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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氮菌剂在低溶解氧黑臭水体中氮代谢特征

赵志瑞1，2，3，4，刘硕1，李铎1，李海萍5，李方红1，张佳瑶2，白志辉2*

( 1． 河北地质大学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石家庄 050031; 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 3． 河北省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与开发重点实验室，石家庄 050031; 4． 河北省高校生态环境地质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石家庄 050031; 5． 河北科技

大学理学院，石家庄 050018)

摘要: 研究在低溶解氧浓度下氨化细菌、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氮代谢能力，明确不同菌剂脱氮效率和氮转化关系，为大湾区

黑臭水体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不同菌剂浓度和不同底物浓度，检测筛选出的氨化细菌( Staphylococcus sp. Ay) 、硝化细菌

( Microbacterium sp． Xw) 和反硝化细菌( Arthrobacter sp． Fy) 制成的菌剂在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水中的氮代谢特征; 然后在低溶解

氧条件下，研究不同 Ay、Xw 和 Fy 菌剂浓度在同浓度黑臭水体中氮代谢变化情况、以及相同菌剂浓度在不同浓度黑臭水体中

的氮代谢特征． 结果表明: Ay 菌剂细菌浓度增加 3 倍，氨化效率没有成倍增加，说明增加氨化细菌浓度不是增加氨化速率的最

佳方法; Xw 菌剂对硝态氮浓度变化影响显著，低菌剂浓度条件下 60 h 硝态氮浓度增加 180%，高菌剂浓度为 231%，Fy 反硝化

效率较高，在较低浓度下能很快去除硝态氮． 总氮浓度的适当提高可以增加 Ay 菌剂的氨化效率，过高会抑制 Ay 菌剂的氮氮

代谢效率． Xw 菌剂硝态氮的生成率在总氮浓度 25 mg·L －1条件下达到最好效果，浓度提高3 736% ; Fy 菌剂对氨氮去除效果不

明显． 总氮浓度为 25 mg·L －1时，Fy 菌剂对硝态氮的去除达到最好效果． 得出: 氨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原菌剂直接投加，氮代谢

速率较高，硝化细菌菌剂浓度增加，可以提高硝态氮生成速率． 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底物浓度可以增加菌剂氮代谢效率，浓度

过高将抑制氮代谢效果，可为大湾区黑臭水体问题的解决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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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al with low dissolved oxygen black odor water bod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the
nitrogen metabolic capacity of ammoniated bacteria， nitrifying bacteria and denitrifying bacteria under low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was studied，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itrification efficiency and nitrogen conversion of different bacteria was
clarified，which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black odor water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Nitrogen conversion characteristics of ammoniated bacteria ( Staphylococcus sp． Ay) ，nitrifying bacteria ( Microbacterium sp． Xw) ，and
denitrifying bacteria ( Arthrobacter sp． Fy) in simulated wastewater were detected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bacteria an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s． The nitrogen metabolism of Ay，Xw and Fy in black odor water at the same concentration under low
dissolved oxygen condi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itrogen metabolism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black odor water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of Ay bacterium agent increased three times，but the ammoniation efficiency did not
multiply． It indicated that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ammoniated bacterium was not the best way to increase the ammoniation rate．
Xw bacteria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hange of nitrate concentration． At 60 h ，the nitrate concentration was increased 180% at
low bacterial concentration，was 231% at a high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Fy denitrification efficiency was high，that nitrate nitrogen can
be removed quickly at lower concentration． Appropriate increase of tot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 can increase the ammoniation efficiency
of Ay microbial agent，but too high would inhibit the nitrogen metabolism efficiency of Ay microbial ag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nitrate
nitrogen of Xw bacterium reagent was increased ( 3736% ) when the total nitrogen was 25 mg·L －1 ． The Fy microbial agent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ammonia nitrogen removal． When the tot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 was 25 mg·L －1，the removal rate of nitrate by Fy
bacterium was the best． Overal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ammoniated bacteria and denitrifying bacteria could meet
the need of nitrogen metabolism，and the nitrifying bacteria could increase the nitrate nitrogen synthesis rat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nitrifying bacteria． In a certain range，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coul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nitrogen
metabolism of bacterial agents，and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would inhibit the effect of nitrogen metabolism． The study provide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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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for the problem of black odor water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 words: low dissolved oxygen; black odorous water body; denitrifying agent; nitrogen metabolism;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宣布成立，并明确提

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1］． 随着大湾区部分城市航运业、养殖业的高速

发展，区域水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水质状况不

容乐观［2］．
水体黑臭是水体在有机污染情况下［3］，产生氨

气、硫化氢和有机酸等恶臭物质以及铁、锰和硫化

物等黑色物质所致［4，5］． 黑臭水体由于严重缺氧，水

体中大量生物无法生存，水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失去自净功能［6，7］． 黑臭水体治理方法有物理法、
化学法和生物法，生物法中的微生物在生物修复

中发挥重要作用［8］． 罗家海［9］在研究珠江广州河

段局部水体黑臭时也提出，珠江广州河段溶解氧

低，局部水体黑臭的主要原因是水体中氨氮太多，

大量消耗水中的溶解氧所致，降低氨氮的含量对

提高河水的溶解氧至关重要． 其他学者也提出影

响水体污染的因素中氮类物质占据重要地位，特

别 是 NH +
4 -N，许 多 水 体 恶 化 都 和 其 关 系 密

切［10，11］． 2018 年李骏飞等［12］监测广州市石井河

监控断面显示，氨氮最高达到 30. 4 mg·L － 1，溶解

氧仅为 0. 12 mg·L － 1，其它监控断面显示溶解氧浓

度多数小于 1 mg·L － 1 ，氨氮浓度大于 10 mg·L － 1

水体黑臭现象严重． 除去黑臭水体中的氮素，需要

曝气增加水体中的溶解氧，大功率的曝气补充溶

解氧增加了治理费用，如何较少运行费用是黑臭

水体长期治理亟需解决的问题［13］．
对于黑臭水体的治理，与物理化学法比较，微

生物法因投资少、运行费用低和无二次污染等优

点而被 广 泛 用 于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工 程 中［14］． Sheng
等［15］利用光合微生物菌剂治理山东昌邑的堤河，

结果显示在 5 个月的治理周期中，取得了较好效

果，S2 － 浓度从 2. 9 mg·L － 1 降为 0. 2 mg·L － 1 ． 沙昊

雷等［16］在常州市白荡浜黑臭水体生态治理工程中

添加微生物底质改良剂以促进底泥中无机硫的矿

化进程，在项目运行过程中，水体透明度由 15 cm
提升至 30 ～ 40 cm． 肖羽堂等［17］修复广东南海某

黑臭河涌，通过向底泥和上覆水体里投加培养、驯

化的优势菌种，辅以光合细菌、硝化细菌，上覆水

体的水质显著好转，水体黑臭完全消除． 张丽等［18］

均匀投加生物促生剂改善河道水质，氮、磷类营养

物质 得 到 降 解，水 体 修 复 效 果 明 显，水 体 黑 臭

消除．

通过调查发现，广州市白云区水质污染严重，呈

现黑臭现象，其中溶解氧处于 0. 15 ～ 2 mg·L －1之间，

氨氮在 8 ～ 30 mg·L －1，总氮 12 ～ 35 mg·L －1，COD 29
～373 mg·L －1［12］． 同样研究珠海市斗门区五福涌等 8

条河涌黑臭水体呈现同样特点，溶解氧( DO) 多数处

于 0. 2 ～ 2 mg·L －1，氨氮高于 15 mg·L －1［19］． 由此可

见，该区域黑臭水体普遍溶解氧浓度较低，氨氮浓度

较高． 为保证反应正常进行，通过曝气提高溶解氧浓

度，溶解氧浓度过低影响硝化速率，溶解氧浓度过高

引起资源浪费，研究通过调节曝气泵阀门控制曝气

量，溶解氧浓度控制在 0. 8 ～2 mg·L －1［20］．
氨化细菌可将污染水体中的有机氮转化为铵态

氮，有氧条件下，硝化细菌将氨氮氧化为亚硝酸盐氮

和硝酸盐氮; 缺氧条件下，硝酸盐氮或亚硝酸盐在反

硝化细菌作用下还原为氮气，实现水体中氮的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21］． 本研究在低溶解氧黑臭水体中添

加实验室筛选的高效氨化细菌、硝化细菌和反硝化

细菌制成的菌剂，考察脱氮微生物菌剂在低溶解氧

黑臭水体中的脱氮效率，以期为大湾区珠三角地区

黑臭水体的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WFZ UV-2802 ) ，龙尼柯

( 上海) 仪器有限公司; 化学需氧量( COD) 快速测定

仪( 5B-3C) ，兰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Hydrolab
多参数水质检测仪型号( DS 5X，DS 5) ; 可见分光光

度计( 22PC06119) ，上海棱光技术有限公司; 人工气

候箱( LＲH-250-GS) 广东省医疗器械厂

测试菌剂添加量实验用水为污水处理厂排放的

尾水，氨 氮 浓 度 2. 31 mg·L － 1、硝 态 氮 浓 度 0. 44
mg·L － 1、亚硝态氮浓度 0. 189 mg·L － 1 ． 测试不同

总氮浓度下的氨化、硝化菌剂实验用黑臭水取自

洨河三环桥下游 100 m; 该河流收纳城市污水处理

厂尾水以及沿途一些处理未达标污水，河道内水

流速度缓慢，由于季节变化温度升高，水体黑臭严

重，总氮浓度实验通过在取回的黑臭水样中加入

一定量硫酸铵和蒸馏水调整总氮浓度，设置总氮

( TN) 分别为 15、25 和 35 mg·L － 13 个浓度梯度．
反硝化用黑臭水体取自桥东污水处理厂上游 200
m 处，该处未接纳城市尾水，水体流速极度缓慢，

水体黑臭更加严重，同上方法设置 3 个浓度梯度，

实验温度 30 ～ 35℃，与大湾区夏季温度相似，该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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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水体氮磷及有机物过量条件下，水体易发生

富营养化导致黑臭．
实验室采集黑臭水体水样通过富集、筛选获得

实验 菌 株: 黄 色 菌 落 氨 化 细 菌 ( Staphylococcus
sp. Ay) 、白色菌落硝化细菌( Microbacterium sp． Xw)

和黄 色 菌 落 反 硝 化 细 菌 ( Arthrobacter sp． Fy ) 的

16S rDNA序列可通过 NCBI 网站上的 GenBank 数据

库查阅，登录号分别 为: MN649208、MN649209 和

MN649210． 氨化细菌、硝化细菌和反硝化 3 种细菌

制成的 3 种菌剂( 菌活数) 浓度分别为 6. 5 × 108、6
× 108 和 5 × 108 CFU·mL －1 ．

原菌剂浓度为低浓度和 3 倍菌剂浓度为高浓度

( 3 mL 菌剂5 000 r·min －1 离心 5 min，去掉 2 mL 上

清液，得 3 倍浓度菌剂) ; 菌剂在污水中的添加量为

2%，即低浓度时，Ay、Xw、Fy 在污水中的活菌数分

别为 1. 3 × 107、1. 2 × 107 和 1. 0 × 107 CFU·mL －1，

高浓度时，细菌活菌数密度提高 3 倍． 黑臭水体溶解

氧浓度控制在 0. 8 ～ 2 mg·L －1 ．

1. 2 实验方法

氨氮测定采用奈氏比色法、亚硝酸盐氮测定采

用盐酸 α-萘胺比色法、硝酸盐氮和总氮测定采用紫

外分光光度法．
利用尾水和模拟废水，通过不同菌群浓度和不

同底物浓度，检测筛选出的氨化细菌( Ay) 、硝化细

菌( Xw) 和反硝化细菌( Fy) 制成菌剂在尾水和模拟

废水中的氮转化特征; 然后在低溶解氧条件下，研究

Ay、Xw 和 Fy 菌剂浓度不同在同浓度黑臭水体中氮

代谢变化情况、以及相同菌剂浓度对不同浓度黑臭

水体氮代谢特征．

2 结果与分析

2. 1 检测优化筛选菌剂不同菌剂浓度氮代谢结果

2. 1. 1 Ay 菌剂氮代谢结果

研究通过优化筛选获得氨化效率最高的氨化细

菌菌株 Ay，制成菌剂，其不同浓度的氨化效率与硝

化、亚硝化特征如图 1 所示 ．

图 2 Xw 菌剂不同浓度氮代谢

Fig． 2 Xw bacterial agent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itrogen metabolism

图 1 Ay 菌剂不同浓度氮代谢

Fig． 1 Ay bacterial agent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itrogen metabolism

由图 1 可以看出，Ay 菌剂在不同浓度下，对氮

代谢趋势基本相同，都是氨氮浓度增加，硝态氮和亚

硝态氮浓度降低． 图 1( a) 在含有较低浓度氨化细菌

时，其浓度增加 168%略低于图 1 ( b) 高浓度浓度增

加 180%，细菌浓度增加 3 倍，氨浓度没有成倍增加，

说明在此实验条件下增加氨化细菌浓度不是增加氨

化速率的最佳方法． 图 1 显示 Ay 菌 剂 对 低 浓 度

( 0. 44 mg·L －1 ) 硝态氮具有较好的去除作用，去除

率达到 95% 以上，Ay 菌剂对亚硝态氮去除效果不

明显，增加 Ay 菌剂浓度去除效率没有明显提高．
2. 1. 2 Xw 菌剂氮代谢结果

高效 Xw 菌剂不同浓度氮代谢变化特征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变化，亚硝态氮和氨

氮浓度明显降低，硝态氮浓度明显增加． 其中显示低

浓度 Xw 菌剂对氨氮的去除率为 54%，高浓度 Xw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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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氨氮的去除率为 46%，表明 Xw 菌剂细菌浓度增

加降低了氨氮的去除率． 图 2 中亚硝态氮的浓度逐

渐降低，图 2( a) 中低浓度 Xw 菌剂对亚硝态氮的去

除率为 51%，图 2( b) 中高浓度 Xw 菌剂的去除率为

54%，图 2( a) 与图 2( b) 表明 Xw 菌剂浓度变化对亚

硝态氮的去除率变化不明显． 图 2 中显示 Xw 菌剂

对硝态氮浓度变化影响显著，低浓度条件下 60 h 硝

态氮浓度增加 180%，高浓度菌剂为 231% ． 在硝化

Xw 菌剂低浓度条件下 60 h 时，硝态氮浓度呈现上

升趋势，硝态氮的生成仍然在进行，在 Xw 高浓度条

件下 48 h 后，浓度变化缓慢． 以上结果表明 Xw 菌剂

浓度增加，开始时可以增加硝态氮的生成速率，但随

着硝态氮浓度的增加，硝态氮生成速率缓慢．
2. 1. 3 Fy 菌剂氮代谢结果

研究 Fy 菌剂不同浓度对不同形态氮代谢特征，

结果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看出随着时间的进行，硝态氮浓度明显

下降，图3 ( a) 中硝态氮去除率为66%，图3 ( b) 中去

图 3 Fy 菌剂不同浓度氮代谢变化

Fig． 3 Fy bacterial agent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itrogen metabolism

除率为 70%，Fy 浓度的增加对硝态氮的影响不明

显，表明 Fy 反硝化效率较高，在较低浓度下能很快

去除硝态氮． 图 3 显示亚硝态氮浓度变化不大． 不同

Fy 浓度条件下氨氮去除率不同，在低浓度条件下去

除率为 49%，在高浓度下为 32%，其变化趋势随着

Fy 菌剂浓度增加而降低． 由以上结果比较得出，Fy
菌剂亚硝态氮的生成效率较慢，由此得出在水处理

脱氮过程中，亚硝化过程是脱氮工艺的限速步骤．
以上实验结果得出，氨化细菌菌剂和反硝化细

菌菌剂浓度增加，对氨化速率和反硝化速率影响不

明显，硝化细菌菌剂浓度变化对硝态氮的生成速率

有明显影响，但提高效率的菌剂浓度增加量过大，经

济性较低． 因此实验采用添加 2% 原菌剂处理黑臭

水体，研究 3 种不同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的氮

代谢特征．
2. 2 不同菌剂对黑臭水体不同总氮浓度氮代谢结果

2. 2. 1 Ay 菌剂对黑臭水体不同总氮浓度氮代谢分析

研究 Ay 菌剂对黑臭水体不同总氮浓度氮代谢

情况，结果如图 4，COD 变化如图 5 所示．
由图 4 可以看出，加入 Ay 菌剂的样品中，氨氮

浓度都呈现上升趋势，60 h 后，图 4 ( a) 中氨氮浓度

10. 1 mg·L －1，浓度增加 62. 9%，低于图 4( b) 中氨氮

浓度 18. 4 mg·L －1，浓度增加 86. 4%，但高于图 4( c)

中浓度增加 40. 3%，表明 Ay 菌剂在总氮浓度为 25
mg·L －1时氨化效率最高，能把水体中的大分子氮高

效转化为氨氮，可以加快后续硝化反应和反硝化反

图 4 Ay 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氮代谢变化

Fig． 4 Changes of nitrogen metabolism in different agents by Ay

microbial concentrations of black odor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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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y 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 COD 代谢变化

Fig． 5 Changes of COD metabolism in different agents by Ay

microbial concentrations of black odor water

应的进行，底物浓度过高抑制了 Ay 菌剂效率． 图 4
显示，在不同底物浓度下，亚硝态氮浓度都呈下降趋

势，其中去除率分别为 38. 7%、46. 9% 和 63%，表明

Ay 菌剂对亚硝态氮去除率随着浓度增加而增加，增

加速度缓慢． 图 4 中硝态氮都表现下降趋势，图 4
( a) 中下降趋势最明显，去除率达到 80. 5%，随着总

氮浓度增加，去除率逐渐降低，图 4 ( b) 硝态氮去除

率 51. 2%、图 4( c) 硝态氮去除率 40. 1% ． 图 5 显示

总氮浓度不同时 COD 浓度随时间变化都呈现下降

趋势，36 h 后下降趋势变缓，仍然呈现下降趋势，总

氮浓度不同 COD 去除率变化不大，15、25 和 35
mg·L －1 这 3 个 总 氮 浓 度，COD 去 除 率 分 别 为

67. 7%、52. 8% 和 63. 2% ． 以上结果表明在一定浓

度范围内，总氮浓度的提高可以增加 Ay 菌剂的氨

化效率，总氮浓度过高会抑制 Ay 菌剂的氮氮代谢

效率． 因此水体发生富营养化情况下不加以控制，持

续污染增加总氮浓度，会导致系统中菌群失衡，降低

氮转化能力．
2. 2. 2 Xw 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氮代谢分析

Xw 菌剂对黑臭水体不同总氮浓度氮代谢特征

如图 6，COD 变化如图 7 所示．
由图 6 可以看出，氨氮和亚硝态氮浓度变化总

体呈现下降趋势，硝态氮浓度表现为上升趋势． 氨氮

图 6( a) 中 60 h 后浓度为 3. 72 mg·L －1，氨氮去除率

为 39. 2%，图 6 ( b ) 中 60 h 时 氨 氮 浓 度 为 6. 09
mg·L －1，其去除率为 36%，图 6( c) 去除率为 41%，表

明 Xw 菌剂随总氮浓度的变化，对氨氮去除率变化

影响不明显． 亚硝态氮去除率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图 6 中 60 h 后亚硝态氮的去除率在 3 个浓度下

分别为 41%、65%和 72%，因此 Xw 菌剂对亚硝态氮

去除效果明显，主要由于该菌剂对氨氮去除效果不

显著，氨氮氧化为亚硝态氮速度缓慢，系统中亚硝态

氮增加量小于减少量，浓度明显减少，亚硝态去除率

呈现上升趋势． 图 6 中 Xw 菌剂的硝态氮生成效率

图 6 Xw 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氮代谢变化

Fig． 6 Changes of nitrogen metabolism in different agents by Xw

microbial concentrations of black odor water

在 3 种样品中效果较明显，60 h 后图 6 中硝态氮在

3 种实验条件下浓度增加分别为 142%、3 736% 和

1 877%，Xw 菌剂硝态氮的合成率在图 6 ( b) 所示条

件下达到最好效果，表明 Xw 菌剂的合成效率受底

物浓度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底物浓度可以增加

菌剂效率，浓度过高将抑制氮的代谢效果． 如图 7 所

示，COD 去除率和氨化细菌表现出相同特征，浓度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以上结果表明该菌剂在总氮浓

度 25 mg·L －1时效果最好．
2. 2. 3 Fy 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氮代谢分析

Fy 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氮代谢特征如图

8，COD 变化如图 9 所示．
由图 8 可以看出 Fy 菌剂对氨氮去除效果不明

显，Fy 菌剂对亚硝态代谢有明显影响，图 8 中显示

亚硝态氮浓度较低，但一直处于累计状态，整体表现

出增长趋势，图 8 中累计浓度增加分别为 461%、
397%和 383%，表明总氮浓度对 Fy 菌剂对亚硝态氮

的累计效率有影响，随着浓度的增加，亚硝态氮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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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Xw 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 COD 代谢变化

Fig． 7 Changes of COD metabolism in different agents by Xw

microbial concentrations of black odor water

计效率逐渐降低． 硝态氮浓度下降趋势明显，图 8 中

显示，硝态氮在时间进行到 36 h 时 ，去除效率逐渐

图 8 Fy 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氮代谢变化

Fig． 8 Changes of nitrogen metabolism in different agents by Fy

microbial concentrations of black odor water

平缓，去 除 率 在 图 8 中 分 别 为 45. 6%、64. 3% 和

41. 3%，表 明 在 图 8 ( b ) 条 件 下，总 氮 浓 度 为 25
mg·L －1时，Fy 菌剂对硝态氮的去除率达到最好效

果． 如图 9 所示，COD 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去除率

比氨化细菌和硝化细菌偏低．

图 9 Fy 菌剂对不同浓度黑臭水体 COD 代谢变化

Fig． 9 Changes of COD metabolism in different agents by Fy

microbial concentrations of black odor water

3 讨论

微生物菌剂是从自然界筛选高效菌种或利用生

物工程技术处理后的菌株得到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

制剂［22］． 王琨等［23］用微生物和其它生物联合处理

模拟黑臭水体，发现微生物菌株能够通过加速黑臭

水中有机物降解，提高溶解氧浓度，大幅度改善水体

黑臭状态． 何杰财等［24］修复广东南海某黑臭河涌，

通过向水体里投加培养、驯化的优势菌种制成菌

剂，水体的水质显著好转，水体黑臭完全消除． 用微

生物菌剂处理地表黑臭水体，可以加快水体污染物

降解和转化，使水体环境质量得到改善［25，26］．
本研究对 Ay、Xw 和 Fy 菌剂的氮代谢特征进

行了探讨，发现对氨氮、硝态氮和亚硝态氮代谢都

有明显影响，但每种菌剂的代谢特征不同，其中 Ay
的主要氮代谢方向为有机氮的氨化作用、Xw 主要

氮代谢方向为氨氮的硝化作用、Fy 主要硝态氮代

谢方向为氮的反硝化作用． 早期研究普遍认为，反硝

化反应需要在严格厌氧条件下进行． 随后人们分离

出大量有氧反硝化细菌，主要包括 属 于 产 碱 杆

菌 属( Alcaligenes) 、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芽

孢杆菌属( Bacillus) 和副球菌属 ( Paracoccus) 等，得

出有氧反硝化细菌是一类以有机碳为能源和电子供

体，硝酸盐、亚硝酸盐和氧作为电子受体的好氧或

兼性好氧细菌［27］． 如刘晶晶等［28］筛选的恶臭假单

胞菌，能在有氧条件下同时将铵态氮、硝态氮及亚

硝态氮转化为气态氮，且在异养反硝化过程中无硝

酸盐和亚硝酸积累，可完成生物脱氮全过程．
由于本实验过程中氨氮浓度较高，在硝化过程

消耗了碱性物质 NH +
4 ，生成硝酸． 浓度较低对系统

反应影响不明显，碱度变化不大，pH 维持在 6 ～ 8 之

间，不影响反应的进行． 同样有研究指出，在同一系

统中实现同步硝化反硝化过程，硝化反应的产物可

直接成为反硝化反应的底物，避免了硝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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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
3 的积累对硝化反应的抑制，加速了硝化反应的

速度; 而且，反硝化反应中所释放出的碱度可部分补

偿硝化反应所消耗的碱，能使系统中的 pH 值相对

稳定［29］． 氨化细菌菌剂和反硝化细菌菌剂浓度增

加，对氨化速率和反硝化速率影响不明显，硝化细菌

菌剂浓度变化对硝态氮的合成速率有明显影响，也

可以得出氨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原菌剂浓度可以满

足氮代谢需求，硝化细菌菌剂浓度增加，可以提高硝

态氮合成速率． 在菌剂 Ay 处理黑臭水体实验过程

中，氨氮浓度增加，而硝态氮和亚硝态氮减少，由于

在有机氮转化过程中，体系氨氮浓度同时受有机氮

的氨化过程和氨氮的硝化过程控制，氨氮随有机氮

的 转 化 而 累 积，随 硝 化 过 程 的 进 行 而 逐 渐 降

低［30，31］． 实验结果表明 Ay 菌剂在氮转化过程中，氨

化、硝化、反硝化同时进行，但主要以氨化作用为

主要代谢方向． Ay 菌剂细菌浓度增加 3 倍，氨化效

率没有成倍增加，说明增加氨化细菌浓度不是增加

氨化速率的最佳方法; Xw 菌剂对硝态氮浓度变化影

响显著，低菌剂浓度条件下 60h 硝态氮积累浓度提

高 180%，高菌剂浓度为 231% ． Xw 菌剂浓度增加，

开始时可以增加硝态氮的生成速率，但随着硝态氮

浓度的增加，硝态氮生成速率缓慢，但硝态氮整体浓

度较低，虽然生成效率较高，但浓度仍然很低． 能去

除亚硝酸盐的细菌种类繁多，作用机理复杂，已有研

究表明，亚硝酸盐的去除主要是通过微生物的同化

作用、酶降解和酸降解完成［32］． Fy 菌剂反硝化效率

在不同底物浓度条件下变化明显，无论在低浓度总

氮还是高浓度总氮都能去除硝态氮，Fy 菌剂亚硝态

氮的生成效率较慢，系统中的亚硝态氮一部分由氨

氮亚硝化所得［33］，另一部分由硝态氮反硝化所得在

反硝化阶段［34］． 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硝化-
反硝化耦合作用为反硝化反应的主要机制，NO －

3 -N
还原成 NO －

2 -N 是反硝化的限速步骤，它比 NO －
2 -N

反硝化的速率慢 2 倍［35，36］． 同样有研究指出反硝化

细菌 NO －
3 -N 的反硝化速率缺氧与好氧条件相比基

本相同［37］，因此在研究中底物浓度不同条件下，反

硝化速率变化不大． 得出在水处理脱氮过程中，反硝

化过程是脱氮工艺的限速步骤．
现今大湾区面临的水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河涌

水体污染严重，虽然局部得到了改善，但黑臭水体治

理的道路仍然漫长; 同时，湾区内受陆域和海洋动力

的影响，污染物的扩散和降解较为困难，增加了治理

难度［38］，菌剂的投加符合大湾区黑臭水体的区域和

水体特征．

4 结论

( 1) 每种菌剂在氮代谢过程中有主代谢方向，

同时进行其它氮代谢反应，其代谢特征存在差异．
( 2) 氨化菌剂和反硝化菌剂浓度增加，对氨化

速率和反硝化速率影响不明显; 硝化菌剂浓度变化

对硝态氮的生成速率影响明显，硝化细菌菌剂浓度

增加，可以提高硝态氮生成速率．
( 3) 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底物浓度可以增加菌

剂效率，浓度过高将抑制氮的代谢效果; 3 种菌剂在

总氮浓度 25 mg·L －1 时，Fy 菌剂对硝态氮的去除达

到最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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