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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茵丝球为载体的SBR工艺生物强化处理效能

张斯，马放·

(1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150090；2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150090)

摘要：生物强化技术对于处理城市生活污水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迅速完成生化系统的启动，并能显著提高有机物

的去除率，减少固体物质的产生、强化硝化作用。直接投菌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所投加的特效微生物容易流失，

或易被其他微生物吞噬。固定化生物技术的应用，关键在于载体的选择。菌丝球是发酵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微生

物颗粒，它生物活性良好，沉降速度快、易于固液分离，能够较好地用于工业废水的处理。以菌丝球为载体，采用

混合菌种固定化技术，建立混合菌群组成的微生态环境，使各种固定化微生物协同发挥作用，必将成为废水处理领

域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以黑曲霉Y3形成的菌丝球作为生物质载体，对苯胺降解菌JH．9和快速COD降解菌群进行固定化，形

成具有较高苯胺、COD去除效能的混合菌丝球。在人工配水SBR小试过程中经过初期驯化阶段后，系统保持稳定

运行，出水苯胺无检出、COD去除率达80％左右，效果可与对照组的强化菌剂活性污泥SBR反应器相媲美。DGGE

分析表明，虽然以混合菌丝球为载体的反应器中微生物种群多样性要劣予活性污泥反应器，但功能菌群尤其是苯胺

降解菌，大量生长，单位体积的细菌数量较高，有利于生物强化和快速启动。另外，从污泥沉降时间、系统菌群优

势保持能力等方面对以菌丝球作为载体的SBR-r艺做了相应的评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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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模拟短期芘污染对土壤氨氧化微生物的影响

刘杰1，彭霞薇1'2，‘

(1．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100083：2．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100085)

摘要：本实验通过人工模拟土壤中PAHs(以芘为代表物质)污染，测定了短期内潜在硝化速率(PNR)在不同处理

时间不同处理浓度下的变化情况，并通过实时定量PCR手段比较了不同处理的amoA基因拷贝数。结果显示，芘的

加入在处理第3天表现出对PNR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模拟芘污染的土样的PNR均受到了抑制，抑制强

度随着芘浓度的升高而变强；当处理时间达到49天时PNR对芘浓度的响应符合指数式衰减模型；不同处理的AOA

和AOB中amoA基因拷贝数均无显著变化，证明短期芘处理不会改变氨氧化微生物群落丰度。

关键词：芘，硝化速率，实时定量PCR

Effects of Short-Term Pyrene Contamination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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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咖dy’the potential nitrification rate(PNR)of soil added with队Hs(pyrene够the representative substance)

short-term are measured deal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time an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pyrene，and by means ofreal-time

PCR comparing different treatments ofamoA gene copy numbers．The∞sul乜showed that the addition ofpyrene in the first

three days to demonstrate PNR role in promoting，with the time。the PNR of pyrene contaminated soil samples have been

inhibit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pyrene and becftme stronger；when the processing time up to 49 days，the

respond of PNR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pyrene found exponential decay model；11”amoA gene copy number of AOB or

AOA in no significant of different treatments．Change in the short-term pyrene treatment that will not change the abundance

ofammonia oxidation ofmicrobiaI communities．

Keywordsg Pyrene，Potential nitrification rate，real-time PCR

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简称PAHs)，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芳香环稠和

在一起构成的一系列有机物。PAHs的人为来源为各种矿物(如煤、石油、天然气)燃料、木材、纸以

及其他碳氢化合物的不完全燃烧或在还原条件下热解形成了PAHs的人为环境污染，特别是化石燃

料的燃烧是环境中PAHs的主要来源。目前PAHs作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具有以下特性而被各

国所关注：(1)PAHs具有极强的“三致”效应，即致癌性、致突变性及致畸性【1．21；(2)PAHs对微生物

的生长有强抑制作用【3J；(3)PAHs经紫外照射后毒性更大(光毒效应)。本实验采用四环的芘作为

鼢LHs的代表进行实验，其主要特点是理化性质在多数PAils中比较典型，如生物毒性、水不溶性和

微生物降解性。

硝化作用(nitrification)是氮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biogeochemical cycle)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可以分为氨到亚硝酸(氨氧化作用)和亚硝酸到硝酸(亚硝酸氧化作用)的两个转化过程，其中氨氧化作

用，是硝化作用的第一个反应步骤，也是限速步骤【4’5】。早期，氨氧化作用被认为只是由氨氧化细

菌(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AOB)完成的，直到人们在一株古菌的宏基因组中发现氨氧化酶基

因(ammonia-monooxygenase gene，amo)时，才意识到氨氧化古菌(ammonia-oxidizing archaea，

AOA)在氨氧化作用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近年来对AOA的研究逐渐展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还有很多问题有待阐明。

本实验的目的是通过模拟PAHs(以芘为代表性物质)在土壤中短期的污染，研究一般土壤微

生物，尤其是氨氧化微生物的响应；从而为今后应用氨氧化微生物评价PAHs污染的研究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采集及处理

本实验土样采自北京市大兴县多处用于作物种植的菜地，混合后经初步风干，过筛(筛孔大小：

2mm)处理，测定土样的田间持水量(maximumwaterholding capacity，MWHC)。

1．2芘的加入及硝化速率测定

向风干并过筛的土样中加入溶于丙酮的芘，按干土重计算使芘的终浓度依次为0，5，10，40，

100，200，500ppm共7个浓度处理，0ppm视为空白对照，加入芘后在通风厨中过夜放置使丙酮充

分挥发，所有浓度处理又分别分成3，7，2l，35，49天的5个时间处理，每个处理设3个重复装于

50ml离心管中，通过添加蒸馏水使各处理的含水量保持在田间持水量的50％“O％，pH自然，室温

避光放置，本实验共105个重复。

硝化速率(potential nitrification rate，PNR)的测定采用洳萘胺显色法16】，每个重复取59土于

50ml离心管中，加入20ml含有lmM(NH4)2S04和50mg／L NaCl03的PBS溶液，避光，170rpm震荡



中国生态学会微生物生态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暨国际研讨会

6h；加入2M的KCl 5mL浸提N02。，浸提液-20℃保存备用。样品检测通过加入洳萘胺和对氨基

苯磺酸l：l混合的显色液采用连续光谱酶标仪在540nm下进行。每个重复剩余的土样．80"C保存，用

于提取DNA及荧光定量PCR。

1．2 DNA提取及荧光定量PCR

每个重复取．80"12保存的土样0．59鲜重用于DNA提取，试剂盒为Bio 101 FastDNA SPIN Kit for

soil(Bio 101 Inc．，Calif．，USA)，方法参考该试剂盒说明书；DNA质量及纯度采用核算定量仪

(Nanodrop，Wilmington，Delaware，USA)检测，样品DNA．20℃保存备用。

AOA和AOB的关键酶的酶活位点基因(amoA)的荧光定量PCR采用iCyeler iQ5 PCR仪

(Bio．Rad，Calif．，USA)完成。PCR的251xi体系主要成分为：模板l p．1、SYBR Premix Ex Taq(Takara Bio

Ine．，Shiga，Japan)12．5山、引物各500riM。其中用于AOA扩增的引物分别为Arch-amoAF：

STAATGGTCTGGCTrAGACG，Arch．amoAR： GCGGCCATCCATCTGTAT GTt“。用于AOB扩

增的引物分别为amoA．1F：GGGGTTTCTACTGGTGGT，atffoA一2R：CCTCKGSAAAGCCTTCTTC[引。

AOA的PCR程序为94℃，30s：40循环94℃10s，53℃30s，72℃60s，83。C 15s(收集荧光)；72℃，

15s：溶解程序是从53．940C，每循环升温0．50C，持续15s。AOB的PCR程序为94℃，2min；40

循环94℃30s，55℃45s，68℃30s，83。C 15s(收集荧光)；72"C，60s；溶解程序是从55．940C，每

循环升温0．50C，持续15s。

用于构建AOA和AOB标准质粒的基因均由本次实验土样扩增出，与GenBank数据库序列比

对相似度均达到99％。AOA标准曲线的扩增效率为111．5％，R2=0．978，斜率为．3．073；AOB标准

曲线的扩增效率为91．4％，彰=O．988，斜率为．3．547。

2．结果

2．1硝化速率结果

不同芘浓度及时间处理的PNR抑制率结果如图l所示，正值表示抑制效果，负值表示促进效果。

PNR抑制率算法如下：

抑制率=(空白对照PNR-处理PNR)／空白对照PNRx 100％

由图1可以看出不同浓度的处理在第3天的时候都表现出了对PNR明显的促进作用随着浓度的

增加，促进作用减弱；在第7、2l、35、49天的时候，每个处理都表现出对硝PNR的抑制作用，随

着芘浓度的升高，抑制作用加强，芘浓度大于200ppm后抑制作用无显著差异；总体抑制效果在第

7、2l、35天无显著差异，当处理时间达到49天时抑制达到恒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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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49天PNR对芘浓度的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满足指数式衰减(Exponential Decay)模

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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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土样及处理15天的土样进行AOA和AOB中amoA基因的荧光定量分析．结果如图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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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图3可知，AOA中amoA基l捌的拷贝数分靠在I 63 2 3】×108内，比分布存344_5 06x107范

围内的AOB中amoA基固拷州数大概高出1个数量级；但不同浓度的芘和小同处理时州都没有显

著地改变AOA或AOB中amoA基陶拷叭敬。

3．讨论

图l中除第3天处理的各葩浓度处理都表现山促进作用外，其余备时间处理都表现出丁小削程

度的抑制作用，对出现这种现象的讨论如下：芘在非常短期(如I-3犬)的作用过程一}一可能还没有

表现出非常强的生物毒性．相反，这种物质的加入可能恰恰为土壤中微牛物抵御外界环境突然改蹙

(如本实验的人工模拟处理)带来的冲击中提供某种有利刚素。并在一定程度r刺激了氨氧化微生

物的生长或者氨氧化酶的活性：但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如】周以后)，土壤微生物适应了外界环境

的冲击，芘的存在就成为了影响生物活性的主要冈桑，其牛物毒性的作用使得荇处理分别表现出了

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芘浓度的升高．抑制作用呈现加强的趋势。

例2中数据是模拟芘污染49天的结果，随着芘浓度的升高，PNR明显降低，进行曲线拟台结

果显示符合指数式衰减模型，当芘浓度大丁100ppm后，PNR无明显变化。根据荧光定龟PCR结果

可知，芘对PNR的抑制不是冈为降低了氨氧化微生物的中度；凼为芘也可能是氧氧化酶的一种底物，

所以该现象可能完全是酶学上的竞争或非竞争抑制的结果”J。

对原始土样和】5天处理十样的amoA基因荧光定量PCR分析结果显小，AOA中的amoA基囡

拷毗数平均高于AOB中amoA基困拷贝数约1个数量级．但分别比较小同时间和浓度处坪的AOA

或AOB t”amoA基因拷贝数时，没自表现出显苫差异。可以看山，对r短期的模拟眈村染还不足

以改变AOA或AOB的群落丰度。

另外．PAHs虽然难被微生物降解，但具有降解PAHs能力的微生物在环境尤其是土壤环境中还

是广泛存在的，对于如芘这样的4环或4环以上的PAHs，微生物不能通过步氧化进行降解，但

可以通过共代谢的方式进行氧化降解”⋯，从而为其他微生物如氨氧化微生物提供碳源。如此来，

环境中的PAHs在特定情况F(如碳源极度旺乏的环境)还是可能为微生物的生存发挥有利作用的。

^刊-o≈∞ld8v涮专耐一品粘医等吾E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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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及展望

本实验通过人工模拟土壤中PAlls(以芘为代表物质)污染，测定了短期内氨氧化微生物活性，

即PNR在不同处理时间不同处理浓度下的变化情况，并通过荧光定量PCR手段比较了不同处理的

amoA基因拷贝数。

芘的加入在人工处理最初期有利于微生物抵御环境冲击，并刺激氨氧化微生物的活性，表现出

对PNR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模拟芘污染的土样的PNR均受到了抑制，抑制强度随着芘

浓度的升高而变强。对该现象的解释还需进一步研究，找出更多更明确的证据，从机理上阐明。

当处理时间达到49天时芘对PNR的抑制达到极大值，PNR对芘浓度的响应符合指数式衰减模

型，当芘浓度>100ppm后，PNR无显著变化。对氨氧化酶纯酶的研究将会更深刻的解释模拟短期芘

污染对PNR的抑制机理。

AOA或AOB中amoA基因拷贝数在不同时间及芘浓度处理中均无显著性变化，表明本实验设

计的时间见跨度还不能满足长期处理的要求，为了观察到PAHs对氨氧化微生物群落丰度及结构的

影响，可能需要时间更长的模拟实验或者将采样点选在PAHs长期污染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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