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024745.4

(22)申请日 2019.01.10

(71)申请人 江苏强农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222000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

路66号宝安商业广场A区921室

(72)发明人 杨鸿羽　卢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新裕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3210

代理人 赵登高

(51)Int.Cl.

C02F 3/34(2006.01)

C02F 3/12(2006.01)

C02F 103/20(2006.01)

C02F 101/30(2006.01)

C02F 101/16(2006.01)

C02F 101/20(2006.01)

C02F 101/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

的应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

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技术流程包括：（1）微

生物发酵液的制备；（2）固定化微生物的制备；

（3）固定化微生物诱导培养；（4）驯化培养；（5）养

殖废水处理。本发明构建出多种微生物共生体

系，这些微生物能够协同作用，有效降解畜禽养

殖废水中的有机物、氮、磷以及重金属污染物；采

用复合包埋材料对微生物进行固定，形成独特的

微环境对外界侵害产生良好的屏蔽作用，通过诱

导培养、驯化培养进一步提高固定化微生物对养

殖废水的抵抗性和耐受性，应用于废水处理系

统，使用周期内稳定性较高且对畜禽养殖废水有

良好的降解效果，为固定化微生物在废水处理中

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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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技术

流程如下：

（1）微生物发酵液的制备：将粪产碱杆菌、施氏假单胞菌、凝结芽孢杆菌、皮特不动杆菌

和产黄青霉的种子液按照3:3:2:2:5的比例混合，然后将混合种子液接入发酵培养基中，接

种量为10-15%，发酵罐参数设置为装料系数50-60%，通气量0.8-1 .2VVM，转速160-200r/

min，温度28-32℃，发酵培养60-72h；

（2）固定化微生物的制备：微生物发酵液用转速为7500r/min的离心机离心15min收集

菌体再重悬于蒸馏水中，然后与复合包埋材料以1:20的体积比充分混合，缓慢滴入饱和硼

酸和3%氯化钙溶液中交联，形成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放入4℃冰箱中固定24h，取出凝胶球

用9%NaCl 溶液清洗后，再用蒸馏水洗涤2-3次备用；

（3）固定化微生物诱导培养：把制备好的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装入三颈烧瓶中，加入占

烧瓶体积40%的诱导培养基，通入净化空气在温度28-32℃的条件下培养48h，在培养期间间

歇性向烧瓶中通入高纯氢气；

（4）驯化培养：向驯化反应器中加入养殖废水，并加入经过诱导培养的固定化微生物凝

胶球，驯化反应器曝气量设置为保持水中溶解氧含量在2.5-3.5mg/L，驯化时间为36-48h，

驯化温度为28-32℃；

（5）养殖废水处理：将驯化好的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投入SBR间歇好氧处理系统的反应

器中，投入量为反应器有效体积的20%，运行时温度设置为25-35℃，运行周期设置为12h，运

行程序设置为进水30min，曝气反应8h，静置3h，出水30min，对处理后的养殖废水进行相关

指标测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粪产碱杆菌、施氏假单胞菌和皮特不动杆菌种子液的培养方法为：

采用平板涂布法将这三种微生物的菌种接种于营养琼脂培养基上，30℃恒温培养48-72h，

挑取在平板上生长良好的单菌落，无菌操作条件下接种到营养肉汤培养基中，于30℃、

160r/min摇床振荡培养48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凝结芽孢杆菌种子液的培养方法为：采用平板涂布法将凝结芽孢

杆菌的菌种接种于LB固体培养基上，35℃恒温培养48-72h，挑取在平板上生长良好的单菌

落，无菌操作条件下接种到LB液体培养基中，于35℃、180r/min摇床振荡培养24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产黄青霉种子液的培养方法为：采用平板涂布法将产黄青霉的菌

种接种于PDA培养基上，28℃恒温培养4-6d，用无菌生理盐水洗下孢子，振荡均匀，形成孢子

悬浮液，按照5%的接种量接入PDB培养基中，于28℃、150r/min摇床振荡培养72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发酵培养基的成分为：麸皮24-30g/L，糖蜜11-15g/L，酵母粉4-6g/

L，（NH4）2SO4  3-5g/L，NaCl  8.5-9.3g/L，KNO3  4.3-4.7g/L，K2HPO4  0.4-0.6g/L，KH2PO4  1.5-

1.9g/L，MgSO4·7H2O1.2-1.4g/L，CaCl2  0.4-0.5g/L，CoCl2·6H2O  3.5-4.0mg/L，FeSO4·

7H2O  5.2-5.6mg/L，MnSO4·H2O  1.6-2.2mg/L，余量为水，pH值自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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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包埋材料的成分为聚乙烯醇4%，海藻酸钠3%，硅藻土0.2%，  Fe3O4纳

米颗粒0.3%，活性炭0.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诱导培养基的成分为：蔗糖12-16g/L，豆粕粉5.1-5 .5g/L，尿素 

3.3-3.8g/L，NaCl  3.6-4.0g/L，KH2PO4  1.3-1.7g/L，MgSO4·7H2O0.7-0.8g/L，谷胱甘肽14-

18mg/L，柠檬酸钠  6.5-7.5mg/L，硝普钠48-52μmol/L，甜菜碱1.6-2.0mg/L，黄腐酸0.24-

0.28g/L，康多酚0.1-0.2mg/L，pH值自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间歇通气是指在培养的第12h、24h、36h通入高纯氢气，通气量为充

满整个三颈烧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驯化反应器应附设进料系统、曝气系统和温控系统，加入的固定化

微生物凝胶球与养殖废水的体积比为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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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

处理中的应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禽产品如肉、蛋、奶等

的需求量逐渐增加，使得我国的规模化、集约化畜禽养殖业蓬勃发展，我国的畜禽生产水平

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据调查显示，畜禽养殖业排放的

化学需氧量（COD）达到  1268.26万吨，占全国  COD  排放总量的41.9%，氮和磷的排放量分别

为102.48万吨和16.04万吨，分别占全国氮和磷排放总量的21.7%和37.9%，畜禽养殖污染已

成为继工业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后的第三大污染源，解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已刻不容缓。

[0003] 畜禽养殖主要包括猪、牛、羊、马、鸡、鸭、鹅等，畜禽养殖废水主要由畜禽粪便、尿

液、栏舍冲洗水和部分生活污水组成，属于高有机物浓度、高氮、磷含量和高有害微生物数

量的“三高”废水。而高密度的养殖环境为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提供了条件，一旦疫病侵入，

就会传播蔓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铜、锌等重金属元素及抗生素也被广泛用于畜

禽养殖，虽然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促进动物生长以及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由于重金属元素和抗生素在畜禽体内利用率较低，

大部分会以原形或其代谢产物形式随畜禽粪尿一起排入水环境中，导致养殖场废水中除常

规污染物外，还含有重金属、抗生素等多种污染物，对周围水体、大气、土壤造成严重污染，

并且危及人体健康。畜禽养殖废水进入水体后，使水体富营养化，滋生大量的病原微生物，

还会产生氨气、硫化氢等有毒气体，不仅使水体发黑变臭，还会诱发人体各种呼吸道疾病和

炎症；进入土壤后，废水经分解会产生亚硝酸盐类，可能导致土壤空隙堵塞，造成土壤透气、

透水性下降及板结、盐化，严重影响土壤质量和农作物生长，废水中含有的重金属元素、病

原微生物、寄生虫及虫卵等会污染土壤农作物，并且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疾病。

[0004] 目前，畜禽养殖废水的处理方式主要包括生态化处理和工业化处理。生态化处理

方式是指利用天然水体和土壤中的微生物来处理废水的方法，主要有氧化塘和人工湿地

等。氧化塘主要用来降低水体的污染物含量，同时提高溶解氧的含量，并适当除去水中的氮

和磷，减轻水体富营养化的程度；人工湿地可通过沉淀、吸附、阻隔、微生物同化分解、硝化、

反硝化，以及植物吸收等途径除去废水中的悬浮物、有机物、重金属等杂质。生态化处理方

式的优点在于前期投资小、操作简单、运行费用低，缺点是占地面积大，处理效果受季节、地

理环境影响显著，停留时间长，并且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污染物的释放而形成新的污

染。工业化处理方式是指通过人工调整运行参数维持适宜的生长环境，使得污水处理微生

物大量生长繁殖，从而提高处理效果，减少水力停留时间，逐渐成为畜禽养殖废水处理的主

要选择。畜禽养殖废水的工业化处理系统包括厌氧处理系统、间歇好氧处理系统、好氧处理

系统这三类，但是单独采用某一种处理系统往往无法达到较好的处理效果，而采用厌氧-好

氧联合处理工艺是目前公认的最经济、高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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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固定化微生物技术是生物工程领域中一项新兴的技术，该技术是通过化学或物理

手段，将游离的微生物固定在载体上，保持微生物的活性，使微生物在适宜条件下能够快

速、大量增殖。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开始了关于利用固定化微生物技术来处理工业废水

和分解有机污染物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游离微生物处理废水相比，固定化微生物

处理具有更好的优势，首先固定化技术使微生物不易流失，反应更容易控制，还能够大幅度

提高参加反应的微生物浓度；其次固定化微生物与反应物作用时间长，同时固定化载体对

外界侵害产生良好的屏蔽作用，能提高微生物的耐受性；第三固液分离容易，二次污染少，

可被多次利用。

[0006] 畜禽养殖废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系，目前规模化养殖废水处理中人们主要

考虑对常规污染指标如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总氮（TN）和总磷（TP）等的削

减和控制，而极少关注养殖废水中的重金属、抗生素等其他污染物的去除。在现有的关于工

业化处理养殖废水的报道中，经厌氧系统处理后能去除大部分有机物和悬浮物，但是在好

氧处理过程中存在着总氮和总磷去除率不够高，处理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此外，要实现固定

化微生物处理畜禽养殖废水的规模化，还需考虑固定化载体的稳定性、传质性能、机械强

度、使用寿命、成本等诸多因素。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畜禽养殖废水处理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固定化微生物

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不仅能提高废水中有机物、总氮、总磷以及重金属污染

物的降解率，还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微生物高效的降解效果，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概述如下：

一种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技术流

程如下：

（1）微生物发酵液的制备：将粪产碱杆菌、施氏假单胞菌、凝结芽孢杆菌、皮特不动杆菌

和产黄青霉的种子液按照3:3:2:2:5的比例混合，然后将混合种子液接入发酵培养基中，接

种量为10-15%，发酵罐参数设置为装料系数50-60%，通气量0.8-1 .2VVM，转速160-200r/

min，温度28-32℃，发酵培养60-72h；

（2）固定化微生物的制备：微生物发酵液用转速为7500r/min的离心机离心15min收集

菌体再重悬于蒸馏水中，然后与复合包埋材料以1:20的体积比充分混合，缓慢滴入饱和硼

酸和3%氯化钙溶液中交联，形成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放入4℃冰箱中固定24h，取出凝胶球

用9%NaCl 溶液清洗后，再用蒸馏水洗涤2-3次备用；

（3）固定化微生物诱导培养：把制备好的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装入三颈烧瓶中，加入占

烧瓶体积40%的诱导培养基，通入净化空气在温度28-32℃的条件下培养48h，在培养期间间

歇性向烧瓶中通入高纯氢气；

（4）驯化培养：向驯化反应器中加入养殖废水，并加入经过诱导培养的固定化微生物凝

胶球，驯化反应器曝气量设置为保持水中溶解氧含量在2.5-3.5mg/L，驯化时间为36-48h，

驯化温度为28-32℃；

（5）养殖废水处理：将驯化好的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投入SBR间歇好氧处理系统的反应

器中，投入量为反应器有效体积的20%，运行时温度设置为25-35℃，运行周期设置为12h，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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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序设置为进水30min，曝气反应8h，静置3h，出水30min，对处理后的养殖废水进行相关

指标测定。

[0009] 所述步骤（1）中，粪产碱杆菌、施氏假单胞菌和皮特不动杆菌种子液的培养方法

为：采用平板涂布法将这三种微生物的菌种接种于营养琼脂培养基上，30℃恒温培养48-

72h，挑取在平板上生长良好的单菌落，无菌操作条件下接种到营养肉汤培养基中，于30℃、

160r/min摇床振荡培养48h。

[0010] 所述步骤（1）中，凝结芽孢杆菌种子液的培养方法为：采用平板涂布法将凝结芽孢

杆菌的菌种接种于LB固体培养基上，35℃恒温培养48-72h，挑取在平板上生长良好的单菌

落，无菌操作条件下接种到LB液体培养基中，于35℃、180r/min摇床振荡培养24h。

[0011] 所述步骤（1）中，产黄青霉种子液的培养方法为：采用平板涂布法将产黄青霉的菌

种接种于PDA培养基上，28℃恒温培养4-6d，用无菌生理盐水洗下孢子，振荡均匀，形成孢子

悬浮液，按照5%的接种量接入PDB培养基中，于28℃、150r/min摇床振荡培养72h。

[0012] 所述步骤（1）中，发酵培养基的成分为：麸皮24-30g/L，糖蜜11-15g/L，酵母粉4-

6g/L，（NH4）2SO4  3-5g/L，NaCl  8.5-9.3g/L，KNO3  4.3-4.7g/L，K2HPO4  0.4-0.6g/L，KH2PO4 

1 .5-1 .9g/L，MgSO4·7H2O1 .2-1 .4g/L，CaCl2  0 .4-0 .5g/L，CoCl2·6H2O  3 .5-4 .0mg/L，

FeSO4·7H2O  5.2-5.6mg/L，MnSO4·H2O  1.6-2.2mg/L，余量为水，pH值自然。

[0013] 所述步骤（2）中，包埋材料的成分为聚乙烯醇4%，海藻酸钠3%，硅藻土0.2%，  Fe3O4

纳米颗粒0.3%，活性炭0.2%。

[0014] 所述步骤（3）中，诱导培养基的成分为：蔗糖12-16g/L，豆粕粉5.1-5 .5g/L，尿素 

3.3-3.8g/L，NaCl  3.6-4.0g/L，KH2PO4  1.3-1.7g/L，MgSO4·7H2O0.7-0.8g/L，谷胱甘肽14-

18mg/L，柠檬酸钠  6.5-7.5mg/L，硝普钠48-52μmol/L，甜菜碱1.6-2.0mg/L，黄腐酸0.24-

0.28g/L，康多酚0.1-0.2mg/L，pH值自然。

[0015] 所述步骤（3）中，间歇通气是指在培养的第12h、24h、36h通入高纯氢气，通气量为

充满整个三颈烧瓶。

[0016] 所述步骤（4）中，驯化反应器应附设进料系统、曝气系统和温控系统，加入的固定

化微生物凝胶球与养殖废水的体积比为1:3-1:5。

[0017] 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本发明根据不同微生物降解效率以及降解底物的差异构建出多种微生物共生体系，

粪产碱杆菌、施氏假单胞菌、凝结芽胞杆菌能够有效降解废水中的有机物和含氮污染物，皮

特不动杆菌能够有效降解废水中的含磷污染物，产黄青霉本身就对重金属离子具有耐受性

和抵抗性，并且可以吸附溶解废水中的重金属，这些微生物能够分工协作，互利共生，从而

实现对畜禽养殖废水的有效降解。

[0018] 2）本发明采用复合包埋材料对微生物进行固定，聚乙烯醇和海藻酸钠作为载体，

硅藻土、豆粕粉、Fe3O4纳米颗粒、活性炭作为添加剂，硼酸和氯化钙作为交联剂，在合适的配

比下制备出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具有性能稳定、强度高、寿命长、传质阻力小的优点，形成

的微环境对外界侵害具有良好的屏蔽作用，能提高微生物对环境的耐受性。

[0019] 3）本发明通过固定化微生物诱导培养和驯化培养进一步提高固定化微生物对养

殖废水的抵抗性和耐受性，诱导培养阶段通入氢气并结合特定的诱导培养基，均可以增强

微生物抗氧化能力，提高微生物抗逆性，驯化培养阶段使微生物逐渐适应了废水环境，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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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长达到较好的状态，从而使微生物具有更好的降解性能。

[0020] 4）本发明在SBR间歇好氧处理系统的反应器中投入固定化微生物，大大提高了畜

禽养殖废水中有机物、总氮、总磷以及重金属污染物的降解率，达到了良好的废水降解效

果。固定化微生物在使用周期内稳定性较高，还可以多次利用，从而提高处理效率，降低处

理成本。

附图说明

[0021] 图1固定化微生物投入量对废水降解效果的影响；

图2温度对废水降解效果的影响；

图3运行周期对废水降解效果的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实施例描述本发明固定化微生物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方法，应

该明白的是，这些描述仅是为了解释本发明，并不对其内容进行限定。

[0023] 以下实施例中所用菌种：粪产碱杆菌（Alcaligenes  faecalis），保藏编号

BNCC189345，施氏假单胞菌（Pseudomonas  stutzeri ），保藏编号BNCC209988，凝结芽孢杆

菌（Bacillus  coagulans），保藏编号BNCC220722，均购于苏州北纳创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皮特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pittii），保藏编号CICC10526，产黄青霉（Penicillium 

chrysogenum），保藏编号CICC40209，均购于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0024] 实施例1

（1）种子液的制备：采用平板涂布法将粪产碱杆菌、施氏假单胞菌和皮特不动杆菌的菌

种接种于营养琼脂培养基上，30℃恒温培养48-72h，挑取在平板上生长良好的单菌落，无菌

操作条件下接种到营养肉汤培养基中，于30℃、160r/min摇床振荡培养48h；同法将凝结芽

孢杆菌的菌种接种于LB固体培养基上，35℃恒温培养48-72h，挑取在平板上生长良好的单

菌落，无菌操作条件下接种到LB液体培养基中，于35℃、180r/min摇床振荡培养24h；

同法将产黄青霉的菌种接种于PDA培养基上，28℃恒温培养4-6d，用无菌生理盐水洗下

孢子，振荡均匀，形成孢子悬浮液，按照5%的接种量接入PDB培养基中，于28℃、150r/min摇

床振荡培养72h。

[0025] （2）微生物发酵液的制备：将粪产碱杆菌、施氏假单胞菌、凝结芽孢杆菌、皮特不动

杆菌和产黄青霉的种子液按照3:3:2:2:5的比例混合，然后将混合种子液接入发酵培养基

中（发酵培养基的成分为：麸皮26g/L，糖蜜14g/L，酵母粉5g/L，（NH4）2SO4  4g/L，NaCl  8.9g/

L，KNO3  4.5g/L，K2HPO4  0.5g/L，KH2PO4  1.7g/L，MgSO4·7H2O1.3g/L，CaCl2  0.45g/L，CoCl2·

6H2O  3.75mg/L，FeSO4·7H2O  5.4mg/L，MnSO4·H2O  1.9mg/L，余量为水，pH值自然），接种量

为12%，发酵罐参数设置为装料系数55%，通气量1.0VVM，转速180r/min，温度30℃，发酵培养

72h。

[0026] 实施例2  包埋材料对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性能的影响

固定化微生物的制备：实施例1中微生物发酵液用转速为7500r/min的离心机离心

15min收集菌体再重悬于蒸馏水中，然后与复合包埋材料以1:20的体积比充分混合，缓慢滴

入饱和硼酸和3%氯化钙溶液中交联，形成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放入4℃冰箱中固定24h，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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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凝胶球用9%NaCl 溶液清洗后，再用蒸馏水洗涤2-3次。

[0027] 传质性能测定：向250mL三角瓶中加入100mL的基础盐培养基，将固定化微生物凝

胶球加入其中，再加入4-5滴红墨水，隔一段时间取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并观察凝胶球剖面

的变色范围。传质性能由凝胶球变色的范围间接反映，越靠近中心，传质性能越好。

[0028] 机械强度测定：向50mL三角瓶中加入20mL的基础盐培养基，将100个凝胶球放入基

础盐培养基中，并加入20个玻璃珠，于30℃、180r/min摇床振荡培养，7d后取出凝胶球，观察

破损情况，统计破损率，从而判断凝胶球的机械强度。

[0029] 1、聚乙烯醇与海藻酸钠的配比对凝胶球传质性能和机械强度的影响

复合包埋材料中聚乙烯醇和海藻酸钠的总浓度为7%不变，将两者的配比设置为2:5、3:

4、4:3、5:2、6:1，并分别添加硅藻土0.2%，Fe3O4纳米颗粒0.3%，活性炭0.2%，观察并测定凝胶

球传质性能和机械强度，结果如表1所示。

[0030] 从表1可知，当聚乙烯醇与海藻酸钠的配比为4:3时，即聚乙烯醇浓度为4%，海藻酸

钠浓度为3%时，凝胶球的传质性能较好，且破损率也较低，即机械强度较好。聚乙烯醇和海

藻酸钠是固定化技术的主要包埋材料，聚乙烯醇是有机合成高分子材料，具有较好的机械

强度，但传质性能较弱；海藻酸钠是天然高分子材料，具有较好的传质性能，但机械强度不

佳，容易被微生物降解，因此选择合适的配比将聚乙烯醇和海藻酸钠混合，作为固定化微生

物的包埋载体具有更好效果。

[0031] 2、复合包埋材料中添加剂对凝胶球传质性能和机械强度的影响

复合包埋材料一组为聚乙烯醇4%，海藻酸钠3%，不含添加剂；另一组为聚乙烯醇4%，海

藻酸钠3%，硅藻土0.2%，Fe3O4纳米颗粒0.3%，活性炭0.2%，观察并测定凝胶球传质性能和机

械强度，结果如表2所示。

[0032] 从表2可知，含有添加剂的凝胶球比不含添加剂的传质性能更好，而两者的破损率

没有显著差异。硅藻土、Fe3O4纳米颗粒和活性炭都是多孔材料，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又有

很强的吸附能力，添加合适的量可以提高传质性能，同时又不影响机械强度。

[0033] 实施例3

使用实施例2中最佳复合包埋材料制备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按照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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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苏省连云港市某畜禽养殖废水处理中心收集的废水进行小试处理，该废水前期已经过

沉淀和厌氧处理，试验包括以下步骤：

（1）固定化微生物诱导培养：把制备好的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装入三颈烧瓶中，加入占

烧瓶体积40%的诱导培养基（成分为：蔗糖14g/L，蛋白胨5.3g/L，尿素  3.6g/L，NaCl  3.8g/

L，KH2PO4  1 .5g/L，MgSO4·7H2O0.75g/L，谷胱甘肽16mg/L，柠檬酸钠  7 .0mg/L，硝普钠50μ

mol/L，甜菜碱1.8mg/L，黄腐酸0.26g/L，康多酚0.15mg/L，pH值自然），通入净化空气在温度

30℃的条件下培养48h，在培养的第12h、24h、36h通入高纯氢气，通气量为充满整个三颈烧

瓶。

[0034] （2）驯化培养：向驯化反应器中加入一定量的废水，驯化反应器应附设进料系统、

曝气系统和温控系统，并加入经过诱导培养的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加入的固定化微生物

凝胶球与养殖废水的体积比为1:4，驯化反应器曝气量设置为保持水中溶解氧含量在

3.0mg/L，驯化时间为42h，驯化温度为30℃。

[0035] （3）养殖废水处理：将驯化好的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投入SBR间歇好氧处理系统的

反应器中，反应器有效体积为300L，投入量为20%即60L，水力停留时间为3天，运行时温度设

置为25-35℃，运行周期设置为12h，运行程序设置为进水30min，曝气反应8h，静置3h，出水

30min；运行前对进水口废水进行相关指标测定，测得COD  1579mg/L，TN  512mg/L，TP 

136mg/L，Cu2+  9.78mg/L，Zn2+  5.30mg/L，运行后对出水进行同样指标测定。

[0036] 化学需氧量（COD）测定：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总氮（TN）浓度测定：水杨酸分光光

度法；总磷（TP）浓度测定：钼酸铵分光光度法；Cu2+浓度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0037] 实施例4诱导培养对废水降解效果的影响

本实施例进行三组试验，第一组为固定化微生物不进行诱导培养，即取消实施例3步骤

（1），其它与实施例3相同；第二组为诱导培养时不通入高纯氢气，其它与实施例3相同；第三

组为将诱导培养基替换成只添加蔗糖14g/L，蛋白胨5.3g/L，尿素3.6g/L，NaCl  3 .8g/L，

KH2PO4  1.5g/L，MgSO4·7H2O0.75g/L的基础培养基，其它与实施例3相同；分别对每组处的出

水进行相关指标测定，计算出COD、TN、TP、Cu2+的降解率，结果如表3所示。

[0038] 分析表3的数据，实施例3即采用本发明的固定化微生物诱导培养方法，废水中各

项指标的降解率均达到最高，说明对废水的降解效果最好。本发明的诱导培养采用间歇性

通入高纯氢气的方法，氢气是一种气体信号分子，具有多种生物学效应，可以参与调控微生

物的生长代谢过程，提高微生物对生物胁迫和非生物胁迫的耐受性；本发明的诱导培养基

添加了硝普钠作为一氧化氮供体，一氧化氮也是一种气体信号分子，具有多种生物学效应，

低浓度的一氧化氮对微生物抵抗外界恶劣环境、促进微生物生长代谢等方面都有重要作

用，而谷胱甘肽、柠檬酸钠、甜菜碱、黄腐酸、康多酚都具有增强微生物抗氧化性、提高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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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抗逆性的作用。因此固定化微生物经过诱导培养后，对废水的抵抗性和耐受性显著提高，

能发挥出更好的降解性能。

[0039] 实施例5驯化培养对废水降解效果的影响

本实施例取消实施例3步骤（2），将经过诱导培养的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直接投入SBR

间歇好氧处理系统的反应器中，其它与实施例3相同，对出水进行相关指标测定，计算出

COD、TN、TP、Cu2+的降解率，结果如表4所示。

[0040] 分析表4的数据，与未经驯化培养相比，驯化培养后固定化微生物对废水中各项指

标的降解率有了显著提高，说明驯化培养对废水的降解能产生有益效果。驯化培养可以使

微生物逐渐适应废水环境，并且使微生物生长达到较好的状态，从而使固定化微生物发挥

出更好的降解性能。

[0041] 实施例6固定化微生物投入量对废水降解效果的影响

本实施例将实施例3步骤（3）中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的投入量设置为10%、15%、20%、

25%、30%，其它与实施例3相同，分别对出水进行相关指标测定，计算出COD、TN、TP、Cu2+的降

解率，结果如图1所示。

[0042] 从图1可知，当固定化微生物投入量逐渐增大时，废水中COD、TN、TP、Cu2+和Zn2+的

降解率也随之提高，在投入量为20%时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继续增大投入量，废水中各项指

标的降解率没有明显提高，从成本考虑，选择20%固定化微生物投入量。

[0043] 实施例7温度对废水降解效果的影响

本实施例将实施例3步骤（3）中运行时温度设置为20℃、25℃、30℃、35℃、40℃，其它与

实施例3相同，分别对出水进行相关指标测定，计算出COD、TN、TP、Cu2+的降解率，结果如图2

所示。

[0044] 从图2可知，在25-35℃范围内，废水中COD、TN、TP、Cu2+的降解率都处于较高水平，

在30℃各项指标的降解率最高，废水降解效果最好。温度是微生物的重要生存因子，温度的

变化会影响微生物的生长及代谢速率，而固定化载体可以给微生物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

使其受温度改变的影响较小，从而使固定化微生物适应温度变化的能力较强。

[0045] 实施例8运行周期对废水降解效果的影响

本实施例按照实施例3的方法，将固定化微生物凝胶球投入SBR间歇好氧处理系统的反

应器中，连续运行60个周期，在运行的第12、24、36、48、60个周期分别对出水进行相关指标

测定，计算出COD、TN、TP、Cu2+的降解率，结果如图3所示。

[0046] 从图3可知，在连续运行的60个周期中，废水中COD、TN、TP、Cu2+的降解率变化不显

著，都处于较高水平，废水降解效果较好，说明固定化微生物在使用周期内稳定性较好，能

保持较好的降解性能。

[0047]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方案仅是对本发明的说明而不能限制本发明，权利要求中指出

了本发明产品组成成分、成分比例、制备方法参数的范围，而上述的说明并未指出本发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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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范围，因此，在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相当的含义和范围内的任何改变，都应当认为是

包括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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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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