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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畜禽养殖场恶臭来源多样，成分复杂，随着畜禽养殖呈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畜禽粪便污染日益严重。

但是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对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的环境要求越来越高，畜禽养殖行业应向
绿色生产方式转变。为了降低粪污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人畜的危害，对畜禽粪污进行适当的无害化处理显得尤
为重要，对畜禽规模化养殖场臭气及减排调控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介绍了畜禽规模化养殖场恶臭气体的
来源和主要成分，以及恶臭气体的危害和消减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进展，重点讨论了恶臭异位控制技术和原
位控制技术，认为微生物除臭技术在畜禽生产中优势明显，对环境适应能力强，应用范围广，并且除臭效果持久，
微生物可以大大降解粪便中产生的氨氮、硫化氢等有害物质，消除养殖场内的臭味。虽然生物除臭法有许多优点，
但是对某些高浓度恶臭物质的处理有一定局限性。为了促进我国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恶臭问题不
能单靠某一种除臭技术，只有综合利用多种除臭技术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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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urces of odor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s are diverse and the components are complex. With
the large-scale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the pollu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the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for large-sca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should shift to green production mod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ollution
of manur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harm to humans and animal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treat the manure of live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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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ultry appropriatel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odor and emission reduction regulation technology of
large-scale livestock farm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sources, main components, hazards and reduc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of malodorous gases in large-scale livestock farms. It focuses on the malodorous ectopic control technology and
in situ control technolog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icrobial deodorization technology has evident advantage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 with strong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wide application range, and long-lasting deodorization effect. Microbes
can greatly degrade the ammonia nitrogen, hydrogen sulfide and other harmful substances produced by the manure, and eliminate
the odors in the breeding farm. Although the biological deodorization method has many advantages, it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to the
treatment of some high-concentration malodorous substan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argesca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farms, the solving of odor problems cannot rely on a single deodorization technology, while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multiple deodorization technologies can achieve better results only.
Key words: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odor; emission reduction regulation; deodorization technology; biological
deodorization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
高，畜禽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大。为了满足消费者
对肉产品和奶制品日益增长的需要，我国畜牧业
迅速发展，畜禽养殖业逐渐从传统的散养方式向
规模化、集约化方式转变。畜禽规模化养殖在农
业经济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为农业经济的发展
增添了新的活力。近年来，规模化、集约化养殖
场发展迅速，其中规模化养猪场发展最为迅速［1］。
随着养殖场规模的发展，饲养密度也随之扩大，
畜禽养殖废弃物造成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不
仅对畜禽的生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规模
化养殖场产生的恶臭污染还会影响周边的土地、
水源和空气，污染人们的生存环境。2015 年我
国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年产量约 38 亿 t［2-3］。畜禽
养殖所带来的污染已成为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之
一，其中最主要的环境污染之一是养殖场产生的
恶臭气体［4］。畜禽养殖场恶臭气体排放主要来源
于畜禽舍、粪污贮藏场所、堆肥间、污水池和饲
料间等［5］。恶臭气体不仅对周边居民身体健康产
生影响，且极易引起纠纷。欧洲国家对畜禽舍和
粪污处理场所投诉较多［6］。我国关于恶臭的投诉
更多涉及施粪过程、畜禽舍和粪污贮藏、处理场
所［7-8］。此外，畜禽养殖场散发的恶臭气体污染
还严重制约了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9-10］。因
此，加强畜禽养殖场恶臭污染的控制处理显得尤
为重要，不仅有利于畜禽的规模化生产，提高经
济效益，而且有利于实现畜牧业快速发展与环境
污染治理相结合，优化畜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
用率，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畜禽规
模化养殖场臭气的来源、主要成分、危害和臭气
消减控制技术等方面进行综述。

1

畜禽规模化养殖场恶臭气体的主要成

分与危害
1.1

主要成分

畜禽粪便产生的恶臭成分复杂，来源于多种
臭味化合物，可分为挥发性含硫化合物、氨和挥
发性胺类、吲哚类和酚类以及挥发性脂肪酸类等
化合物。其中挥发性含硫化合物包括硫化氢、硫
醚类和硫醇类等，氨和挥发性胺类包括氨气、腐
氨、尸氨、甲胺和乙胺等，吲哚类和酚类主要由
微生物对苯丙氨酸和酪氨酸的分解产生，挥发性
脂肪酸类包括乙酸、丙酸、丁酸、戊酸和己酸等［4］。
畜禽养殖场恶臭主要是由微生物分解产生，
畜禽粪便中富含大量微生物，养殖场产生的废弃
物为微生物提供了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有利于
微生物的快速繁殖。畜禽粪便在肠道中已开始腐
败，新鲜粪便也有臭味，排泄物因尿液的混入量、
温度、空气的通风量以及时间等因素所产生的恶
臭味道越来越强。畜禽粪尿是畜禽养殖场恶臭物
质最主要的来源［11］。在猪养殖过程中，饲料中
未完全消化或充分利用的营养物质，可随尿液和
粪便排出，并在粪肥储存装置中积累，在粪肥贮
存过程中，饲料中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在微生物
的作用下发酵，形成挥发性脂肪酸、氨、硫化氢、
酚和吲哚等［12］，这些发酵产物在很大程度上造
成了养殖场的恶臭。Miller 等［13］在新鲜猪粪的浆
液中添加淀粉、酪蛋白和纤维素，并测定发酵产
物的厌氧积累和底物的消耗，结果表明挥发性脂
肪酸和醇类是主要发酵产物。Sang 等［14］研究发现，
牛粪臭气成分比猪粪少，挥发性脂肪酸中以乙酸、
丁酸和戊酸为主。O’neill 等［15］ 研究认为，鸡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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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氨气和二甲基二硫的含量较高。
1.2 主要危害

1.2.1 对 机 体 健 康 的 影 响 畜 禽 舍 内 产 生 的
有害气体能够影响动物的呼吸道黏膜，长时间
吸入有害气体还会对呼吸道纤毛造成损伤，一
旦动物的呼吸道免疫屏障被破环，就容易产生
炎症，导致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当畜禽舍内臭
气浓度升高，氨气等有害气体会刺激动物的眼
结膜，导致泪液分泌过多，眼屎和泪斑明显增
多，容易伤害动物的眼结膜。此外，粪污发酵
也要消耗一部分氧气，从未导致畜禽舍内氧气
含 量 降 低 ［16］。Farnworth 等 ［17］ 研 究 发 现， 舍
内 空 气 中 NH3 浓 度 达 到 50 mg/L 时， 仔 猪 增 重
减少 12%；NH 3 浓度达到 100 mg/L 时，仔猪增
重下降到 30%。畜禽养殖过程的恶臭味气体散
发到空气中，也会影响人的呼吸道，降低黏膜
免疫功能，导致呼吸系统无法维持正常的生理
功能［18］。畜禽粪便中含有的很多致病菌是人畜
共患病源，人类中很多疾病的传播源头来源于
此，如果没有及时有效处理，有可能造成广泛
感染，给周边的人群带来潜在威胁，影响人类
的健康 ［19］。
1.2.2 对环境的危害 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含有多
种臭味化合物，这些物质严重影响周边的大气环
境。畜禽粪便中产生的硫化氢、甲基胺、氨气等
恶臭气体直接散发到空气中，不仅直接影响养殖
场畜禽和养殖工人呼吸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还
会对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产生威胁。未经有效处
理的粪便含有的氨气和硫化氢等进入空气中，使
得大气氮含量增加，这也是酸雨形成的重要原因，
而酸雨会对水体、土壤、森林和建筑等带来严重
危害，不仅破坏地球生态环境，还会造成社会经
济损失，更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0］。据统计，
全球农业方面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于畜牧业。畜
禽养殖过程中尤其牛产生的废气如甲烷、二氧化
碳等都是温室效应的主要因素［21］。

2

畜禽规模化养殖场臭气减排控制技术

鉴于臭气对机体和环境的危害，发达国家基
本都已制订了养殖场恶臭气体排放标准，我国相
关恶臭气体排放标准也在制订中。恶臭控制技术
原理是改变物质的形态和结构，或者通过减弱恶
臭气体的强度，进而达到去除或减弱恶臭的目的。

养殖场恶臭控制技术多样，主要分为异位控制和
原位控制方式，采用的技术主要有物理除臭、化
学除臭、生物除臭或者多种方法综合应用［22］。
2.1 恶臭异位控制技术
恶臭异位控制技术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
等方法对已释放的恶臭物质进行脱除，从而达到
控制恶臭的目的。
2.1.1 物理除臭技术 物理型除臭剂是利用除臭
剂的物理性质，在不改变畜禽养殖场内恶臭气体
的化学性质，只改变其浓度或者相对浓度，通过
固、液、气三相之间的转化消除恶臭气味，此法
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恶臭物质，只是降低了嗅觉对
臭味的感知程度。物理除臭剂具有操作简单、方
便快捷以及见效快的优点，比较适合处理小范围
内的恶臭，但其费用较高，存在二次污染的问题，
因此其应用推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吸附法、
掩蔽法、稀释法、冷凝法和吸收法等是常用的物
理法［23-24］。
2.1.2 化学除臭技术 化学除臭方法包括燃烧
法、催化燃烧法、酸碱吸收法、光催化氧化法和
化学洗涤法等。通过添加化学试剂与恶臭物质发
生化学反应，改变其化学结构，使恶臭物质转化
为臭味较低或无臭味的物质。化学除臭剂包括过
氧化钙、氯化钙、磷酸氢钙、过氧化氢、氯化亚
铁和亚硝酸盐等。利用化学方法除臭效率高，能
够将恶臭物质彻底氧化分解，但是成本较高，持
续时间短，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的副产物。因此
该法主要应用于工业除臭［25］。
2.1.3 生物除臭技术 生物除臭技术的原理是通
过添加外源功能菌种或生物酶，对恶臭物质直接
降解或对产恶臭微生物进行抑制以脱除恶臭。生
物除臭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发展［26］，比物
理法和化学法所需的设备简单，投资少，处理效
率更有效，并且没有二次污染，因此目前已成为
畜禽养殖场治理恶臭的主要处理方法［27］。生物
除臭法按处理方式分为生物过滤法、生物洗涤法、
生物滴滤法等。生物过滤法主要用于恶臭和挥发
性有机物的处理，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污染控制技
术，通过附着在滤料介质中的微生物利用恶臭物
质中的有机物，把恶臭和挥发性有机物等降解为
二氧化碳、水和无机盐，同时形成新的微生物的
过程［28］。生物洗涤法由喷淋系统、吸收系统和
反应器系统组成，在循环过程中，反应器培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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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吸收系统填充垫料，然后通过喷淋系统产
生的循环液与系统内的臭气进行逆向接触反应，
臭气被反应器内或吸收系统填料上的微生物吸附
分解，从而达到吸收恶臭的目的［29］。生物滴滤
法是介于生物过滤法和生物洗涤法之间的除臭方
法。生物滴滤池中的微生物生长条件易调节，适
合微生物长期生存，能够承受较大的污染负荷。
当畜禽粪便产生的臭气进入生物滴滤池中，气体
中的恶臭物质被循环液和附着在填料上的微生物
吸附、吸收，从而达到净化气体的目的［30］。
2.2 恶臭原位控制技术
恶臭原位控制技术主要采用体内调控剂和体
外除臭剂来实现除臭目的。体内调控剂方式是通
过一般性日粮配合、加工及饲喂技术进行调控，
以饲料添加剂的形式，改变饲料本身来提高饲料
中的营养成分，从而改变畜禽粪尿的理化性质，
减少臭气排放，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体外除
臭剂方式是通过在畜禽粪便中添加吸附性材料、
喷洒化学和微生物制剂等控制恶臭。
2.2.1 体内调控剂 （1）物理调控剂：常见的
物理调控剂有活性炭、沸石粉、某些金属氧化物
和大孔高分子材料等。这些调控剂具有吸附性，
能够利用分子间的范德华力吸附畜禽舍的恶臭成
分，降低恶臭浓度，从而达到除臭目的。活性炭
具有发达的孔隙结构，因其来源广、价格低、吸
附容量大等特点，对非极性分子和直径较大的恶
臭成分吸附力很强，因此广泛应用于环境领域［31］。
沸石总表面积大，具有很多细微、排列整齐的晶
穴和通道，能吸附氨气和硫化氢等单分子及水分
子，具有三维硅氧四面体格架结构［32］。活性炭
和沸石都具有多孔结构，静态和动态吸附中沸石
对氨氮的吸附能力都高于活性炭，并且经过 4 d
生物再生后吸附性能均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33］。
张建军［34］ 研究发现，在规模化肉鸡养殖中，日
粮中添加 2% 复合吸附剂（茶渣∶活性炭 1 ∶ 5）
能够显著降低肉鸡舍的氨气含量，有利于提高肉
鸡的生产性能，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技术。沸石作
为饲料添加剂，能促进动物饲料摄入、体重增长，
提高饲料转化率和营养物质利用率，并在动物消
化系统中促进有机物和细胞蛋白结合的同化作
用，减少氮排放［35］。
（2）生物调控剂：常见的生物调控剂有植
物提取物、饲料酸化剂、微生态制剂和饲料酶制

剂等。
植物提取物具有多种营养成分和生物活性物
质，如糖类、苷类、生物碱、有机酸、挥发油类等，
在饲料饲养中能提高动物的营养转化率，改变动
物肠道的微生物及其发酵过程，降低恶臭气体的
排放，改善肠道环境，刺激动物生长发育，提高
畜禽免疫力，提高生产性能，应用前景广阔［36］。
赵润生等［37］ 研究表明，在日粮中添加植物源性
调控剂有利于提高动物的平均日增重，降低料重
比，提升动物的生产性能。在日粮中添加中草药
制剂，能够降低猪的背膘厚度，改善屠宰性能和
酮体性状。在饲料中添加中草药复合添加剂，影
响猪肉中肌苷酸、谷氨酸和亚油酸含量，能够改
善肌肉风味，提高肉品质。但自然植物的活性成
分含量低，生长分散，不利于采集。人工种植
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和种植规模都较小，生产和应
用成本较高，是制约植物调控剂开发应用的重要
因素。
饲料酸化剂能够降低饲料在消化道中的 pH
值，改善消化道中酸碱环境，减少氨气的释放，
为动物肠道提供适宜的消化吸收环境，提高蛋白
质的消化率，减少肠道和排泄物中的恶臭气体，
在国内外已得到广泛应用，具有无污染、无残留、
吸收快等特点，是一种重要的环保型添加剂。有
机酸基本上为纯天然食品，而且腐蚀性小，具有
良好的适口性和安全性，例如柠檬酸、延胡索酸
等。工业中利用黑曲霉发酵生产柠檬酸，柠檬酸
能够参加动物体内各种代谢活动，保证机体的正
常运作。延胡索酸作为饲料添加剂时，有利于缓
解动物的情绪，增强抗应激［38］。无机酸化剂有
盐酸、硫酸、磷酸等，无机酸成本低，可以提高
经济效益，但强酸酸化剂有刺激性气味，无法保
证饲料具有良好的适口性，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
步开展。复合酸化剂由机酸和无机酸合成，pH 值
不容易改变。复合酸化剂能为肠道创造有利环境，
抑制大肠杆菌繁殖，从而促进有益菌生长。饲料
酸化剂发展的方向是优化复合酸化剂，酸化剂有
利于提高日粮的酸度值和酶的活性，降低胃肠道
碱性离子数量，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有利于增
强抗应激和免疫功能，参与体内代谢，促进营养
成分吸收［39］。
微生态制剂也叫活菌制剂或生菌剂，目前在
饲料中广泛应用的有乳酸菌类、杆菌类、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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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细菌、复合菌类等。微生态制剂是一种遵循
生态环境自然循环法则的无公害制剂，是饲料添
加剂行业的一种发展趋势［40］。在畜禽生产中，
微生态制剂中有益菌群和致病菌群进行竞争，能
够有效抑制动物体内的病菌，促进机体的新陈代
谢，减少臭气的排放量。微生态制剂中的有益菌
群尤其是乳酸杆菌，能促进免疫器官的发育，增
加免疫细胞的数量，形成一层保护膜，阻碍致病
菌侵入，从而提高动物的免疫能力，能够起到预
防疾病的作用，促进动物健康生长［41］。
饲料酶制剂是能有效改善动物体内代谢效能
和动物对饲料消化率的酶类物质。主要作用是补
充畜禽消化道内源酶不足，提高内源酶活性；减
少或消除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促进营养物质的
消化吸收，改善肠道微生物菌群，从而减少臭气
排放。酶制剂在养殖中能够提高饲料氮、磷的利
用率，减少畜禽粪便的排放量，并且粪尿中氮、
磷含量也会下降，从而降低了畜禽养殖场内恶臭
气体的浓度［42-43］。
2.2.2 体外除臭剂 （1）物理除臭剂：利用活性
炭、沸石粉、膨润土、凹凸棒石、麦饭石等物理
除臭剂，通过物理性吸附芳香族类化合物，通过
氧化作用除去挥发性臭气物质，或者按比例混合
几种有香味的气体，利用天然芳香油、香料等物
质掩蔽难以去除的臭味［44］。
（2）化学除臭剂：利用过氧化钙、氧化钙、
磷酸氢钙、过氧化氢、氯化亚铁和亚硝酸盐等试
剂，将化学试剂均匀地撒在地面或粪污上，通过
化学反应将臭味物质转化为无臭物质。畜禽养殖
场臭气化合物的分子大多含有氮、硫、氧等原子，
有不饱和键和化学活性，容易进行氧化、还原、
中和、缩合、加成、络合等化学反应。氧化反应
除臭采用臭氧、过氧化物、过氧化氢、卤化物、
过硫酸化合物和金属过氧化物以及醌类等；缩合
反应除臭主要通过醛、酮类物质进行除臭，但是
容易产生刺激性和毒性。加成反应除臭采用环氧
化合物、不饱和化合物、氨基氰等。在处理畜禽
养殖场恶臭时，复合成分的除臭剂比单一成分的
除臭剂效果更好，应用更为广泛［45］。
（3）生物除臭剂：主要通过接种微生物菌
剂，利用微生物或微生物产生的酶来降解畜禽养
殖场的臭气化合物，常用的微生物菌剂有植物乳
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等。光合菌可以分解粪臭素，

固氮菌可以减少氮气排放［46］，一些放线菌和霉
菌也具有除臭效果［47］，丛枝菌根真菌也能够改
善畜禽养殖场环境。在大肠中芽孢杆菌产生的酶
可以将吲哚类化合物氧化成无毒无臭、无污染的
物质［48］。Siragusa［49］ 研究发现，牛粪和蚯蚓粪
还能降低猪排泄物中粪臭素的浓度。目前，在畜
禽生产上复合菌剂使用较多，利用有益微生物之
间的共生共存作用来分解转化粪便中的有机物质
进行除臭。叶芬霞等［50］ 利用热带假丝酵母、巨
大芽孢杆菌和灰色链霉菌 3 种菌种制成的复合菌
剂对畜禽粪便中的氨气和硫化氢去除率分别达到
80% 和 65% 以上，除臭效果较好。Choi 等［51］利
用芽孢杆菌、酵母菌、放线菌等益生菌制成的复
合菌剂能减少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

3

问题与展望

目前，我国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的臭气减排调
控技术主要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物理除
臭技术和化学除臭技术操作简单，除臭效率较高，
但存在治理成本高，容易给养殖场造成二次污染
的问题。而近年生物除臭技术迅速发展，成为除
臭技术的重点方法。生物除臭法在植物提取物、
饲料酸化剂、微生态制剂和饲料酶制剂方面均有
报道，而且所需材料较物理和化学除臭技术简单，
成本较低且没有二次污染，已成为畜禽养殖场除
臭的主要方式。
微生物除臭技术在畜禽生产中优势明显，对
环境适应能力强，应用范围广，并且除臭效果持久，
益生菌或益生菌产生的酶能够降低粪便中氨和吲
哚等恶臭物质的含量，在畜禽舍内的垫料上喷洒
进行充分发酵，微生物可以大大降解粪便中产生
的氨氮、硫化氢等有害物质，消除养殖场内的臭味。
除臭发酵液能有效抑制有害致病菌的繁殖，减少
蚊蝇滋生，提高畜禽免疫功能，促进动物健康生长。
这不仅在养殖场的恶臭治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还在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
等多个领域应用。但是该技术在益生菌、有益微
生物间及土著微生物间的具体关系、作用机制、
代谢产物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利用多种
有益微生物进行除臭时，筛选和培养出高效的对
恶臭物质具有除臭效果的微生物也需要进一步明
确。此外，优化复合菌剂的菌株组合方式以及对
复合菌剂的安全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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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规模化养殖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随着养殖场规模不断扩大，畜禽粪污的排放量不
断增加。为了促进我国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的可持
续发展，恶臭问题不能单靠某一种除臭技术。虽
然生物除臭法有许多优点，但是对某些高浓度恶
臭物质的处理有一定局限性，只有综合利用多种
除臭技术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通过科学合理的
方法降低粪污中的有害成分，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积极开发新型高效粪便处理技术，将是今后规模
化养殖场臭气减排调控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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