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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抗生素生产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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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是一个抗生素制造大国、消费大国 

 
 
 
 

 2010年12月，我国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8万吨

为人用，10万吨为非人用（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

右，是全球平均量的10倍）；3万吨出口 

 

 在住院患者中, 使用率更达到70%,是欧美国家的两

倍；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

水平，俨然已成“吊瓶大国”；“三素一汤”成为标

准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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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床和非临床滥用 

1100 5 JUNE 2015 • VOL 348 SCIENCE 

Antibiotics crisis in China 

China takes aim at rampant antibiotic 

resistance[J]. Science, 2012,336(6083):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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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渣中残抗量巨大： 在每年产生的600万吨左右的废湿渣

，按照废渣中残留量占总产抗生素量的5%计算，全年废渣

中残留抗生素达1万多吨 

 环境残抗问题突出：据报道，珠江三角洲重要水体、香港

和广州4家城市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中检测到抗生素残留 

21万吨

抗生素 
  

  600万吨湿菌渣 

 

 
 1万多吨抗生素 

3、我国是抗生素污染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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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成熟的抗生素废
渣的处理技术和方法，因此目前所有抗
生素企业只能延用传统的处理方法，致
使国家法规几乎还是一纸空文  

 

发改委等部委2008年1号公告将
抗生素废菌渣列为高危废物 

农业部2002年176号文件 
禁止作为饲料 

2002年，抗生素废渣被列入《禁止在饲
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 

 
 
2008年，国家将抗生素废渣定义为“高
危废物” 

3、我国是抗生素污染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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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抗生素生产和使用现状 

残留抗生素造成的危害 

我国抗生素废弃物处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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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缓企业由于排放废水量受到限制而制约生产的局面 

 减少残留抗生素等有害物质向环境的释放 

降低抗生素残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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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霉素 I      R=H

螺旋霉素 II    R=COCH3

螺旋霉素 III   R=COCH2CH3

提高COD降解率 

节约用水减少排放 

1、抗生素废水处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需解答
的3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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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厌氧反应装置-UASB 

UASB（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Blanket）称为上
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是一种处理污水的厌氧生物方法，是
荷兰大学于1972年开始研制，并在1977年应用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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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厌氧反应装置——IC 

IC（internal circulation）反应器是新一代高效厌氧反

应器，废水在反应器中自下而上流动，污染物被细菌吸附

并降解，净化过的水从反应器上部流出 

 

与UASB反应器相比，在获得相同处理效果的条件下，IC

反应器具有更高的进水容积负荷率和污泥负荷率，IC反应

器的平均升流速度可达处理同类废水UASB反应器的20倍

，在处理低浓度废水时，HRT可缩短至2.0～2.5h，使反应

器的容积更加小型化，因此更加具有优势 

 

IC缺点尤其在污水可生化性不是太好的情况下，由于水

力停留时间比较短去除率远没有UASB高，增加了好氧段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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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抗量大：残留抗生素及其中间体对生物

反应系统的影响 

 

  水质波动：有机物种类多、结构复杂、催

化剂和无机盐等含量高，且波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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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厌氧处理生产废水存在的不足 

——残抗量大、水质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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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COD浓度受到限制：目前，大多数医药企业采

用的废水处理的第一步是厌氧消化，其要求初始

COD浓度在4000~5000mg/L左右 

 

  需要大量稀释水：为此，企业往往采用大量生活污

水、雨水、尾水、甚至自来水和地下水进行稀释，

目前，“有钱难买水”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

颈 

  废水排放受到严格控制：目前，“有钱难买废水排

放指标”也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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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厌氧处理生产废水技术存在的不足 

——需要大量的水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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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厌氧处理生产废水存在的不足 
——进口COD过高，污泥失活 

 

 

 一是活性污泥中营养不均衡，“N源”严重过剩 

 二是大量有机溶媒使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中毒” 

 三是微生物代谢物质对活性污泥的“活性抑制” 

 四是残留抗生素对活性污泥的“活性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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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COD过高 导致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难以发挥作用的四个原因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2、抗生素废渣处理现状及其分析 

制药废渣 焚烧 填埋 

稳定化处理 

厌氧消化 好氧堆肥 

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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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抗生素生产和使用现状 

残留抗生素造成的危害 

我国抗生素废弃物处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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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REVIEWS, Sept. 2010, p. 41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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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是抗生素污染大国——水体污染 

 2014年12月25日央视报道曝光，鲁抗医药参股子公司偷排抗生素

污水，浓度超自然水体10000倍 

 在珠江、黄浦江等水体检出的抗生素频率高达100%，有些抗生素

检出的浓度达几百纳克每升，工业发达的国家则小于20纳克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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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是抗生素污染大国——土壤污染 



22 

 

 

 ANTIBIOTIC RESISTANCE THRE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3 

残留抗生素的环境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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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一切源于抗生素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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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azilian clone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MRSA), isolated in 1994 (2), was 
resistant (R) to nearly all the antibiotics listed. 
 
Most of the resistance mechanisms were not 
adaptive (A), but acquired (+) from an extra-
species source.  
 
In contrast, an invasive strain of S. aureus 
(MSSA), isolated in 1930, was susceptible (S) 
to all the agents. 

342 20 JANUARY 2006 VOL 311 SCIENCE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kejiao.cntv.cn/20111031/images/1320025707908_c7olzb.png&imgrefurl=http://kejiao.cntv.cn/20111031/100137.shtml&usg=__zTlSG0HgEWWxVkqgH-BquporlOk=&h=407&w=523&sz=81&hl=zh-CN&start=11&zoom=1&tbnid=K3A78T7hi8GkoM:&tbnh=102&tbnw=131&ei=87XwUYaCI4imkwW2vIHYAw&prev=/search?q=%E9%87%91%E9%BB%84%E8%89%B2%E8%91%A1%E8%90%84%E7%90%83%E8%8F%8C&newwindow=1&safe=strict&hl=zh-CN&biw=1280&bih=573&site=imghp&tbm=isch&itbs=1&sa=X&ved=0CEAQrQMw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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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与儿童肥胖 
Antibiotics detected in urines and adipogenesis in school children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89–90 (2016) 204–211 

Distribution of normal weight,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subjects in relation to urinary detection of trimethoprim, 

florfenicol, and veterinary antibiotics 

(A, C and E were based on body mass index (BMI), B, D and Fwere 

based onwaist circumference(WC), and p-values by Pearson Chi-square 

testwere 0.341, 0.372, 0.001, b0.001, 0.003, and 0.007 for A, B, C, D, E 

and F,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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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与儿童肥胖 
Antibiotics detected in urines and adipogenesis in 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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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个性化定制的废水处理中试研究结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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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我国抗生素生产和使用现状 

我国抗生素废弃物处理现状 

1 2 
3 

个性化定制的依据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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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制的废水（渣）处理的原理 

 利用微生物菌群在不同环境下分化适应的“工作特

点”，驯化诱导不同微生物功能菌群“各司其职”，发

挥最大作用的原理 

 

 以达到“微生物的专业化处理”，达到高COD耐受性、

高COD降解率、高节水率，及高残留抗生素降解率的效

果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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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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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制的废水（渣）处理的原理 

 开发了一种适用于不同生物制药废水的“多级
厌氧/兼性厌氧/好氧结合多级循环的高浓度废
水”的“个性化定制”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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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确立研究先于工程化，工程化基于研究的科学理念，为不同企业不
同来源的废水（废渣），提供制定量身定制的“个性化”处理工艺和
装备 
  确立像研发制药工艺那样，研发废水（废渣）处理的每一步，为企
业提供合理、高效的工程化工艺和装备 
 通过自备的可移动、模块化、个性化功能组合的中试装置，实地在
目标企业进行放大实验，以减少客户的中试投入和获得与产业化更加
接近的工程化数据 
 通过远程诊断与维护，保障处理工艺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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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性 

 本项目开发的“多级厌氧/兼性厌氧/好氧”结合的多级循
环的高浓度废水”的“个性化定制”处理工艺，具有以下的
经济性： 

一是能够处理高COD废水，可节约稀释用水 

二是基本不采用化学处理方法，可以减少二次污染 

三是基本不采用物理处理方法，可以降低能源消耗 

四是高COD降解率，减轻后续处理压力 

五是多级厌氧技术，不仅能够处理高COD废水，以及降解

抗生素废渣，且在其处理过程中可以产生大量的沼气，循环

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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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抗生素生产和使用现状 

1 
2 

3 
废水处理案例一： 

高浓度螺旋霉素发酵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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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霉素生产过程中废水的来源 

page 34 

 螺旋霉素生产过程中

高浓度COD废水为萃取

后的残余水相和结晶后的

残余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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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放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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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中试厌氧罐的体积为5立方米，四个罐串联组成多级厌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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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厌氧反应器运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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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驯化时间的延长，有机负荷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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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级厌氧反应器各阶段各级平均COD浓度情况 

 随着驯化时间的延长，系统承受高浓度废水的逐步加强 
 最后阶段的COD浓度可以从15000降低至1500mg/L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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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法定性测定 
各阶段废水中的残留螺旋霉素 

page 38 
       

 1、2、3、4分别为各级厌
氧罐的样品 
 原：为进口废水样品 
 有：为用于螺旋霉素萃取的
溶剂 

 用相同量测定抗菌活性时，各

级罐中的残抗显著被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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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法定量测定 
各阶段废水中的残留螺旋霉素 

page 39 
       

名称 时间mim 峰面积 螺旋实际含量
（mg/L） 

螺旋霉素废水×30倍 
（3个时间是螺旋霉素的3个组

分，下同） 

7.353 14447 

41.8 9.010 7630 

13.257 3910 

1号×45倍 

6.175 8960 

27.2 7.573 5416 

10.652 4707 

2号×90倍 

5.800 3127 

19.5 7.249 3717 

10.454 23315 

3号×90倍 

6.081 5119 

20.0 7.128 2476 

10.176 22346 

4号×120倍 

5.843 6174 

11.3 7.530 5686 

10.188 10532 

 定量测定结果表明：螺旋霉素总降解率约73%，而

UASB厌氧处理的降解率仅为35%，提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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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霉素降解机制的研究—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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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Pharmaceut Biomed (2004) 

酸催化降解 

Anal Bioanal Chem (2010) 

光催化降解 

  根据已有的文献报道，结合我们的实验，
16元大环内酯结构的降解具有一定的难度 

 

 降解产物是否具有与螺旋霉素相似的诱导细
菌耐药性产生 

 

 为国家今后制定抗生素废水排放残留标准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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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抗生素生产和使用现状 我国抗生素废弃物处理现状 

1 
2 

3 
废水处理案例二： 

高浓度依替米星化学合成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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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依替米星化学合成废水 
中试试验 

目前使用的单级厌氧的处理
方法，其COD去除率为50%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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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级厌氧系统包括： 

配料系统 

主罐体部分 

加热控温系统 

 

 

高浓度依替米星化学合成废水 
中试试验---常州方圆制药 

中试装置规模：4×5t 
 

处理方式：连续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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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间 
（d） 

  停留时间
（d） 

平均进水COD浓度 
（mg/L） 

启动阶段 1~71 8 1797  

第二阶段 72~117 8 3961  

第三阶段 118~146 6 4399  

第四阶段 147~176 6 5649  

第五阶段 177~210 6 6087  

第六阶段 211~235 4.5 7326  

第七阶段 
 

236~241 4.5 10608  

方圆制药多级厌氧系统各阶段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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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厌氧系统各阶段各级相对于进水 
的平均COD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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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制的废渣处理小试研究结果 3 

pag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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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酵过程中产生的菌丝体 
 

发酵培养基中的固体物质 
 

后续分离纯化工艺中加入的不溶性盐类和助滤剂等 
 

含有大量残余抗生素 
 

特别是列入危险固废的废渣处理成本高昂 

发酵废渣中主要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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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废渣与废水混合成悬浮液，进入多级厌氧装置处理， 
考察其总COD的去除率、含固量去除率及产气效率。 

page 49 

案例一：阿卡波糖废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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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含固量为2%的菌渣
液： 

处理含固量为4%的菌渣液： 

 阿卡波糖废渣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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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级厌氧反应器各级产气及总产气量变化  

进料2%时，1号罐作为水解酸化罐，停止产气； 
进料4%时，外加酸化罐，1、2号罐成为主要产气场所 

进料为2%菌渣液 进料为4%菌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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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料总COD变化情况  

进料为2%菌渣液时，总COD去除率约90.7% 
 

进料为4%菌渣液时，总COD去除率约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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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前 

菌丝体完整清晰 

降解后 

菌丝断裂模糊 

 阿卡波糖菌渣降解前后显微形态观察及降解率  

有机物去除率高达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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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原菌渣 68 78 88 

残
抗

量
 m

g
/g

 

Day 

SPMⅠ 

SPMⅡ 

SPMⅢ 

经过两个多月的驯化，螺旋霉素去除率达到95% 

案例二：螺旋霉素发酵废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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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程中的菌丝体变化 

2%未处理菌渣液(*100) ~2%经厌氧处理后(*100) 
结论：经过多级厌氧反应器处理后，菌渣中菌丝几乎完全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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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厌氧系统中固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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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料 1 # 2 # 3 # 4 #  
2.0%

2.5%

3.0%

3.5%

4.0%

4.5%

固
含

量
（

百
分

含
量

）

 

 

Day 20

Day 30

Day 40

当进料的固含量维持在4%左右时，出料的固含量维持在
2%左右，即固含量约降低了一半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展望—高难度废弃物处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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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生命  呵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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