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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立体循环一体化氧化沟除磷脱氮
工艺中影响厌氧释磷的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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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考察了厌氧-立体循环一体化氧化沟工艺 (AN-IODVC)中厌氧释磷效果及诸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

明 , AN-IODVC除磷脱氮系统中好氧污泥的 VSS M/ LSS值比厌氧污泥小 ,好氧污泥含磷量与厌氧污泥含磷量的差值和 TP

去除率 、厌氧磷释放率及厌氧 ORP呈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 厌氧磷释放的最佳条件为:污水 COD /TP >55, 维持厌氧区

ORP低于 - 400 mV。

关键词　污水处理　生物除磷　厌氧磷释放　活性污泥

中图分类号　X7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241(2006)05-0048-06

Param eters affecting anaerob ic phosphorus release in an

anaerob ic-integrated ox idation d itch w ith vertica l c irc le regmi e system

W ang Shume i　Liu Junxin
(Research Cen ter for E co-Environm en ta lS cien ces, Ch inese Academ y of S ciences, Bei jing 1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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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生物除磷脱氮技术已经成为控制水体富营

养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传统生物除磷技术主要是通

过排除高含磷污泥的方式达到从污水处理系统中除

磷的目的 ,因此 ,除磷效果与富磷污泥的含磷率及剩

余污泥的排放量 (污泥龄 )有关 ,且短的污泥龄是保

证系统良好除磷效果的前提
[ 1]
。然而 ,短泥龄不仅

意味着大量的富磷剩余污泥需要处理 ,增加污水处

理厂的投资和运行费用 ,而且短的泥龄直接影响硝

化效果进而使脱氮效果降低 ,使得常规生物除磷脱

氮工艺很难达到除磷和脱氮效果均好的状态
[ 2]
。

在富磷剩余污泥处理过程中 ,污泥吸附的部分磷会

释放到污泥液中 ,若不能有效地处理 ,将造成磷的二

次污染 。根据聚磷菌的特性 ,可以在污水处理工艺

中将磷酸盐富集在厌氧段的上清液中 ,通过排除富

磷上清液达到除磷的目的 ,同时可以有效克服污泥

龄对硝化效果的负面影响
[ 3]
,而且富磷水可通过化

学法处理而达到回收磷的目的 。由于富磷水的浓度

高 、水量小 ,单独对其进行化学处理比对全部污水进

行化学除磷要经济得多。立体循环一体化氧化沟

(IODVC)工艺在长污泥龄条件下运行具有良好的

脱氮效果
[ 4]
,但除磷效果不稳定 。本研究在 IODVC

工艺的基础上增加厌氧柱 ,形成了厌氧-立体循环一

体化氧化沟组合工艺 (AN-IODVC)。AN-IODVC工

艺在维持 IODVC系统的长泥龄运行来保证脱氮的

基础上 ,通过排除厌氧柱上清液 (富磷污水 )除磷 ,

实现了在长泥龄下的同时除磷脱氮 。与传统的生物

除磷脱氮工艺相比 ,其特点一是除磷效果不依赖于

污泥龄 ,剩余污泥量少 ,可降低污泥处理费用;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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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保证了硝化菌的生长条件 ,可使脱氮除磷效果

同步达到最佳。

在 AN-IODVC组合工艺中 ,污泥在厌氧 、缺氧和

好氧区间循环 ,而制约工艺除磷效率提高的关键是

厌氧释磷的效果。因此 ,本研究重点对 AN-IODVC

工艺中厌氧释磷的影响因素及其污泥特性进行考察

和分析 ,以获得工艺的最佳控制条件 ,为该工艺的应

用奠定基础 。

1　试验条件与分析方法

1. 1　试验装置及试验条件

本试验采用连续运行和批量运行 2套试验装置。

1.1.1　连续运行试验工艺装置

该装置(见图 1)是在立体循环氧化沟前面增加厌

氧柱 ,形成 AN-IODVC组合工艺 ,厌氧柱及立体循环一

体化氧化沟均采用有机玻璃制做 ,总有效容积分别为

12 L和 37 L,处理流量为 2. 4 L /h。试验运行过程中水

温为 21 ～ 28℃,控制 IODVC好氧区的 DO>2mg /L。

1.1.2　批量试验装置

AN-IODVC系统中微生物间的各种生化反应关

系错综复杂 ,所以有必要通过控制外部条件 ,单独对

其污泥的吸磷 、放磷特性进行考察和验证。批量试验

装置 (见图 2)有效容积为 2. 5 L的底口瓶 ,配备电磁

搅拌器 、曝气泵及曝气砂头 ,通过控制搅拌和曝气时

间实现厌氧 /缺氧 /好氧的转化 ,批量试验在实验室室

温下进行。试验用水与连续运行试验相同 ,均为生活

污水 。试验用污泥取自连续运行的 AN-IODVC系统

的好氧区混合液 ,经 30 m in沉淀后用于批量试验。

定时取样测定 SP、NO x-N(NO 2-N +NO 3-N)及 NH3-N

浓度 ,并连续监测混合液 DO、OPR及水温。

1. 2　工艺原理及运行方式

常规生物除磷就是利用聚磷菌能够过量地 、超

出其生理需要地从外部摄取磷 ,并将磷以聚合形态

储藏在体内 ,形成高磷污泥而排出系统 ,以达到污水

除磷的效果 。

图 1　AN-IODVC试验装置及工艺流程示意图

F ig.1　Schem a tic diag ram o f the AN-IODVC system

图 2　批量试验装置示意图

F ig.2　Schem a tic diag ram of the ba tch expe rim en tal sy stem

聚磷菌大量储存聚磷酸盐的能力只有在好氧-

厌氧交替循环的环境中才会得到发展。这是因为聚

磷菌具有独特的特性
[ 1]
:在厌氧条件下分解体内聚

磷并将其以磷酸盐的形式释放到液相 ,利用聚磷分

解提供的能量摄取废水中的溶解性有机物 ,合成并

储存 PHB;而在好氧条件下消耗碳源储存磷酸盐的

独特能力。研究表明 ,磷的厌氧释放是好氧吸收和

除磷的前提条件 。由于聚磷菌的厌氧释磷特性 ,使

得除磷工艺中厌氧池上清液中具有很高的磷酸盐浓

度 ,有时厌氧上清液含磷量甚至高达 100 mg /L,因

此 ,可以通过排出富磷上清液达到除磷的目的 。

本试验工艺采用连续运行的方式 ,污水首先进

入厌氧柱内 ,使进水中的低分子有机物首先被聚磷

菌利用 ,保证充分释磷 。释磷后的污泥混合液进入

IODVC内完成吸磷和脱氮过程 ,出水从 IODVC的沉

淀区排出 ,沉淀后的富磷污泥回流至厌氧柱内继续

释磷。

运行过程中厌氧污泥量占系统总污泥量的

20% ～ 30%, 排出富磷水量占进水量的 10% ～

20%,系统排泥量很小 ,主要是为了维持系统内稳定

的污泥浓度 。　　

1. 3　试验水质

试验用水为城市生活污水 ,取自北京市某生活

小区外的污水检查井 。为了保证生物除磷脱氮对碳

源的需求 ,在试验中加入适量乙酸钠。试验期间的

污水水质如表 1所示 。

1. 4　分析方法

COD采用 CTL-12型化学需氧量快速测试仪 ,

pH 采用 pHS-3C型 pH计 , ORP采用 WTW ORP仪

(德国 )连续监测 ,溶解氧采用 YSI52型 DO仪 (美

国 ), NH3-N采用纳氏试剂光度法 (420 nm ), NO 2-N

采用 N-(1-萘基 )-乙二胺光度法 (540 nm), NO 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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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220 nm , 275 nm), TN采用过

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 (220 nm , 275 nm), TP

采用过硫酸钾消解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700 nm),分

析方法同《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中相关物质的

分析方法
[ 5]
。

表 1　试验期间进水水质表

Tab le 1　W astewater character ist ic s during the exper im en t

参数 范 围 平均值 ±标准偏差

COD (mg /L) 236 ～ 892 530±153

BOD5(m g /L) 190 ～ 650 349±118

NH3-N (m g /L) 56. 35 ～ 148. 91 78. 84±14

TN (m g /L) 60. 60 ～ 153. 84 84. 20±13

NO x-N (m g /L) 0. 09 ～ 7. 11 3. 01±1. 1

TP (m g /L) 4. 81 ～ 21. 0 10. 39±2. 7

SP (m g /L) 4. 73 ～ 17. 27 7. 07±1. 8

COD /TN 2. 89 ～ 11. 29 6. 24±2. 0

COD /TP 26. 73 ～ 89. 63 53. 20±18

2　结果与讨论

2. 1　污泥特性分析

2. 1. 1　活性污泥性能指标

在 AN-IODVC除磷脱氮系统中 ,随着厌氧-好

氧-缺氧过程的交替进行 ,活性污泥性能指标在各反

应区内也呈现细微的变化 ,试验运行期间监测结果

如表 2所示 。

表 2　AN-IODVC系统中活性污泥性能指标及污泥含磷量

Tab le 2　Charac ter ist ics and phosphorus conten t of

the sludge in the AN-IODVC system

范 围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循环区 M LSS (g /L) 2. 09～ 3. 64 2. 84±0. 47

M LVSS (g /L) 1. 65～ 2. 93 2. 28±0. 38

M LVSS M/ LSS (%) 79. 2～ 81. 3 80. 3±0. 6

厌氧区 M LSS (g /L) 1. 44～ 3. 02 2. 10±0. 43

M LVSS (g /L) 1. 20～ 2. 56 1. 75±0. 37

M LVSS M/ LSS (%) 81. 3～ 85. 3 83. 2±1. 1

污泥龄 (d) 17～ 29 24±4

COD负荷(kg COD /kg VSS d) 0. 14～ 0. 56 0. 30±0. 13

TN负荷(kg TN /kg VSS d) 0. 028～ 0. 069 0. 041±0. 011

TP负荷(kg TP /kg VSS d) 0. 005～ 0. 011 0. 007±0. 002

厌氧污泥含磷量(%) 1. 77～ 3. 17 2. 60±0. 63

好氧区污泥含磷量(%) 3. 01～ 5. 60 4. 02±0. 93

　　由表 2可知 ,在 AN-IODVC系统运行过程中 ,循

环区好氧污泥的 MLVSS M/ LSS较厌氧污泥稍小 ,而

好氧污泥含磷量比厌氧污泥含磷量高 。这种差异与

AN-IODVC系统的运行方式及聚磷酸盐和 PHB的

转化过程有关
[ 6]
。 AN-IODVC系统中特殊的混合液

循环流动方式以及厌氧柱的设置 ,使系统中的微生

物能够经历完整的厌氧-缺氧-好氧过程 ,为聚磷菌

(PAO)的生长提供适宜条件。在厌氧区 , PAO在释

放磷酸盐到液相的同时消耗液相中的有机物 ,并转

化成大量的 PHB储存于 PAO细胞内;而在好氧区 ,

伴随着细胞体内磷酸盐增加的同时 ,储存在细胞体

内的 PHB以及在厌氧区被吸附的有机物将被异化为

CO 2或同化为生物物质 。正是由于好氧污泥内储存

了浓度相对较高的聚磷酸盐无机物 ,其 MLVSS M/ LSS

会低于储存 PHB的厌氧污泥 ,这种非生物基质内储

物的存在是导致除磷系统好氧污泥与厌氧污泥特性

差别的关键因素 。当 TP负荷为 0.011 kg TP /kg VSS

 d时 ,厌氧区污泥含磷量只有 2%左右。释磷的同

时 PAO在体内储存大量 PHB ,而循环区污泥含磷量

增至 6%,相当于细菌体内聚磷酸盐含量由 5%增至

15%
[ 7]
。与 Smolders等

[ 8]
报道的污泥含磷量高达

23%相比 , AN-IODVC系统中好氧污泥的含磷量并不

高 ,但在运行中却能够达到出水TP<1mg /L,这主要

是因为该系统一直在长泥龄下运行 ,采用排出厌氧富

磷水除磷 ,降低了好氧吸磷负荷 ,所以可以在污泥含

磷量较低的条件下实现除磷 。

2. 1. 2　污泥吸 /释磷特性分析

为了定量考察 AN-IODVC系统中活性污泥的吸 /

释磷特性 ,利用批量试验对连续运行系统的污泥进行

了厌氧 /好氧的释 /吸磷特性研究 ,结果如图 3所示。

图 3　N、P及 COD的周期变化曲线

F ig.3　Typical mea su red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COD pro files during an aerob ic-anaerobic cyc le

图 3为一个典型的吸 /释磷试验结果曲线 ,在好

氧阶段 , 随着 COD的快速降低 ,溶液中 PO4-P及

NH3-N的浓度迅速降低 , NO x-N浓度逐渐增加 ,到好

氧结束时 ,溶液中 PO4-P及 NH3-N的浓度接近零 ,

而 NO x-N浓度达到最大。进入厌氧阶段后 ,由于加

入碳源 (乙酸钠 ), COD达到 600 mg /L, NO x-N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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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减少 , PO4-P迅速被释放到溶液中 ,伴随着 COD

的快速降低 ,最大释磷速率为 3. 72 g P /kg VSS h ,

随后磷释放速率逐渐降低并趋于稳定 。在整个过程

中 ,好氧吸磷需时 5 h,而厌氧释磷的速率在第 1 h

最大 ,此后逐渐降低。

通过相关分析 ,好氧污泥含磷量 (P好 )与厌氧污

泥含磷量(P厌 )的差值 (ΔP =P好 -P厌 )与 TP去除

率 , SP释放率及厌氧区 ORP呈显著正相关 (表 3),

与 COD负荷 、COD /TP等参数正相关 ,而与 TP负荷

呈微弱负相关。 TP去除率与 P厌氧释放率呈显著

正相关 , TP去除率及厌氧磷释放率均与厌氧区 ORP

显著负相关 ,但与污泥龄的相关性均只有微弱相关

性 ,尤其是厌氧磷释放率与污泥龄的相关性只有

- 0. 008, TP去除率与 SRT的相关性也只有 0. 324,

这说明由于本系统采用排除富磷水的方式达到了除

磷的目的 ,污泥龄对 TP去除率的影响已经很小。

表 3　污泥含磷量与进水负荷 、 SRT和 ORP等相关性分析

Tab le 3　Corre lat ion s between sludge phosphorus con ten t, load ing ra tes, SRT and ORP

Pearson相关系数 ΔP TP负荷 COD负荷 COD /TP TP去除率 P厌氧释放率 SRT

TP负荷 -0. 215 1

COD负荷 0. 746 0. 007 1

COD /TP 0. 765 - 0. 433 0. 880* 1

TP去除率 0. 817* - 0. 620 0. 684 0. 892* 1

P厌氧释放率 0. 958** - 0. 440 0. 684 0. 785 0. 864* 1

SRT -0. 190 - 0. 689 - 0. 338 0. 043 0. 324 - 0. 088 1

ORP - 0. 893* 0. 489 - 0. 802 - 0. 950** -0. 971** - 0. 909* - 0. 114

　　*双尾置信水平 0. 05显著相关;**双尾置信水平 0. 01显著相关

2. 1. 3　AN-IODVC系统内的生物相

取运转良好 AN-IODVC系统中循环区混合液进

行镜检结果表明 ,该系统菌胶团絮凝体密实 、颗粒

大 ,污泥中含有大量累枝虫 、钟虫和轮虫等 ,且个体

大 ,极为活跃 (图 4),同时对循环区混合液中的微生

物相种群结构进行分析 (取样体积 50 μL),结果显

示 ,该系统混合液中含有多达 19种的原后生动物

(表 4),原生动物密度达到 2. 52×10
7
个 /L。说明

AN-IODVC除磷脱氮系统在厌氧 /好氧的交替过程

中能够维持理想的微生物生态 。

图 4　AN-IODVC系统中的原生动物

F ig.4　P ro to zoas in the AN-IODVC system

2. 2　厌氧释磷率的影响因素

在生物除磷过程中 ,厌氧释磷是关键环节 ,本试

验结果显示 , TP去除率与厌氧磷释放率在双尾置信

区间 0. 05水平显著相关(表 3)。影响厌氧释磷的

因素很多 ,主要因素包括硝态氮 (NO x-N)、溶解氧

(DO)、碳源 、负荷 、温度和 ORP等。在本研究中 ,试

验在实验室内室温下进行 ,水温随季节变化 (16 ～

28℃),控制好氧区 DO >2 mg /L;水质条件和负荷

条件分别见表 1和表 2。本试验重点考察 NO x-N、

碳源和 ORP的影响 。

2. 2. 1　NO x-N对厌氧 PO
3 -
4 -P释放率的影响

在试验系统中 ,污泥在好氧 、缺氧和厌氧间循环

(图 1), 回流污泥中会携带部分 NOx-N进入厌氧

柱 。当回流污泥与进水混合后 ,首先发生反硝化反

应 ,在 NO x-N基本被去除后 ,释磷反应发生。为了

考察 NOx-N对厌氧释磷的影响 ,对厌氧柱出水中

NO x-N浓度和污泥的释磷效率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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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AN-IODVC中原后生动物的群落结构

(取样体积 50 μL, MLSS=3500 m g /L)

Tab le 4　P rotozoa commun ity structure in the AN-IODVC

system(Sample volum e=50 μL, MLSS=3500m g /L)

原后生动物 数量

纺锤半眉虫(Hem ioph rys fusidens) 4

近亲殖口虫(Gonostom um aff ine) 2

线虫(N em atode) 2

有肋盾纤虫(Aspid isca costa ta) 4

单核斜叶虫(Loxophyllum uninuclea tum) 2

彩盖虫(Opercu lar ia phrygan eae) 24

点钟虫(Vorticella picta) 4

微盘盖虫(Opercu laria m icrod iscum) 20

集盖虫(Opercu laria coa rctata) 478

钝漫游虫(Li tonotus ob tusu s) 28

弯钟虫(Vor ticella ham a ta) 4

伪尖毛虫(Oxy tricha fa lla x) 40

褶累枝虫(E pistylis plica ti lis) 16

纺锤全列虫(Ho lost icha kessleri) 9

瓶累枝虫(E pistylis urceolata) 36

湖累枝虫(Episty lis la cu stris) 564

差异瘦尾虫(U roleptus d ispar) 16

猎半眉虫(Hem iophrysm eleagris) 5

龙骨漫游虫(Li tonotus carina tu s) 2

总 数 1260

原后生动物密度(个 /L) 2. 52×107

图 5　AN-IODVC中厌氧区 NO x-N

与 ORP及 SP释放率的关系

F ig.5　Variations of ORP and phospho rus release

rate w ith spec ified NO x-N concentration in the

anaerob ic co lumn of the AN-IODVC sy stem

图 5表明 , NOx-N对释磷效果有显著影响 ,随着

厌氧出水中 NOx-N的出现和浓度增加 ,释磷率迅速

下降 。当出水中 NO x-N浓度达到 3mg /L左右时 ,释

磷率变为负值 ,表明出现反硝化吸磷现象。

此外 ,由图 5可知 ,随着厌氧出水中 NOx-N浓

度的增加 ,厌氧柱内 ORP升高。在 NOx-N浓度为

3 mg /L左右时 , ORP大约为 - 300 mV。而厌氧柱内

污泥的释磷率为负值 (即吸磷)时 ,对应的 ORP值高

于 -300mV。

本试验结果表明 ,要维持 AN-IODVC系统具有

良好的释磷和除磷效果 ,必须控制回流污泥中 NOx-

N的含量 ,或适当延长厌氧停留时间。

2. 2. 2　厌氧区氧化还原电位(ORP)

为了考察厌氧环境对厌氧磷释放率的影响 ,对

厌氧柱内 ORP进行了连续监测 。试验中发现厌氧

区 ORP与厌氧磷释放率有较好的相关性 , ORP越

低 ,厌氧磷释放率越高。影响 ORP 值的因素除

NO x-N外 , DO也是主要因素。根据图 5的试验结

果 ,选择 NO x-N浓度低于 1. 5 mg /L的条件下考察

厌氧柱内 ORP与磷释放率的关系 (图 6)。由于排

除了 NO x-N的影响 ,厌氧柱 ORP的降低主要是回流

污泥携带溶解氧所致 。由图 6可知 ,磷的释放率随

着 ORP值的升高而降低 。当 ORP值高于 - 300mV

后 ,释磷基本停止 ,并出现吸磷现象 。

图 6　厌氧磷释放率与厌氧柱内 ORP的关系

F ig.6　Varia tion o f phosphorus re lease ra te

w ith specified ORP in the anaerob ic co lume

ORP反映了厌氧柱内的厌氧程度 ,在厌氧区存

在溶解氧 、NO x-N或其他氧化物时都会导致 ORP升

高 ,从而降低厌氧区的磷释放率。此结果将有助于

利用 ORP作为厌氧释磷自动控制指标的建立。

2. 2. 3　进水 COD /TP

污水生物除磷脱氮系统中厌氧释磷和反硝化均

需要有机物作为碳源 ,因此 ,污水中的有机物含量会

影响生物除磷脱氮系统的效果。但是 ,过高的有机

物浓度会影响硝化效果 ,导致脱氮效果降低
[ 9]
。因

此 ,在生物除磷脱氮工艺设计中 ,进水有机物浓度与

氮 、磷的比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已有研究表

明 , 在污水生物除磷系统中 , 一旦进水 COD /TP

<50,就很难稳定保证出水 TP<1 mg /L
[ 10, 11]

。

本试验中也观察到厌氧 PO
3 -
4 -P的释放率随着

COD /TP的增加而增加 (图 7)。统计分析表明 ,厌氧

PO
3 -
4 -P的释放率与 COD /TP的相关关系在双尾置信

水平 0. 01显著相关(表 3)。主要原因是厌氧区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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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率主要取决于进水中可被 PAO利用的有机物的含

量的多少 ,即 COD /TP越高 ,厌氧磷的释放率越高 。

图 7　进水 COD /TP对厌氧 PO 3-
4 -P释放率的影响

F ig.7　E ffec t of COD /TP on phosphorus release ra te

本试验结果也表明 ,在 TP负荷为 0. 007 kg TP /

kg VSS d (0. 005 ～ 0. 011 kg TP /kg VSS d)的条件
下 , COD /TP >55时 ,厌氧磷释放率达到 200%以上 ,

并趋于稳定。进一步增加 COD /TN及 COD /TP,厌氧

释磷率的增加速率逐渐缓慢并趋于稳定。这是因为
在厌氧区剩余的 COD进入好氧区会被聚糖菌 (GAO)

等其他异养菌利用并促进其快速增长而抑制 PAO的

生长 ,使释磷率及除磷效果降低。但是当 COD /TP <
30时 ,由于碳源不足 ,进入厌氧区的 NOx-N和 DO不

能被消耗 ,导致磷的释放停止甚至出现吸磷现象。

除了考察碳磷比对释磷率的影响 ,还就不同碳
源对污泥吸 /释磷的影响进行研究 ,试验中分别投加

了乙酸钠和葡萄糖作为碳源 ,使试验开始时 2个试

验装置中的 COD浓度相等 , COD /TP >60 , pH 7. 5

～ 8. 5, 温度为 20 ～ 23℃。试验结果 (图 8)表明 ,以

乙酸钠为碳源时 ,磷迅速被释放 ,并且释磷速率逐渐

降低 ,趋于稳定 ,最大释磷速率达到 12. 35 g P /kg

VSS h , 以葡萄糖为碳源时 ,厌氧开始后的 0. 5 h

内几乎没有磷的释出 ,半小时后磷开始缓慢释放 ,最
大释磷速率也只有 1. 62 g P /kg VSS h。

图 8　不同碳源对厌氧磷释放的影响

F ig.8 E ffec ts o f carbon source s on phospho rus re lease

3　结　论

(1)经历厌氧-好氧-厌氧周期 ,伴随 COD的变

化污泥有明显的吸磷和放磷过程。 AN-IODVC污水

生物除磷脱氮系统特殊的物质转化方式导致该系统

具有特殊的活性污泥性能 ,即好氧污泥的 MLVSS /

MLSS值比厌氧污泥小 。好氧污泥含磷量比厌氧污
泥高 ,其差值和 TP去除率 、厌氧磷释放率及厌氧

ORP呈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

(2)生物相镜检的结果表明 , AN-IODVC除磷脱

氮系统具有良好的微生物生态 。

(3)在 AN-IODVC工艺中 ,污水水质 (如 COD /

TP)、NO x-N含量及厌氧区 ORP对厌氧磷释放效果

有显著影响 ,本试验结果表明 ,厌氧释磷的最佳条件

为:COD /TP >55,厌氧区 NO x-N浓度低于 3 mg /L,

厌氧区 ORP低于 - 400 mV。
(4)投加不同碳源对厌氧磷释放的诱导效果不

同 ,本试验结果表明 ,投加乙酸钠为碳源时的厌氧磷

释放速率明显好于投加葡萄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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