”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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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adjustment of diet structure, the fruit
and vegetable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output of garbage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It is followed
by variou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caused by its improper disposal. Conventional treatment

methods of fruit and vegetable waste include heat treatment, landfill, aerobic composting and anaerobic
digestion. The above treatment technologies are evalu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effect, cost and process stability in the study, and the aerobic composting and anaerobic digestion treatment are
the best. The technology of fruit and vegetable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mainly includes the extraction of

bioactive compounds, the production of feed, biofuel, bioplastics, enzymes and extracellular polysaccharides.

In the future, the separ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energy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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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d. The solid part of dehydrated fruit and vegetable waste should be treated by new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liquid part should be treated by biochemical treatment, membrane technology or

constructed wetlan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reduction, harmlessnes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of fruit and
vegetable waste.

Keywords: fruit and vegetable waste; reduction; harmlessness; resource utilization; aerobic composting;
anaerobic digestion
0 引言

世纪 90 年代开始焚烧技术在发达国家已逐步应用起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及人们膳食结构的
不断变化，
果蔬种植业迅速发展，
由此造成果蔬垃圾产
[1-2]

量剧增 。果蔬垃圾指水果蔬菜在生产、
运输、
储存和
[3]

来，
主要焚烧方式有层状焚烧、
流化床焚烧、
旋转焚烧，
国内外很多地区采用焚烧技术来处理果蔬垃圾，
如新
加坡、日本、瑞士等地。但果蔬垃圾含水率较高，
直接

销售过程中所产生的可生物降解的有机垃圾 。据估

焚烧效果不佳，
且焚烧易产生二次污染，
特别是二噁

计，
世界上每年有 1/3 的粮食在到达消费者之前就被

英，
作为一级致癌物，
二噁英还具有生殖毒性和遗传毒

浪费了，
这种浪费现象在中国、菲律宾、印度、意大利、

性。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相继颁布了《焚烧

日本和美国尤为严重 。有研究表明果蔬行业产生的

炉禁建令》，
日本到 2000 年 7 月也已有 4600 座垃圾焚

垃圾占总食品垃圾的 60%，
仅日本产生的果蔬垃圾就

烧设施被停止使用。因此，
焚烧难以成为果蔬垃圾处

约 1000 万 t/年，
印度产生的果蔬垃圾也超过 5400 万 t/

理的主流方式[16]。

[4-6]

年[7-8] ，
中国产生的果蔬垃圾更是高达 1 亿 t/年[9]。果蔬

热解技术是将垃圾中有机物在无氧或缺氧状态下

垃圾产量的增多提高了由于销售损失而产生的市场运

加热，
使之分解为可燃性气体、
可燃油和炭黑。该过程

营成本，
甚至导致通货膨胀，
此现象引起人们的极大关

所产生的气体、
固体和液体都可回收处理，
且相对焚烧

[10-11]

注

。

而言成本较低。由于具有技术设备成熟、
可行性高的优

果蔬垃圾含水率通常在 90%以上，
挥发性固体占

点，
热解技术在欧美和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被广泛研

总固体的(VS/TS)80%以上，
其中纤维素、
木质素、
糖类

究。中国对热解技术也有一定研究，
如佛山南海市的垃

和半纤维素所占比例大约分别为 9.0%、5.0%、75.0%，

圾热解气化焚烧发电厂就采用 2 台美国 Basic 抛式炉排

氮含量为 3.0%~4.0%，
总磷含量为 0.3%~0.5%，
钾含量

热解气化焚烧炉，
单台处理量为200 t/天[17]。热解作为一

为 1.8%~5.3%[12-13]。在微生物作用下，
果蔬垃圾中有机

种有前景的果蔬垃圾处理技术仍需深入研究。

物会发生腐败产生强烈恶臭和有害的氨气、硫化氢等

1.2 填埋

气体，
影响空气质量。与一般生活垃圾不同，
果蔬垃

果蔬垃圾填埋分为传统填埋与卫生填埋。传统填

圾，
尤其是其滤液中有农药残留，
经自然分解后可能具

埋是在自然条件下，
利用坑、塘、洼地将垃圾集中露天

有更大的毒性，
这些有毒物质可通过水体、
土壤等介质

堆放，
不加掩盖，
是一种早期填埋方式。由于其难以满

进入食物链中，
危害人体健康。因此，
需要采取更为有

足当地环保与卫生需求，
现已被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效的技术手段对果蔬垃圾进行处理，
发挥其在再利用、

摒弃。

再循环和再回收方面的潜力，
实现“减量化、
无害化、
资
[3]

卫生填埋则是对垃圾填埋厂按照环境工程技术标

源化”的目标 。本研究概括了果蔬垃圾常规处理技

准进行建设，
采用防渗、
覆盖、
沼气收集及利用等方法，

术及新型资源化利用技术，
以期为研究高效且经济环

使垃圾在自然状态下利用自身成分，
经物理、化学、生

保的果蔬垃圾处理模式提供借鉴。

物降解分解产生沼气、
渗滤液，
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处

1 果蔬垃圾常规处理技术

理技术 [18]。垃圾填埋厂产生的填埋气成分复杂，
其中

1.1 热处理

挥发性有机物(VOCs)含量占 1%左右，
是填埋场恶臭

热处理技术分为焚烧与热解。果蔬垃圾焚烧是指

气体的主要成分，
其组成与含量受季节、时间、技术等

其可燃组分在高温作用下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剧烈反

因素影响。夏秋季温度较高且果蔬垃圾产量较多 ，

应，
在释放热量的同时转化为烟气、
底渣和飞灰等。果

VOCs 含 量 也 较 大 ；且 随 着 填 埋 龄 的 增 加 ，填 埋 场

蔬垃圾经过焚烧后，
体积一般可减少 80%~90%，
有的

VOCs 浓度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填埋时间为 5~7

甚至可达到 95%以上。与此同时有害物质被分解，
产

年时 VOCs 浓度达到最大值；
同时不同的填埋技术也

生的烟气可用于发电等，
固体残渣可直接填埋

[14-15]

。20

会导致 VOCs 浓度出现变化，
相较于土覆盖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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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膜覆盖技术的填埋过程产生的 VOCs 较少[19]。除

大，
理想的堆肥原料初始 C/N 应为 35:1 左右，
而成熟堆

填埋气外，
果蔬垃圾的高含水率使其产生的渗滤液较

肥的应在 15:1~25:1 之间 [29]。由于果蔬垃圾含水率较

多，
大大增加填埋场运行成本，
且会占用大量的填埋库

高，
且易混入各种杂物如塑料袋、碎石等，
影响堆肥处

容资源，
无法满足“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处理要

理效果。另外，
水分蒸发会带走热量，
使堆体温度升高

求。因此，
填埋一般仅作为果蔬垃圾剩余物的最终处

速度较慢，
降低堆肥处理效率。为了保证好氧堆肥的

[20]

置方式 。

处理效果，
前期应采用脱水压榨与挑拣装置将杂物去

1.3 好氧堆肥

除并将脱水率降至 40%~50%，
同时添加一定量的调节

好氧堆肥堆体温度一般为 55~65℃，
亦称作高温

剂来调节 C/N，
采取通气、
翻堆或加入膨松剂的方法来

堆肥，
是一种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
利用好氧菌对废物

保持堆体处于好氧状态，
克服堆料互相粘连的难题，
并

进行吸收、
氧化以及分解，
并通过高温杀死其中病原体

可在初始状态下加入成熟堆肥作为微生物接种剂以加

的技术，
其产生的温室气体和渗滤液较少，
是国内外果

速微生物群落演替和保持微生物多样性，
同时还可减

[21-22]

蔬垃圾处理技术的一大研究热点

。

少堆肥产生的温室气体，
增加空气流动并调节堆肥基

常见好氧堆肥技术包括直接堆肥和蚯蚓堆肥。直

质湿度，
缩短堆肥周期，
从而进一步提高堆肥处理效

接堆肥是将果蔬垃圾放置在特定地点，
通过自然产生

果 [30]。Yang 等 [31] 将成熟堆肥（占堆肥原料总湿重的

的微生物和空气来降解其中有机物的过程。堆肥方式

10%）混合到堆肥原料中进行实验 ，发现 NH3、CH4 和

主要有地下窑藏式、
地下开放式、
地上密闭式和地上开

N2O 排放分别减少了 58.0%、
44.8%和 73.6%，
温室气体

[23]

放式等，
其中地上密闭式堆肥效果最佳 。
蚯蚓堆肥，
是指将蚯蚓引入到果蔬垃圾中进行的

排放总量减少了 69.2%。
1.4 厌氧消化

堆肥过程。蚯蚓在堆肥过程中参与有机物的降解，
有

厌氧消化通常用于污水处理厂中污泥的处理，
若

利于总碳含量的下降。同时蚯蚓含有粘液、酶和含氮

将其应用在果蔬垃圾处理中也存在巨大潜力[32-34]。厌

排泄物，
且其活动会使微生物活性和固氮细菌浓度增

氧消化是指在无氧或厌氧条件下，
微生物分解果蔬垃

[24]

加，
使产品中氮含量增加 。一般而言，
蚯蚓堆肥采用

圾生物质中的有机成分，
使有机物分解并趋于稳定，
在

混合系统进行，
其中基质和床层材料混合在一起。而

产生沼气的同时合成微生物细胞物质。处理后的沼气

新鲜的果蔬垃圾中含有许多水分，
蚯蚓无法存活，
因此

可用于供热、发电、生产压缩液化天然气等，
而富含氮

应将基质和床层材料很好地分离，
从而避免果蔬垃圾

的消化液可用作肥料[35]。

产生的水分对蚯蚓的危害 [25]。此外，
复合微生物群落

厌氧消化的效果通常与反应器有机负荷率(OLR)、

在蚯蚓堆肥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接种合适的微生物
[26]
菌株可以增强蚯蚓堆肥效果 。剩余活性污泥(EAS)

固体停留时间(SRT)、水力停留时间(HRT)等工艺参数
有关。此外，
厌氧消化中产甲烷菌比水解产酸菌对高

作为污水处理过程的主要副产物，
由数量和多样性较

挥发性脂肪酸(VFAs)浓度下的 pH 降低更敏感，
且果蔬

大的微生物组成，
如各种固氮菌和聚磷菌，
可对果蔬垃

垃圾属易降解物质，
因此，
过高的 OLR 可能会导致水

[27]

[28]

圾蚯蚓堆肥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Li 等 采用一种基

解和产酸速率高于产甲烷速率，
导致果蔬垃圾厌氧消

质和床室分开的新型蚯蚓反应器 ，在添加和不添加

化过程发生不可逆酸化，
降低处理效果。而在厌氧消

EAS 的情况下，
分别处理了香蕉皮、卷心菜、莴苣、胡

化前采取适当的预处理有助于提高其最终处理效果。

萝卜和马铃薯 5 种果蔬垃圾。结果发现 EAS 促进了蚯

裴占江等[36]采用碱化和高压灭菌联合对厌氧消化进行

蚓的生长和产茧，
提高了蚯蚓的分解效率。此外，
脱氢

预处理 ，与对照组相比 ，COD 和 VS 降解率分别提高

酶活性变化表明，
除胡萝卜外，
EAS 提高了所有处理

58%和 23%，
沼气产率增加 47%；
VFA 从 2865 mg/L 增

过程的微生物活性。添加 EAS 后，
果蔬垃圾的有机质

加到 17600 mg/L，
提高了 6 倍，
厌氧消化后 VFA 降解了

含量、总碳含量和 C/N 比均显著降低，
堆肥产品中氮、

15000 mg/L，
而对照组仅为 2300 mg/L。

磷含量也有所提高。
堆肥要求成品含水量为 15%~25%，
含水量较少的

厌氧消化技术有单相与两相之分，
由于果蔬垃圾
中糖分和半纤维素含量较高，
而单相厌氧消化过程中

堆肥可能没有完全稳定，
而如果堆肥太潮湿，
那么堆肥

有机负荷过高会导致 VFAs 积累，
抑制产甲烷菌活性，

产品孔隙中就会充满水，
限制生物体获得氧气；
其次，

影响处理效果。采用两相厌氧消化工艺处理果蔬垃圾

pH 接近中性时微生物活性最强，
因此堆肥产品最佳酸

具有对挥发性有机酸的积累、对 pH 下降的缓冲、总水

碱度为 pH 6.5~7.5；C/N 对堆肥处理效果的影响也较

力停留时间和反应时间短、负荷高、甲烷产量高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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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37]。除单相与两相厌氧消化技术外，
共消化技术也

物发酵技术将果蔬垃圾制成饲料可以对其营养成分进

可用作果蔬垃圾的处理，
常见的共消化基质有畜禽粪

行更好的利用 [41-42]。张丽芝等 [43] 发现葡萄皮渣中不仅

便、
餐厨垃圾、
剩余污泥。与这些基质共消化减少了消

存在着大量脂肪、
纤维素、
蛋白质和无机盐等可利用营

化过程中的停留时间，
加速了消化进程，
增加了消化中

养成分，
而且其较低的 pH 有利于抑制微生物的有害发

的氮、磷和钾的养分含量，
不仅改善了消化产品的品

酵，
从而使饲料生产效率更高。同时，
从果蔬垃圾中制

质，
剩余物还田还可以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污染，
提高土

备饲料具有成本效益，
因其销售价格低于市场饲料的

[38]

壤肥力 。

特点而更有竞争力[44]。但果蔬垃圾制备饲料也存在一

1.5 小结

定的局限性。果蔬垃圾的成分因季节而异，
一些果蔬

表 1 对比了填埋、热处理、好氧堆肥和厌氧消化 4

垃圾的低蛋白质含量和高难消化化合物含量并不适合

种果蔬垃圾常规处理技术的优缺点，
并从减量化、
无害

制备饲料，
因此还需在实际制备饲料时不断调整配方

化、资源化角度进行了分级评估。除以上 4 种果蔬垃

与技术工艺。

圾常规处理方式外，
有些地区采取将果蔬垃圾粉碎后

2.1.2 生物燃料 生物燃料指由生物质组成或萃取的固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与污水一同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体、
液体或气体燃料，
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

理，
这种方法虽易于操作，
但国内下水系统在设计时未

向。甘蔗渣、葡萄和苹果渣等这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

将果蔬垃圾的处理纳入设计条件范围，
容易造成管道

果蔬垃圾具有生产生物燃料的能力，
其主要是通过厌

堵塞，
无法在全国推广。其次，
果蔬垃圾进入市政污水

氧、好氧发酵等过程转变成生物甲烷、生物氢、生物乙

收集系统后，
将集中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其高有机

醇和生物丁醇等。

质、
高盐等性质不仅加重了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负荷，
也

生物甲烷主要是通过厌氧发酵产生。在适当的温

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度和 pH 下，
多种兼性菌和厌氧菌将果蔬垃圾中的脂

2 果蔬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

类、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水解代谢成氢、
二氧化碳和

果蔬垃圾可通过一定处理方式或提取技术产生在

低分子有机酸等，
然后产甲烷菌再将这些物质转化为

工业、
农业、
药业等领域具有较大应用价值的物质。随

生物甲烷[45]。在厌氧发酵前进行研磨、
超声、
酸、
碱、
微

意丢弃不仅会导致环境卫生状况的迫害，
还会造成可

生物或酶等适当的预处理，
有助于缩短处理周期并提

利用的生物质和营养物质的损失。国内外对新型果蔬

高生物甲烷产量。Rodriguez-Valderrama 等 [46] 利用果

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究正逐渐成为热点[39-40]。

蔬垃圾和玉米秸秆生产生物甲烷时，
当通过碱性或酸

2.1 新型发酵技术

性预处理对底物进行处理后，
能被微生物利用的可溶

常规发酵技术将果蔬垃圾进行减量化与无害化处
理后通过填埋或焚烧进行最终处置，
并未发挥其潜在

性有机物增加，
甲烷生成量增加。此外，
Mi-Sun 等 [47]
采用果蔬垃圾与畜禽粪便共底物发酵时，
由于不同来

价值。新型发酵技术可提取果蔬垃圾中有价值物质，

源废物基质的建立以及不同营养物质的加入使反应效

并制造饲料、
生物燃料、
生物塑料、
酶和胞外多糖等，
实

率提高，
显著改善了厌氧发酵性能。可见，
厌氧共发酵

现果蔬垃圾合理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双重目标。

不仅有助于稳定发酵过程 ，还可以提高生物甲烷产

2.1.1 饲料 各种研究表明果蔬垃圾中含有许多化学成

量。利用生物甲烷生产的合成气（一种主要由氢气和

分和营养物质，
是潜在的畜牧业饲料资源。利用微生

一氧化碳组成的气体）可用作生产化学品、
合成燃料的

表 1 果蔬垃圾常规处理方式评估
技术手段
填埋

热处理

优点
处理量大，
运行费用低，
工艺相对简单

处理量大，
减容性好，
产生的热量发电实现垃圾能源化

好氧堆肥 工艺简单，
产品有农用价值

厌氧消化

具有较高有机负荷承担力，
能回收生物质能，
有机物变为
甲烷和二氧化碳，
厌氧发酵产生沼液全部用于肥料

缺点
占地面积大，
渗滤液污染地下水及土壤，
产生
臭气污染空气
果蔬垃圾水分含量高，
燃烧能耗高；
贮坑储存，
增加坑内浸出水量
过程不封闭，
易造成二次污染；
周期较长；
占地
面积大；
卫生条件差
工程投资大，
反应工艺不稳定

减量化

无害化

资源化

低

低

低

较高

较低

低

较高

较高

高

较高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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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 ，也可以进一步加工为生物氢用作生物燃料 [48]。

补由于碳源不足而导致生产率较低的同时实现低成本

目前关于果蔬垃圾发酵生产生物乙醇的研究较少，
利

操作[54]。

用果蔬垃圾生产生物乙醇时，
果蔬垃圾组成对生物乙

2.2 生物活性化合物提取技术

醇的产率有很大影响，
木质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垃圾

生物活性化合物可与蛋白质、
DNA 和其他生物分

产生的生物乙醇量更高。提高生物乙醇转化率的关键

子相互作用，
在促进健康和降低疾病风险方面对人类

因素是水解和糖化，
通常采用酸、碱、热和酶等手段对

产生有益影响 [55]。果蔬本身就是功能性食品，
它们的

原料进行预处理，
以增加纤维组分的消化率，
提高产生

茎、
叶、
果皮、
果肉等都含有大量的生物活性化合物，
如

[49]

物乙醇的效率 。生物丁醇具有能量密度高、挥发性

类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类黄酮（橙皮素、槲

低、腐蚀性小、稳定性较高的优点，
目前利用果蔬垃圾

皮素、
染料木黄酮和山奈酚）和酚酸等。这些生物活性

中木质纤维素生产生物丁醇的研究正在进行中[50]。

化合物可以直接添加到食品中。例如，
酚类化合物是

2.1.3 酶和胞外多糖 酶是在温和条件下，
作为特定化

果蔬垃圾中最受关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
它们起着抗

学反应的活性和选择性催化剂的蛋白质，
在食品、
化妆

炎、
抗氧化、
抗癌和心脏保护等作用。Machado 等[56]发

品、制药、纺织、化工和燃料等领域有着重要应用。由

现葡萄酒副产品（葡萄渣、葡萄皮、葡萄茎、葡萄渣）中

于原材料和制造成本较高等问题，
市场上售卖的酶价

富含酚类化合物，
可作为进一步提取的基质。除葡萄

格普遍较高。利用果蔬垃圾生产酶如淀粉酶（芒果、
香

外，
还有土豆、
洋葱、
柑橘、
石榴、
芒果、
香蕉和胡萝卜等

蕉、
木薯）、
果胶酶（菠萝、
橘子皮、
葡萄）、
蛋白酶（石榴、

多种果蔬垃圾可作为酚类化合物的良好来源[57-58]。此

芒果、
马铃薯）等是降低成本的一个不错选择。果蔬垃

外，
Thomas 等 [59] 发现花椰菜、卷心菜等蔬菜中存在硫

圾酶生产工艺分为深层发酵和固态发酵 2 类。其中固

代葡萄糖苷及其降解产物异硫氰酸盐，
这些化合物可

态发酵是在没有自由液相的情况下，
在固体和潮湿的

减轻心血管疾病并预防一些癌症如膀胱癌、结肠癌和

基质上培养微生物。果蔬垃圾可为微生物提供一个与

肺癌等。硫代葡萄糖苷还可用于抗菌剂、食品功能化

[51]

自然栖息地相似的环境，
适合进行固态发酵 。

成分或作为膳食补充剂。

微生物胞外多糖是一种多功能的多糖，
由于其独

果蔬垃圾中此类化合物含量较多，
对如何提取这

特的物理和流变特性，
已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工业

些化合物的方法有很多，
如酶辅助提取、加压液相萃

化生产这些胞外多糖的首选底物是葡萄糖和蔗糖。不

取、
微波辅助萃取、
超声波辅助萃取等。Ricarte 等[60]采

仅生产成本昂贵，
而且合成过程通常受到过量碳源的

用酶辅助提取方法，
从向日葵废弃物（花瓣和小花）中

影响，
同时受到氮或氧的限制。已有研究表明，
可利用

提取了类胡萝卜素和酚类化合物。Syahariza 等[61]采用

果蔬垃圾作为碳源来降低微生物胞外多糖生产成本。
优化反应条件和对产生这些多糖的不同菌株进行遗传

加压液相萃取法在乙醇浓度为 80%的溶液中从苦瓜里
提取出了抗氧化物质。Yu 等 [62] 采用微波辅助提取法

操作有助于提高果蔬垃圾发酵产胞外多糖效率[52]。

从无花果叶片中提取出了咖啡酰水杨酸、
补骨脂酸葡

2.1.4 生物塑料 塑料因降解率低及碳足迹高而成为环

萄糖苷、
芦丁、
补骨脂素、
柏木黄酮 5 种靶向生物活性化

境中最丰富和持久的污染物之一，
开发生物可降解塑

合物，
提取率分别达到了 9.7、
5.9、
4.7、
15.6 和 3.5 mg/g。

料具有重要意义。生物塑料在塑料市场的增长主要受

Sungpud 等[63]采用超声波辅助萃取从芒果皮中分离出

高制造成本限制，
利用果蔬垃圾作为原料将有助于降

了可直接作为乳状食品、中性药品和化妆品的生物酚

低生产成本。聚乳酸(PLA)和聚羟基烷酸盐(PHAs)是

类活性化合物。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一

目前最重要的合成生物塑料。聚乳酸在骨固定材料、

些新的提取技术逐渐出现，
例如纳米乳液技术。纳米

药物输送和组织工程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
但 PLA 脆

乳液是粒径在 100 nm 范围内的微乳液，
具有运动稳定

性大、结晶度不好、气体阻隔性差，
需通过与其他聚合

性、
液滴尺寸小（单位体积比表面积高）、
光学透明的特

物共混来改善其性能。果蔬垃圾因具有高纤维含量可

点，
可作为不同应用的输送系统。因此基于纳米乳液

与 PLA 共混，
如富含纤维（约 60%）的西番莲果皮可作

的传递系统在食品领域功能性化合物的有效传递方面

为 PLA 的共混基质 。聚羟基烷酸盐(PHAs)是仅次

具有较大应用前景，
其在食品领域的各种应用包括包

于聚乳酸的第二大类合成生物塑料。可通过物理共混

封难溶性化合物（天然保鲜剂、
保健品、
着色剂、
香料）、

改善 PHAs 的结晶度高、强度低、硬而脆、加工热稳定

结构修饰以及提高生物利用度、
控制成分释放、
调节产

性差的性能。利用果蔬垃圾作为原料，
将混合微生物

品质地、
防止成分降解等多种功能。因此，
在果蔬垃圾

培养物用于 PHAs 生产，
不仅可改善其性能，
还可在弥

中使用纳米乳液技术，
可使这些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功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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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结构特性得到提高[64]。

value on organic acids and methane production in two- stage

3 结论与展望

anaerobic digestion of vegetable waste[J].Bioresource Technology,

目前果蔬垃圾常规处理方式主要是热处理、
填埋、
好氧堆肥和厌氧消化。热处理技术方式简单，
减量化

2017:96.
[8]

Digestion of Fruit and Vegetable Waste[J].Applied Biochemistry &

的效果较好，
但所需的能耗高，
且产生废气污染。填埋
技术最为便捷，
在成本上具有很大优势，
但因其对土地
资源的危害而只能作为果蔬垃圾的终端处置方式。好
氧堆肥与厌氧消化在资源化利用方面具有更大的潜
力，
但也面临堆肥效果较差、缺乏成熟设备、投资较高
的问题。

Ji C, Kong C X, Mei Z L, et al. A Review of the Anaerobic
Biotechnology,2017,183(3).

[9]

刘广民,董永亮,薛建良,等 . 果蔬废弃物厌氧消化特征及固体减量
研究[J]. 环境科学与技术,2009,32(3):27-30,49.

[10] Banerjee J, Singh R, Vijayaraghavan R, et al. Bioactives from fruit
processing wastes: Green approaches to valuable chemicals[J].Food
Chemistry,2017,225:10-22.
[11] Chatterjee B, Mazumder D. New approach of characterizing fruit

果蔬垃圾可通过新型发酵技术生产多种有价值物

and vegetable waste (FVW) to ascertain its biological stabilization

质，
如饲料、
生物燃料、
生物塑料酶和胞外多糖等，
未来

via two- stage anaerobic digestion (AD) [J].Biomass & Bioenergy,

的技术研究重点在于如何优化果蔬垃圾发酵技术，
将
其有利成分加以提取制造，
并研究更高效且低能的分
离技术来提取生物活性化合物 ，促进其价值化的实
现。此外，
由于果蔬垃圾总固体含量低，
挥发性固体含

2020,139:105594.
[12] 董永亮 . 果蔬废弃物厌氧处理产能实验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工
程大学,2008.
[13] 傅云龙,丘锦荣,彭海君,等 . 果蔬废弃物厌氧消化技术研究进展[J].
广东农业科学,2013,40(20):185-187.

量高，
在消化过程中会迅速水解，
导致快速酸化并抑制

[14] Trinkel V, Kieberger N, Bürgler T, et al. Influence of waste plastic

消化过程，
因此应多研究果蔬垃圾与其他有机废物的

utilisation in blast furnace on heavy metal emissions[J].Journal of

共消化，
并研究能够很好地适应果蔬垃圾的微生物，
优
化反应器设计，
使反应以最佳条件进行。对于果蔬垃

Cleaner Production,2015,94:312-320.
[15] 胡春芳 .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现状及推进对策[J]. 环境与
发展,2020,32(3):59,62.

圾脱水废液与生活污水混合处置而造成污水处理厂运

[16] Makarichi L, Jutidamrongphan W, Techato K- A. The evolution of

行负荷较高的问题，
应研究小型果蔬垃圾处理设备应

waste-to-energy incineration:A review[J].Renewable & Sustainable

用于农贸市场，
将其产生的果蔬垃圾就地处理后达标
排放，
既方便各个市场的经营管理，
也不会造成因运输
而带来的环境影响及成本问题。

Energy Reviews,2018,91:812-821.
[17] 袁浩然,鲁涛,熊祖鸿,等 . 城市生活垃圾热解气化技术研究进展[J].
化工进展,2012,31(2):421-427.
[18] 卓芝理 . 对现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探讨[J]. 绿色环保建材,
201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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