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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厌氧氨氧化甲烷化反硝化处理猪场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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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猪场沼液脱氮难的问题，通过在UASB中实现同步厌氧氨氧化甲烷化反硝化达到脱氮除碳的目

的。结果表明：中温条件下(31。35℃)，UASB经过成功启动和90d的运行，逐步实现了同步厌氧氨氧化甲烷化反硝

化，COD去除率为80％，90％，N02一_N去除率为90％以上，总氮去除率为50％一60％，氨氮去除率为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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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i伍culty of hogpen biogas slurry denitrogenation，simultaJleous anaerobic锄monium

oxidation，methanoP．enesis and denitri6cation have been conducted in a UASB reacto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denitrogenation aIld decarbonization．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nder medium temperature(3 l一35 cC)the UASB reac-

tor is started．up successfullv and operated at 90 d and the anaerobic锄monium oxidation，met}lanogensis and deni-

trification processes are realized simultaneously and gradually．The COD removal rate is 80％一90％，the N02．-N re-

moval rate is above 90％，the TN removal rate is 50％一60％，and the ammonia-nitrogen removal rate is 8％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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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消化后的猪场废水常含有较高的氨氮．需

要进一步处理才能达到排放标准。常见的处理方法

是进行好氧处理，但处理工艺复杂，投资、运行成本

大。厌氧氨氧化甲烷化反硝化新技术，具有高污泥

浓度、低污泥产率、高容积负荷、可同时去除COD和

氨氮等优点[¨．是现代废水生物处理技术的研究热

点。但氨氮、硝酸盐和反硝化产物对产甲烷菌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厌氧氨氧化菌是自养菌且生长繁殖

慢，难以富集；反硝化菌与产甲烷菌存在基质竞争，

因此将三者耦合于同一反应器的研究难度较大。

本研究利用UASB反应器中的厌氧颗粒污泥为

厌氧氨氧化菌、产甲烷菌和反硝化菌提供有利的微

生物环境，以模拟低C，N、高氨氮的猪场沼液的人工

配水为进水．研究了厌氧氨氧化甲烷化反硝化的协

同作用。以期寻找一种经济、高效、稳定的猪场废水

处理工艺。

1材料与方法

1．1模拟废水水质

模拟废水由葡萄糖、KH2PO。、NaHCO，、NH4Cl、

NaNO：及微量元素组成。微量元素溶液的组成(g，L)：

FeS04·7H20，10．0；ZnS04·7H20，4．4；CoCl2·6H20，

3．2；CaCl2·2H20，11；MnCl2·4H20，10．0；EDTA，10．O；

CuS04·5H20，3．2；MgS04·7H20，10．0；NiS04·6H20，

O．84；(NH4)6M印矾·4H20，2．2。依据参考文献[1]配
制微量元素溶液。模拟废水的水质：COD(葡萄糖)20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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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mg，L，KH2P04 3．04 mg，L，NaHC03 l 000 mg，L，

NH4Cl 60一100 mg／L，NaN02 20—90 mg，L，微量元素溶

液添加量l m饥。
1．2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1所示。

1一进水箱；2一进水计量泵；3一生物填料；4一回流计量泵；5一三

相分离器；6一采样口；7一加热保温层；8一水封；9一出水口。

图l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主要由UASB反应器、原水箱、加热保

温系统、控制柜、进水系统、回流系统等组成。UASB

有效容积为11 L。直径15 cm，总高度90 cm，有效高

度65 cm。在UASB的不同高度处设置取样口。反应

器主体材料为不锈钢．外裹电热毯作保温及加热介

质。控制反应器内温度为31～35℃。进水经计量泵由

UASB底部进入。自下向上通过反应器。

1．3主要检测指标及分析方法

COD：重铬酸钾消解法；NH卜N：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N03_-N：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N02-_N：Ⅳ-

(1一萘基)一乙二胺二盐酸分光光度法；MLSS：标准重

量法；MLvSS：灼烧减量法；DO：溶解氧仪；生物相：

COIC光学显微镜(21。

2结果与讨论

2．1 UASB的启动过程

在UASB反应器中接种污泥并加试验用水浸泡

2 d后．逐步提高反应器的容积负荷。以COD去除率

为检测指标．当COD去除率为70％以上且反应器

能稳定运行5 d后，进入下一提高容积负荷阶段．直

至形成一定的抗冲击负荷能力和缓冲能力．污泥床

稳定。未出现跑泥现象．达到设计负荷和COD去除

率时可视为启动成功。运行结果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反应器在第5天进水COD为

200 mg／L时，COD去除率已达到80％，并能收集到

部分气体．相比一些采用污水处理厂的好氧污泥接

种的厌氧反应器。处理效果比较明显。这是由于部分

接种污泥为养猪场IC反应器内的厌氧污泥．其厌氧

活性本身较强。经过40多天后。进水COD达到设计

负荷的800 m以，COD去除率稳定在85％以上，
COD容积负荷达到O．6 kg，(ma·d)，取底部少量污

泥，肉眼观察。发现部分呈黑色絮状，部分呈黑色颗

粒状，未出现污泥流失，表明反应器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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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UASB启动过程中进出水COD的变化

2．2 同步厌氧氨氧化甲烷化反硝化

采用已启动成功的UASB作为同步厌氧氨氧化

甲烷化反硝化的反应器，加入含NH4Cl和NaNO：的

模拟废水逐步实现同步厌氧氨氧化甲烷化反硝化。

控制反应器内部温度为31．35℃，pH为7．3～8．3，水

力停留时间为24 h。进水流量为10圳．回流量为
50圳，连续运行90d左右。
2．2．1 COD、氨氮和总氮去除效果

运行期间废水COD、氨氮和总氮的变化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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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运行期间废水COD、氨氮和总氨的变化

由图3可知，连续运行初期，UASB的进水COD

为满负荷的800 m舡，COD去除率在90％以上，
COD去除并未受到加人的亚硝酸盐的抑制．反而比

启动结束时的去除率还略有提高。其原因一方面．可

能是由于开始加入的亚硝酸盐质量浓度不高(20

mg／L)，对COD的抑制影响较小；另一方面，除甲烷

化外。短程反硝化也消耗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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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后．为减少有机物对厌氧氨氧化的抑制作

用。将进水COD降至500 m玑。COD去除率随之下
降至80％。90％。可见。进水COD适当偏高有利于产

甲烷菌的存活．但COD过高则会抑制产甲烷菌的生

存(3】。另外降低进水COD使产生的沼气也相应地减

少，原本利用自身产生的沼气的搅拌作用也减弱，在

反应器内的污泥不能更好地进行混合．接触不够充

分．这也是造成COD去除率下降的一个原因。

对于氨氮一开始其去除率较高．达到了40％。

氨氮利用其进水中所含的溶解氧实现硝化反应。此

后。反应器内的异养菌降解其中的COD并消耗氧。

使氨氮去除率呈下降趋势。硝化作用逐渐减弱。为减

少进水溶解氧对厌氧氨氧化的抑制作用．在35 d后

在原水箱上加上了盖子。可以看到．氨氮去除率继续

下降。国外多个学者[4】通过试验发现。在厌氧环境下

葡萄糖有利于硝酸盐还原为氨氮．而VFA之类的碳

源则有利于硝酸盐反硝化为氮气的过程。由于本试

验配制的原水采用的是葡萄糖作为有机碳源．可见

此阶段发生的反氨化是葡萄糖作为碳源引起的。

总体而言，此阶段氨氮去除率不高。主要是由于

厌氧氨氧化菌生长速率低．且在反应器中存在与甲

烷菌和反硝化菌的相互竞争或者共生．厌氧氨氧化

菌与反硝化菌都需要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共同底

物，在同时存在有机物、氨氮和亚硝态氮时，亚硝酸

盐迅速被反硝化而消耗．使得反应器中亚硝酸盐浓

度降至较低水平。而厌氧氨氧化菌竞争亚硝酸盐的

能力比反硝化菌差．厌氧氨氧化未能在反应器中起

主导作用，氨氮去除率仅为8％．24％。

总氮的去除主要是利用厌氧氨氧化菌去除亚硝

酸盐氮、氨氮以及反硝化菌去除亚硝酸盐氮的作用，

总氮去除率在50％～60％。

2．2．2氮素浓度变化

运行期间废水N02--N的变化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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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运行期间废水N02-．N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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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可以看到。整个过程的N02一_N去除率

均在90％以上．这是由于接种的污泥有一半左右是

反硝化污泥．反应器内富集了一定量的反硝化菌。同

时污泥中的有机物能够满足反硝化菌进行反硝化的

碳源，使N02--N在反硝化菌的作用下变成N：，因此

出水N02--N非常低，N02．_N去除率接近100％。

厌氧氨氧化是一个通过微生物为媒介的反应过

程。在特定微生物作用下．氨氮与亚硝酸氮按一定的

比例进行反应，生成氮气，同时会有少量的硝酸盐氮

的生成。众多学者[5]的实验也证明厌氧氨氧化过程

中有硝酸盐氮的生成．因此可以通过测定反应器中

硝酸盐的生成量来验证厌氧氨氧化的生成。经测定，

出水中含有硝酸盐氮．表明存在厌氧氨氧化反应。

3 结论

(1)中温条件下(31～35℃)，UASB反应器经过

40多天的启动，COD容积负荷达到O．6 kg／(m3·d)，

COD去除率稳定在85％以上。由于接种污泥具有较

强的厌氧活性，与一般厌氧反应器相比，该反应器表

现出启动快、运行稳定、抗冲击负荷能力强的特点。

(2)在完成启动的UASB反应器中加入含有

NH4Cl和NaN02的模拟废水，控制反应器内温度在

31。35℃，pH为7．3。8．3，水力停留时间为24 h，此

条件下逐步实现了同步厌氧氨氧化甲烷化反硝化。

COD去除率为80％．90％，N02--N去除率均在90％

以上，总氮去除率为50％～60％。

(3)系统稳定运行90 d后，产甲烷菌和反硝化

菌依然是反应器中的优势菌．经厌氧氨氧化过程去

除的氨氮偏低，去除率仅为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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