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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城市生活污水碳氮比低、处理成本高及氮磷同步去除存在碳源竞争等问题，构建了一体式膜曝气生物膜反应器（Membrane
aerated biofilm reactor，MABR），分别采用纯生物膜系统和生物膜-絮体污泥复合系统，逐步实现了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与生物除磷工艺在

单一反应器中的耦合及低碳氮比城市生活污水中氮、磷的高效去除 .结果表明，第 1阶段（纯生物膜系统），在进水中仅含有氨氮的条件下，

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的NH4+-N和TN去除率分别为 65.39%和 50.67%.第 2阶段（生物膜-絮体污泥复合系统），进水中增加了有机物，在

COD/TN为 3的条件下，TN和PO43--P的去除率分别达到 89.90%和 70.42%，实现了氮和磷的同步高效去除 .微生物群落分析结果表明，反应器

内存在大量的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拟杆菌门（Bacteroidota），其中，Proteobacteria在生物膜和絮体污泥均有分布，而Bacteroidota主要分布

于絮体污泥；反应器内还检测到了Candidatus Kuenenia、Candidatus Jettenia和Candidatus Brocadia 3种厌氧氨氧化菌，且 Candidatus Brocadia为

优势菌属，其在生物膜上的丰度达到了 3.23%；此外，Candidatus Competibacter、Defluviicoccus等聚糖菌和聚磷菌 Candidatus Accumulibacter、

Dechloromonas在反应器内均有大量富集，共同构成了该生物膜-絮体污泥复合系统，实现了低碳氮比城市生活污水的同步脱氮除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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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 with biological phosphorus 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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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issues of low C/N ratio，high operation & maintenance costs and carbon source competition during the simultaneous removal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for urban domestic sewage，a membrane aerated biofilm reactor（MABR）was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artial nitrification-anammox（PN/A）and biological phosphorus removal was gradually realized in a one-stage reactor through only biofilm reactor and
the hybrid of biofilm and activated sludge in the MABR，resulting in high removal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for urban sewage with low C/N ratio. In
the first stage（straight MABR）with the influent only consisting of ammonia nitrogen（NH4+-N），the PN/A process achieved the removal efficiencies of
NH4+-N and TN of 65.39% and 50.67%，respectively. In the second stage（hybrid MABR）with influent at COD/TN of 3，the removal efficiencies of TN
and PO43−-P reached as high as 89.90% and 70.42%，respectively，realizing the simultaneous removal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The results of
microbial commun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Proteobacteria and Bacteroidota were highly abundant in the reactor. Among them，Proteobacteria was eve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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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in biofilm and floc，while Bacteroidota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floc. Three genera of anaerobic ammonia oxidation bacteria were detected
in the reactor，including Candidatus Kuenenia，Candidatus Jettenia and Candidatus Brocadia，and Candidatus Brocadia took the dominance. AnAOB
reached the highest abundance of 3.16% on the biofilm. In addition，glycogen accumulating organisms（Candidatus Competibacter and Defluviicoccus）
and polyphosphate accumulating organisms（Candidatus Accumulibacter and Dechloromonas）were also enriched in the reactor，forming the biofilm-floc
sludge composite system，which promoted the simultaneous removal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for municipal wastewater at low C/N ratio.
Keywords：urban domestic sewage；low C/N ratio；nitritation；anammox；biological phosphorus removal；microbial community

1 引言（Introduction）
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调查公报》，2017年全国水污染物排放中，总氮（TN）、总磷（TP）和氨氮（NH4+-

N）排放量分别为 3.04×106、3.15×105和 9.43×105 t，其中，城市生活源排放的TN、TP和NH4+-N分别占全国排放

总量的 69.53%、61.32%和 64.95%.过量的氮（N）和磷（P）排放会对水生生态造成破坏，并对水质和人类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Weralupitiya et al.，2021）.我国城市污水普遍存在有机物含量少、碳氮比低（C/N比在 5.4~
10.9，低于典型范围 8~12）的特征（Sun et al.，2016；Cao et al.，2019；Xu et al.，2019；曹业始等，2021），且许多

城市污水处理厂存在能量回收少、营养去除成本高和污泥产量高等问题 .
厌氧氨氧化（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Anammox）是一种经济高效、低耗的脱氮工艺，近年来受到

了广泛关注 .其工艺原理为厌氧氨氧化细菌（Anaerobic mmonium oxidation bacteria，anammox bacteria，
（AnAOB））以亚硝酸盐作为电子受体对氨氮进行氧化产生氮气和少量硝酸盐 .因为AnAOB需要以NO2-作为

底物之一，该过程需要与部分亚硝化（Partial nitritation，PN）进行耦合，进而形成了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

（Partial nitritation-anammox，PN/A）工艺（式（1））.与传统生物脱氮（硝化/反硝化）相比，PN/A工艺可节省约

60%的需氧量、100%的碳源投加及 80%的剩余污泥产量（Augusto et al.，2018）.尽管PN/A工艺有诸多优点，

但在处理生活污水过程中如何有效抑制或淘汰亚硝酸盐氧化菌（Nitrite Oxidizing Bacteria，NOB）以维持亚硝

化的稳定运行（Laureni et al.，2019），以及降低出水TN浓度（Liu et al.，2021）成为PN/A工艺在主流应用中的

技术难点 .
NH4++0.85O2→ 0.442N2+1.13H++0.113NO3-+1.435H2O （1）

强化生物除磷（Enhanced biological phosphorus removal，EBPR）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污水除磷技术

（Carvalho et al.，2007；Oehmen et al.，2007；Sun et al.，2021）.常规的同步脱氮除磷工艺往往存在碳源竞争问题

（Ji et al.，2020a），导致处理效率不高，而 PN/A与生物除磷的结合可以缓解这一问题 .但已有 PN/A与生物

除磷的结合主要采用多个反应器交替运行（Strous et al.，1998；Guo et al.，2021），很少有研究实现PN/A与生物

除磷在一体式反应器中耦合，主要原因在于聚磷菌（Polyphosphate accumulating organisms，PAO）与AnAOB
所控制的污泥龄不同（Lackner et al.，2010；李雪明等，2021），以及硝化反应与生物吸磷过程对DO的竞争 .

作为一种典型的膜生物膜反应器（Membrane biofilm reactor，MBfR）（Martin et al.，2012），膜曝气生物膜

反应器（Membrane-aerated biofilm reactor，MABR）（Hwang et al.，2010）是一种新兴的废水处理技术 .MABR的

膜组件既可作为氧传质的通道，直接将氧气供给生长在膜表面的微生物，也可作为微生物附着的载体 .与传统

活性污泥法相比，该工艺可降低 40%~75%的运行能耗（Suzuki et al.，1993；Perez-Calleja et al.，2017）.氧气与

液相污染物的逆向传质可在生物膜内部形成氧气浓度梯度，从而在单一反应器内实现了好氧和厌氧环境的

共存，大幅提高了氧利用效率（胡绍伟等，2009；李瑄伟等，2015）.大量研究表明，采用膜曝气有利于控制亚硝

化反应并获得较高的脱氮负荷（Downing et al.，2008；Pellicer-Nacher et al.，2010）.目前，MABR工艺已在生活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中得到初步应用（龙泽波等，2020；魏爱书等，2021），但相关设计与运行参数仍较为

缺乏 .现有MABR工艺的构型可分为纯生物膜系统和生物膜-絮体污泥复合系统两类（Jardin et al.，2012），

因此，优化生物膜与絮体污泥中微生物的空间分布，将有利于不同类型微生物协同发挥作用 .
本研究旨在构建MABR反应器，促进PN/A与生物除磷工艺在单一反应器中的耦合，从而高效去除低碳

氮比城市污水中的氮、磷 .首先构建纯生物膜MABR系统，实现PN/A的快速启动，并逐步提高脱氮能力；在此

基础上接种生物除磷絮体污泥，逐步驯化形成生物膜-絮体污泥复合系统，实现同步脱氮除磷；基于以上处理

效果，进一步分析生物膜与絮体污泥结构、组成等微生物分布差异，以期为城市生活污水污染物的去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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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支持 .
2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试验装置与设计

图 1为MABR装置示意图，有效容积为 3.0 L（高 45 cm、高径比为 5），由有机玻璃制成 .采用蠕动泵

（LabV3，申辰）控制进水、回流和出水 .此外，为了使污水在反应器中达到更好的混合状态，采用蠕动泵对其

自下向上进行回流 .采用空气压缩机（V-10，海利）及气体流量计（LZB-1WB，中国振兴）控制曝气强度，并

通过压力表记录曝气压力，试验期间曝气压力保持在 3~8 kPa.反应器外包裹一层绝缘布，以实现保温和避免

阳光照射 .蠕动泵、搅拌器、空气压缩机采用时控开关（KG316T，德力西）控制，实现自动进水、搅拌、曝气、

沉淀、排水等工序 .

MABR的膜材料为中空纤维膜，材质为PVDF，其膜丝外径和长度分别为 1.8 mm和 40 cm.膜组件由 93条
膜丝组成，有效膜面积为0.21 m2.

为了探索不同操作模式下的工艺处理效果，将试验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具体运行参数见表 1.第 1阶段

（1~116 d），采用连续流工艺，MABR采用纯生物膜运行模式，接种本试验室运行稳定的 PN/A絮体污泥，在

膜丝表面形成一定生物膜后，去除反应器中的絮体污泥 .MABR采用间歇曝气运行方式（每 2 h曝气 1 min），

HRT控制在18~24 h，反应器在室温运行，反应器内水温为16~25℃.
第 2阶段（117~173 d），投加一定量具有生物除磷功能的絮体污泥，目的是在反应器内形成生物膜-絮体

污泥复合系统 .接种后反应器内的MLSS和MLVSS分别为 2.0和 1.2 g·L-1.该阶段反应器转变为序批式运行

方式，单周期为 12 h，包含进水（10 min）、厌氧（120 min）、间歇曝气（480 min）、沉淀（30 min）、排水（10 min）和

闲置（70 min）.间歇曝气阶段从最初每 2 h曝气 1 min逐步增加到每 2 h曝气 15 min.反应器排水比为 50%，

HRT为24 h，每天从反应器排出混合液100 mL.阶段1和2维持进水氮负荷基本一致 .
2.2 试验用水

反应器进水采用模拟废水配置（表 1），在第 1阶段，除矿物和微量元素外，进水中仅含有NH4+-N，浓度约

40 mg·L-1，不含有机物 .在第2阶段，配水中增加了磷酸盐和COD，参考了我国典型城市生活污水COD/PO43--P
比（Sun et al.，2016），该阶段水质模拟经磁混凝预处理的低碳氮比生活污水（COD/NH4+-N为 3）（何秋杭等，

2018）.进水中NH4+-N、PO43--P和COD分别由NH4Cl、KH2PO4和CH3COONa制备，并配有微生物生长所需要的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Liu et al.，2015）.

图1 反应装置示意图（1.进水箱；2.进水泵；3.MABR；4.膜组件；5.气体流量计；6.压力计；7.空气压缩机；8.回流泵；9.出水泵；10.出水箱）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et-up

表1 反应器各阶段运行参数

Table 1 Operational parameters and influent concentrations of MABR
时间阶段

第1阶段（1~116 d）
第2阶段（117~173 d）

运行方式

连续流

序批式

MABR系统类型

纯生物膜系统

生物膜-絮体污泥复合系统

HRT/h
18~24
24

温度/℃
16~25
25~30

进水浓度/（mg·L-1）
NH4+-N 40

NH4+-N 40，COD 120，PO43--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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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质参数的确定与计算

废水样品通过 0.45 μm滤纸过滤后，根据《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测定NH4+-N、NO2--N、NO3--

N、PO43--P和 TN等主要的水质指标；化学需氧量（COD）采用 DR6000光谱仪（HACH，USA）测定；样品在

105 ℃的烘箱中烘干 4 h测定混合液悬浮固体（MLSS），在 600 ℃的马弗炉烧 2 h测定混合液挥发性悬浮固体

（MLVSS）；通过手持式仪表和相应的电极（WTW，Multi 340i，德国）检测ORP、DO和pH值 .
试验过程中，厌氧段内碳源储存量（［COD］intra）、内碳源转化率（E）、PAO 和聚糖菌（Glycogen

accumulating organisms，GAO）在厌氧段对内碳源储存贡献（PPAO，a和PGAO，a）分别采用公式（2）~（6）计算（Wang
et al.，2019）.
［COD］intra=（［COD］a，inf −［COD］a，eff）−1.71（［NO2--N］a，inf −［NO2--N］a，eff）− 2.86（［NO3--N］a，inf −［NO3--N］a，eff）（2）

E = [ COD ]intra
[ COD ]a，inf - [ COD ]a，eff × 100% （3）

0.5PPAO，a = PRA
[ COD ]intra （4）

PGAO，a = 1 - PPAO，a （5）
式中，［COD］a，inf、［NO2--N］a，inf、［NO3--N］a，inf、［COD］a，eff、［NO2--N］a，eff和［NO3--N］a，eff分别为厌氧开始和结束阶段

反应器内的COD、NO2--N和NO3--N浓度（mg·L-1）；2.86和1.71为每单位NO3--N、NO2--N发生反硝化时COD理论

消耗量；PRA为厌氧段磷酸盐释放量（mg·L-1）；0.5为理论计量系数（Smolders et al.，1994））.
2.4 厌氧氨氧化脱氮贡献试验

为了证实第 2阶段系统中Anammox的脱氮贡献，在厌氧段结束后向反应器内投加一定浓度的硝酸盐

储备液，使混合液中NO3--N浓度为 20 mg·L-1左右，在不曝气情况下反应 480 min，同时监测氨氮和硝酸盐氮

的浓度变化（Strous et al.，1998；Ji et al.，2020）.
在缺氧阶段的批次试验中，Anammox和反硝化脱氮贡献（RAnammox和 RDenitrification）通过公式（6）和（7）计算

（Strous et al.，1998；Ji et al.，2020）.
RAnammox=（［NH4+-N］ini −［NH4+-N］fin）×（1+1.32–0.26）/（［TNini −［TN］fin） （6）

RDenitrification=100%–RAnammox （7）
式中，［NH4+-N］ini、［NH4+-N］fin、［TN］ini和［TN］fin分别为批次试验缺氧阶段初始和最终时间的NH4+-N和TN浓度

（mg·L-1）.
2.5 污泥样品扫描电镜观察

待测样品从反应器内取出后，首先用戊二醛进行固定，再用磷酸盐缓冲液冲洗和乙醇溶液脱水，紧接着

分别用无水乙醇∶乙酸异戊酯=1∶1（体积比）溶液及纯乙酸异戊酯进行置换；然后将置换后的样品放入干燥

器干燥 8 h，干燥结束后，将制备好的样品粘贴在扫描电镜铝板上，用 IB-5（Giko）型离子溅射镀膜仪在样品

表面镀一层1500 nm厚度的金属膜；最后，通过扫描电镜（S-3000N，Hitachi，Japan）对样品进行观察和拍照 .
2.6 DNA提取与微生物群落分析

在不同阶段采集MABR反应器内部的污泥样品进行微生物分析 .生物膜和絮体污泥样品分别用M和F
表示，其中，M_seed、M1_1、M1_2和M2_1分别代表MABR运行第 0 d（接种污泥）、第 69 d、第 112 d和第 171 d
反应器内膜丝表面生物膜样品，F_seed和F2_1分别代表MABR的第 120 d（絮体接种泥）和第 171 d反应器内

絮体污泥样品 .
采用 FastDNA® SPIN Kit for soil（MP Biomedicals，Santa Ana，CA，U.S）试剂盒提取污泥 DNA，提取的

DNA在Nanodrop分光光度计（Nanodrop，USA）上测定DNA的浓度和质量，并使用 1%琼脂糖凝胶电泳验证

DNA的完整性 .提取的DNA样品送至测序公司进行V4区扩增，并高通量测序 .16S rRNA的V4区扩增引物为

515F（GTGYCAGCMGCCGCGGTAA）和 806R（GGACTACNVGGGTWTCTAAT）（Caporaso et al.，2011），反应条

件为：95 ℃预变性 2 min；95 ℃变性 30 s，55 ℃退火 30 s，72 ℃延伸 30 s，共循环 25次；最后 72 ℃保持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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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反应体系为 20 μL，包括 4 μL 5×FastPfu Buffer、2 μL 2.5 mmol·L-1 dNTPs、0.8 μL 上、下游引物

（5 μmol·L-1）、0.4 μLFastPfu聚合酶和 10 μg DNA模板 .高通量测序采用 Illumina Miseq测序系统（Illumina，
USA）进行双端测序 .
3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污染物去除效果

系统在两个阶段的脱氮性能如图 2b和图 2c所示 .从反应运行的第 1~116 d，NH4+-N和 TN的去除效果

发生了显著变化，氨氮去除率从 35.53%提高到 74.94%，TN去除率从 21.08%提高到 51.04%.在第 50 d时，TN
去除率和去除速率分别为 65.48%和 0.038 kg·m-3·d-1.由于进水中不含有机物，TN去除主要是通过部分亚硝

化-厌氧氨氧化途径实现 .
在第 1阶段（第 1~116 d），NO3--N产生量与NH4+-N去除量比值（ΔNO3--N/ΔNH4+-N）维持在 0.19，略高于其

理论化学计量参数 0.11（Sliekers et al.，2002），这表明系统中存在一定NOB将NO2--N氧化为NO3--N，而造成

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反应器内DO较高（0.54 mg·L-1）.在处理低浓度生活污水时，NOB难以抑制或淘汰，

进而影响TN去除效果（Lackner et al.，2010）.
在第 2阶段（第 117~173 d），反应器采用序批方式运行，并接种具有除磷功能的絮体污泥，接种后，反应

器内絮体污泥浓度为 2.0 g·L-1，并逐渐形成生物膜-絮体污泥复合系统 .在系统稳定运行期间，出水NH4+-N和

TN平均浓度分别为（2.92±1.09）和（7.05±3.31）mg·L-1，两者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92.61%和 82.13%.在第 133 d
时，TN去除率达到了 89.90%.与上一阶段相比，TN去除率得到明显提高，这可能与进水中的有机物有关 .在
第 2阶段，ΔNO3--N/ΔNH4+-N约为 0.08，低于PN/A反应的理论值（~0.11）（Sliekers et al.，2002），这表明当进水

存在有机物时，一部分NO3--N可被反硝化转化为N2，提高了TN去除率（孙艳波等，2009）.
第169 d时，在厌氧段结束向反应器内投加与NH4+-N浓度（19.28 mg·L-1）相似的硝酸盐储备液（混合液中

NO3--N浓度为 21.88 mg·L-1）进行反应，在不曝气条件下，NH4+-N和NO3--N浓度变化如图 2a所示 .通过部分

反硝化与厌氧氨氧化反应，NH4+-N和NO3--N实现了同步去除（Li et al.，2019），ΔNO3--N/ΔNH4+-N为 1.20，根据

公式（6）、（7）计算，厌氧氨氧化脱氮贡献为86.71%，TN去除主要依赖于Anammox反应 .
系统的除磷效果如图 2d所示 .在第 2阶段，反应器进水PO43--P平均浓度为 3.11 mg·L-1，出水PO43--P浓度

从 2.35 mg·L-1逐渐下降到 0.92 mg·L-1，PO43--P去除率也从 24.4%提高到 70.4%，实现了磷的高效去除 .在第 2
阶段初期（第 117~134 d），系统每 2 h曝气 1 min，曝气结束时反应器内DO为 0.04 mg·L-1，厌氧阶段的释磷量

为 1.21 mg·L-1，曝气阶段的吸磷量为 0.94 mg·L-1，此时PO43--P去除率仅为 35.72%，这一结果主要由曝气不足

导致，反应器内DO不能满足 PAOs的消耗 .因此，在第 147~158 d，将曝气时间延长为 5 min，DO增加至 0.21
mg·L-1，厌氧阶段的释磷量增加到了 2.56 mg·L-1，曝气阶段的吸磷量达到了 2.91 mg·L-1，此时PO43--P平均去除

率达到了 61.65%，同时，TN平均去除率也达到了 82.61%，脱氮除磷效果进一步得到增强 .为了探索更长曝气

时间对系统脱氮除磷效果的影响，在第 159~173 d将曝气时间延长至 15 min，此时，DO浓度达到 0.32 mg·L-1，
厌氧阶段的释磷量降低到 1.76 mg·L-1，曝气阶段的吸磷量降低到 2.87 mg·L-1，PO43--P平均去除率为 68.55%，

略高于前一阶段，但平均出水NO3--N也达到 4.92 mg·L-1，TN平均去除率下降为 75.88%.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系统中较高的DO会对AnAOB产生抑制，导致TN去除率降低 .基于上述结果，可以认为当采用每 2 h曝气

5 min方式，DO浓度为0.2 mg·L-1时，PN/A与生物除磷工艺可以较好地耦合，实现氮、磷的协同高效去除 .
此外，在第 2阶段，进水COD平均值为 124 mg·L-1，出水COD平均值均低于 35 mg·L-1，COD平均去除率

保持在 74.87%.厌氧阶段结束时COD平均值（43 mg·L-1）与出水平均值（31 mg·L-1）相似，表明大部分COD在

厌氧阶段转化去除，厌氧阶段内碳源储存量（［COD］intra）为 33.94 mg·L-1，内碳源转化率为 96.97%，在这部分

的内碳源中，有 14.56%被PAO利用，剩余的 85.44%被GAO利用，结合磷酸盐的释放情况，可以认为COD主

要是通过 GAO转化为内碳源去除 .研究发现，GAO富集有利于内碳源的储存与部分反硝化反应的发生

（Wang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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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氮、磷的转化与去除（a.进、出水氮浓度；b.NH4+-N、TN去除率及ΔNO3--N/ΔNH4+-N；c.批次试验中NH4+-N和NO3--N的去除；d.磷的转化
与去除）Fig.2 Remov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ous（a.Influent and effluent concentrations of NH4+-N，NO2--N and NO3--N；b.NH4+-N，TN removal efficiency and ΔNO3--N/ΔNH4+-N；c.Removal of NH4+-N and NO3--N in batch test；d.Remov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phosp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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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污泥结构

本研究对第 2阶段反应器内膜丝表面附着的生物膜和絮体污泥进行了扫描电镜观察，结果如图 3所示 .
接种絮体污泥的扫描电镜图表明（图 3A），可观察到少量的椭圆形或球形细菌，并存在联菌结构，这与PAOs
的结构相似 .有文献指出，潜在的PAOs主要为球菌、短杆菌及四联球菌（Kim et al.，2011；邢德峰等，2006）.

在第 123 d，从图 3B中可以观察到大量结构均匀饱满、外形规则且轮廓清晰的球状菌，与图 3A中的菌存

在一定相似性，此时出水PO43--P浓度不断降低，结合反应器的运行效率可以推测，投加的絮体污泥不断适应

反应器内的环境，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富集，除磷效果不断增强 .此外，还观察了膜丝表面的生物膜形态，

如图3C所示，可以明显观察到生物膜与絮体污泥在形态上存在很大差异，膜表面分布着更多的短杆菌，这些

菌落结构可能与厌氧氨氧化反应有关 .这些不同结构类型的污泥共同构成了生物膜-絮体污泥复合系统，

能够实现MABR系统稳定高效的运行 .

3.3 微生物群落结构

反应器在不同阶段的微生物群落Alpha多样性指数如表2所示 .第1阶段，由于进水仅含有氨氮，细菌逐渐

被淘洗和驯化，导致菌群的丰富度大幅下降 .第 2阶段，随着有机物加入到反应器，经过 57 d运行，生物膜上

微生物群落的Shannon指数逐步由5.06上升到5.34，Simpson指数逐步由0.02下降到0.01；絮体污泥中微生物

群落的Shannon指数为5.11，Simpson指数为0.01，这说明随着絮体污泥的接种、进水有机物的引入，适应反应器

环境的异养细菌大量增殖，菌群多样性和丰富度得到增加 .

图3 反应器内不同部位污泥扫描电镜照片（A.接种絮体污泥；B.反应器中絮体污泥；C.膜丝表面生物膜）

Fig.3 SEM images of sludge samples at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reactor（A. Inoculated floc sludge；B. Floc sludge in reactor；C. Biofilm on
membran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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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R中微生物样品门水平的菌群结构如图 4所示，在整个运行期间，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浮霉菌

门（Planctomycetota）、绿弯菌门（Chloroflexi）、拟杆菌门（Bacteroidota）为优势菌门 .污水生物处理中常见的

AOB主要呈短杆状或球状，而NOB更多以螺旋状和杆状存在，这也与扫描电镜观察到的污泥样品形态吻合

较好 . 另外，与脱氮相关的 AOB 和 NOB 均属于 Proteobacteria，在系统整个运行过程中，反应器内

Proteobacteria一直都处于较高的丰度，在生物膜与絮体污泥均有大量分布 .大量研究表明，Bacteroidota是
废水生物处理系统中重要的种群，含有与生物除磷相关的聚磷菌（Polyphosphate accumulating organisms，
PAOs）和反硝化聚磷菌（Denitrifying polyphosphate accumulating organisms，DPAOs），此类种群可以有效地

降解有机物，达到同步脱氮除磷的效果（Amulya et al.，2016；Sengar et al.，2018；He et al.，2018）.从图 4可以

看出，Bacteroidota更多地分布于絮体污泥，也有一小部分附着在膜表面，第 171 d，Bacteroidota在絮体污泥和

生物膜上的相对丰度分别达到了 40.06%和 29.87%，PO43--P的去除率也从接种时的 34.82%增长到 70.42%，

从微生物角度体现了系统除磷能力的增强 .厌氧氨氧化细菌均属于 Planctomycetes（孙丽，2019），第 171 d
生物膜和絮体污泥上Planctomycetes的相对丰度分别达到了 6.85%和 6.02%.Chloroflexi在活性污泥体系中起

支撑骨架和生物载体的作用（Sengar et al.，2018），其相对丰度在整个运行过程中未出现显著变化，体现了

系统的稳定性 .

典型菌属和功能菌种的变化如图 5所示 .生物膜与絮体污泥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较为相似，尤其在第 2
阶段 .Nitrosomonas是主要的AOB，Nitropira是主要的NOB，Nitrosomonas和Nitropira在生物膜上的相对丰度

分别为 2.28%和 0.25%，在絮体污泥上相对丰度分别为 4.12%和 0.36%，AOB/NOB丰度比为 9.12~11.44，表明

表2 不同阶段样品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

Table 2 Diversity indices of microbial community during the samples of different phases
编号

M_seed
M1_1
M1_2
F_seed
F2_1
M2_1

阶段

接种污泥

Ⅰ
Ⅰ
Ⅱ
Ⅱ
Ⅱ

时间

第0 d
第69 d
第112 d
第120 d
第171 d
第171 d

Shannon指数

4.23
4.28
5.06
4.40
5.11
5.34

Simpson指数

0.05
0.03
0.02
0.03
0.02
0.01

Ace指数

1570.67
1156.31
1538.31
1283.37
1993.32
2332.47

Chao指数

1509.46
1169.81
1534.93
1254.25
1960.84
2293.34

覆盖率

99.70%
99.80%
99.76%
99.80%
99.61%
99.60%

图4 各阶段门水平上的菌群结构变化

Fig.4 Structural changes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on phylum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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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现了 NOB的抑制，为 PN/A反应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 MABR反应器内发现了 Candidatu
Kuenenia、Candidatus Jettenia和Candidatus Brocadia 3种AnAOB菌，这 3个菌属通常在厌氧氨氧化系统中占

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处理低氨氮浓度的生活污水时 .Candidatus Brocadia为优势菌属（Ali et al.，2015；姚芳

等，2017），在第 1阶段的第 112 d，生物膜上的厌氧氨氧化细菌相对丰度达到了 3.23%.此外，在系统运行的

第 1阶段，反应器内完全没有Candidatus Jettenia，当在反应器内接种絮体污泥后，在生物膜上和絮体污泥内

都出现了一定丰度的Candidatus Jettenia，可以推测，Candidatus Jettenia可能更适应含一定有机物或絮体污泥

的水质环境 .
在反应器内还观察到 Defluviicoccus和 Candidatus Competibacter两种在聚糖菌（Glycogen Accumulating

Organisms，GAOs）中的优势菌属（Wang et al.，2008；Rubio-Rincón et al.，2017），其中，Defluviicoccus属于GAOs

图5 不同阶段反应器内功能菌种的变化

Fig.5 Changes of functional microorganisms in reactor at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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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α-变形菌，可以将碳源转化为 PHA，并以NO3--N为电子受体进行反硝化反应（Ji et al.，2020b）.Candidatus
Competibacter和Defluviicoccus功能类似，也可以利用自身合成的内源性PHA完成内源反硝化作用 .从图 5c中
可以观察到第 2阶段系统内的GAOs远高于第 1阶段，表明该阶段发生了一定的内碳源反硝化反应 .GAOs的
富集较好地解释了图 2中NO3--N与NH4+-N同步去除结果，由GAOs驱动的内碳源反硝化过程促进了部分

反硝化与厌氧氨氧化的耦合作用，进而实现低C/N生活污水的高效脱氮（王晓霞等，2018；Wang et al.，2019）.
Candidatus Accumulibacter、Dechloromonas作为常见的聚磷菌（He et al.，2018；Figdore et al.，2018），除利用

DO发生过量吸磷外，还能够利用NO3--N或NO2--N发生反硝化除磷反应（Zeng et al.，2017），提高了第 2阶段

系统内PO43--P的去除 .
图 5e显示的是反应器内典型反硝化细菌（Denitrifying bacteria，DNB）的变化 .可以看出，在第 2阶段加入

有机物后，系统内 DNB的相对丰度明显增加，其中，Thauera是一种典型的 DNB，具有还原 NO3--N和积累

NO2--N的功能（Ji et al.，2020b），检测到其相对丰度从接种时的 1.14%增加到了 6.89%，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
此外，另一种代表性的DNB—Denitratisoma，其相对丰度也在随着反应的进行不断升高，最终稳定在 12.75%.
一定量的 DNB可以降低反应器内的 NO3--N，有利于 ΔNO3--N/ΔNH4+-N维持在较低水平，实现较高的 TN
去除率 .
4 结论（Conclusions）

1）当MABR系统采用纯生物膜构型时，在进水仅含有NH4+-N、无有机物的情况下，PN/A工艺的NH4+-N
和TN平均去除率分别为68.34%和53.37%.

2）当MABR采用生物膜-絮体污泥复合系统时，在进水C/N为 3的情况下，NH4+-N和TN平均去除率分别

提高到92.61%和82.13%.
3）随着系统内DO浓度升高，PO43--P去除率也逐步提高，在反应运行的第 173 d达到了 70.42%，生物除磷

效果逐步得到增强；当反应器中的DO浓度为 0.2 mg·L-1时，PN/A与生物除磷工艺可以很好地耦合，并实现

氮、磷的协同高效去除 .
4）反应器内存在大量的Proteobacteria和Bacteroidota门，其中，Proteobacteria在生物膜和絮体污泥当中都

有分布，而Bacteroidota主要分布在絮体污泥当中；反应器内还发现了Candidatu Kuenenia、Candidatus Jettenia
和Candidatus Brocadia 3种AnAOB菌，且 Candidatus Brocadia为优势菌属，生物膜上的厌氧氨氧化细菌相对

丰 度 达 到 3.16%；此 外 ，Candidatus Competibacter、Defluviicoccus 等 聚 糖 菌 及 Candidatus Accumulibacter、
Dechloromonas等聚磷菌在反应器内也大量存在，提升了系统脱氮、除磷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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