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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

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及方法，属于废水处

理技术领域。本发明所述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

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包括铁屑和黄色

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所述铁屑的粒

径 为 0 . 1 ～ 0 . 8 c m ；所 述 黄 色 食 氢 菌

(Hydrogenophaga  flava)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 .1 .8793。本发明所述系统能够高效去除低碳

氮比废水中硝酸盐，成本低、能耗低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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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

包括铁屑和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flava；所述铁屑的粒径为0.1～0.8cm；所述黄色食

氢菌Hydrogenophagaflava的保藏编号为CGMCCNO.1.8793；

所述系统的制备方法，由以下步骤组成：

1)在废水中投放铁屑，得到含铁屑液体；

2)将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flava菌液接种于步骤1)所述含铁屑液体中，浸泡7～

15d，得到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

所述系统用于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方法，由以下步骤组成：将低碳氮比废水

通入所述系统即可，保持水力停留时间为12～24h，废水中硝酸盐浓度为8～50mg/L；

所述铁屑的使用时间为130～150d。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铁屑填充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铁屑填充装置中铁屑的填充体积百分

含量为80～85％。

4.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系统的制备方法，由以下步骤组成：

1)在废水中投放铁屑，得到含铁屑液体；

2)将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flava菌液接种于步骤1)所述含铁屑液体中，浸泡7～

15d，得到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投放的量为每升废水投放250g以上

的铁屑。

6.根 据 权 利 要 求 4 所 述 的 制 备 方 法 ，其 特 征 在 于 ，所 述 黄 色 食 氢 菌

Hydrogenophagaflava菌液的浓度为2×108～3×108个细胞/mL。

7.根 据 权 利 要 求 4 所 述 的 制 备 方 法 ，其 特 征 在 于 ，所 述 黄 色 食 氢 菌

Hydrogenophagaflava菌液的接种量为每升废水投放5mL以上。

8.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系统或权利要求4～7任一项所述制备方法得到的系统用

于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方法，由以下步骤组成：将低碳氮比废水通入所述系统即

可，保持水力停留时间为12～24h，废水中硝酸盐浓度为8～50mg/L。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氮比C/N小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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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及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

合自养反硝化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硝酸盐污染主要来源于农业活动(过度使用的化肥、养殖场废水等)、家庭生活(厨

余垃圾渗滤液、生活污水、排泄物等)、工业生产(工厂尾水不达标排放)等。并且，硝酸盐是

硝化作用的最终产物，因此氮循环的失衡也可能导致硝酸盐的积累。近些年来，我国许多污

水厂尾水中硝酸盐都是氮的主要形态，流入地表水中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藻类迅速繁殖，

水体溶解氧下降，水生生物的大量死亡。而作为饮用水源的地表水或地下水中超标的硝酸

盐甚至会危害人体健康。

[0003] 研究表明，硝酸盐与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蓝婴综合症)密切相关；除此之外，硝酸盐

的过度摄入被证实还会增加非霍奇金淋巴瘤和胃癌的患病风险，并可能导致孕妇流产、胚

胎畸形、冠状动脉疾病、卵巢癌、甲状腺功能亢进等。

[0004] 许多国家建立了饮用水中硝酸盐浓度的标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规定

了硝酸盐最高污染物限值为10mg  N/L；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建立

了11.3mg  N/L的标准。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规定硝酸盐浓度必须低

于10mg  N/L(地下水源限制时为20mgN/L)。除此之外，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硝酸盐在污水厂尾

水排放中的限值，然而硝酸盐作为总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含量也受到了限制。我国《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规定总氮的限值为15mgN/L，一

级B标准规定总氮的限值为20mg  N/L。然而，硝酸盐氮污染情况不容乐观。2017年我国生态

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硝酸盐氮为地下水水质超标指标之一。

[0005] 低碳氮比(C/N)污水是一种常见的污水类型，这类污水通常有机物含量较低，氮含

量较高，由于碳源不足给传统的生物脱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导致脱氮不完全。通常情况

下，受到点源面源污染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水处理厂进水及尾水、工业高氮废水都可能属

于低C/N废水。受污染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水厂尾水COD/TN通常小于3。

[0006] 根据反应机理的不同，硝酸盐的去除大体上可以分为物理法、化学法与生物法。物

理化学法主要包括了离子交换、反渗透、电渗析、吸附等方法，而生物法根据碳源与电子供

体的差别可以分为异养反硝化与自养反硝化。离子交换、反渗透、电渗析、吸附等物理化学

方法虽然操作简便，但这些技术本质上只是硝酸盐的分离与转移，并没有实际上去除硝酸

盐污染物，并且这些技术往往价格昂贵，可能带来二次污染，限制了它们的大规模应用，使

它们无法成为主流的脱氮技术。

[0007] 生物反硝化是目前为止应用最为广泛的硝酸盐去除方法，相比起物理化学方法，

它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异养反硝化菌需要有机物作为电子供体和碳源，然而在低C/

N污水中，由于有机物的缺乏，使传统的异养反硝化无法顺利进行。补充异养反硝化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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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物可能会导致二次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

[0008] 自养反硝化菌利用无机物作为电子供体，硝酸盐作为电子受体，获得能量以供细

胞生长。它们以二氧化碳或碳酸盐等无机碳为碳源，不需要额外提供有机碳源。由于自养反

硝化菌生长速度缓慢，产生较少的生物堆积，可以有效避免细菌堵塞的现象。

[0009] 近年来，作为自养反硝化的一种形式，氢自养反硝化由于清洁无毒得到了越来越

多研究学者的关注。氢气的供应是氢自养反硝化中最大的挑战之一，由于氢气具有易燃易

爆的特点，给存储及运输带来了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直接给反应器提供大量的氢气并不是

一种最佳的选择。而如果通过电解水直接原位生产氢气又需要额外大量的能量供应，增加

了运行的成本。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

统及方法。本发明所述系统能够高效去除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成本低、能耗低且安全。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所述系

统包括铁屑和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所述铁屑的粒径为0.1～0.8cm；所述黄

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8793。

[0012] 优选的是，所述铁屑的使用时间为130～150d。

[0013] 优选的是，所述系统还包括铁屑填充装置。

[0014] 优选的是，所述铁屑填充装置中铁屑的填充体积百分含量为80～85％。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系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1)在污水中投放铁屑，得到含铁屑液体；

[0017] 2)将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菌液接种于步骤1)所述含铁屑液体中，浸

泡7～15d，得到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

[0018] 优选的是，所述投放的量为每升污水投放250g以上的铁屑。

[0019] 优选的是，所述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菌液的浓度为2×108～3×108

细胞/mL。

[0020] 优选的是，所述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菌液的接种量为每升污水投放

5mL以上。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系统或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制备方法得到的系

统在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将低碳氮比污水通入所述系统，保持水力停留时间为12～24h，污水中硝酸盐浓度

为8～50mg/L。

[0023] 优选的是，所述碳氮比C/N小于3。

[002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本发明

所述系统中的铁屑通过厌氧腐蚀产生氢气，摒弃了传统的氢气供应方法，避免了运输及存

储氢气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爆炸危险；同时避免了通过电解水直接原位生产氢气所需的额外

能量供应。本发明所述系统中铁屑粒径更大，避免了应用纳米铁材料的易团聚及易堵塞的

情况。本发明所述系统利用自养反硝化原理，避免了传统的异养反硝化中由于碳源不足需

要额外供应有机物所造成的二次污染与资源浪费。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系统具有以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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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低成本(系统由铁屑与自养反硝化微生物构成，相较于纳米铁等材料的高成本，铁屑是

一种工厂废料，成本低廉且易获取，免除了供氢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运行成本)；安全(摒弃

了传统的氢气供应方法，避免了运输及存储氢气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爆炸危险)；低能耗(摒

弃了通过电解水原位生产氢气的方法，不需要额外的能量供应)。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反应原

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反应装

置。

[0027] 生物保藏说明

[0028] 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保藏于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CGMCC)，保藏地址为：中国.北京.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

保藏日期为2008年10月21日，保藏编号为CGMCCNO.1.8793。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所述系

统包括铁屑和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所述铁屑的粒径为0.1～0.8cm；所述

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8793(中国普通微生物菌

种保藏管理中心)。本发明对所述铁屑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定，采用铁屑常规市售产品即可。

在本发明中，所述铁屑的使用时间优选为130～150d。在本发明中，所述铁屑优选过0.5mm方

孔筛筛除过细的粉末。在本发明中，所述铁屑的粒径更优选为0.4～0.7cm，最优选为0.5cm。

本发明所述铁屑价格低廉，较大的粒径减少了常用的纳米铁堵塞的问题。在本发明中，所述

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的培养基是营养肉汁琼脂。

[0030] 在本发明中，所述系统优选还包括铁屑填充装置。如铁屑填充柱，更优选为有机玻

璃圆柱。当本发明所述系统包括铁屑填充装置时，本发明所述铁屑填充装置中铁屑的填充

体积百分含量优选为80～85％，更优选为83％。

[0031] 当本发明所述系统运行时，所述铁屑优选处于液体环境中，所述黄色食氢菌

(Hyd rog e n o pha g a  f la va)优选负载在铁屑上。在本发明中，所述黄色食氢菌

Hydrogenophaga  flava优选购买自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CGMCC)，编号为

1.8793。本发明所述系统能够应用于处理低碳氮比废水中的硝氮。本发明将化学还原法与

自养反硝化技术结合，可以高效去除低C/N污水中的硝酸盐污染，铁耦合自养反硝化技术

(ICAD)结合了铁的化学还原与氢自养反硝化技术，零价铁在化学降解硝酸盐的同时，可以

与水反应产生氢气，提供自养反硝化中的电子供体，在自养反硝化菌的作用下实现硝酸盐

的去除。具体反应原理如下：

[0032] 本发明所述系统应用铁耦合自养反硝化(ICAD)技术主要包括了生物的反硝化作

用与铁的化学还原作用，如图1所示。铁直接的化学还原反应式如式(1)所示，主要产物为氨

氮。生物的反硝化作用共分为两步，第一步：铁厌氧腐蚀产生氢气，反应式如式(2)所示。第

二步，铁腐蚀所产生的氢气为自养反硝化微生物Hydrogenophaga  flava提供了自养反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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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电子供体。Hydrogenophaga  flava是轻微弯曲的杆状菌，可以通过化能有机异养或

者化能无机自养的方式获得能量。当缺乏有机物时，Hydrogenophaga  flava可以从氢气的

氧化中获得所需能量并实现硝酸盐的降解。Hydrogenophaga  flava利用氢气作为电子供

体，硝酸盐作为电子受体，完成了自养反硝化的过程，如反应式(3)所示。总之，一方面，零价

铁可以对硝酸盐进行化学还原；另一方面，铁可以与水反应产生氢气，提供自养反硝化菌所

需的电子供体，实现硝酸盐的降解。反应过程不需要有机物的参与，避免了在低C/N污水中

投加碳源可能带来的二次污染问题。本发明ICAD系统低成本、去除效率高的特点使之具备

大规模应用的潜能。

[0033] NO3-+4Fe0+10H+→NH4++4Fe2++3H2O   (1)

[0034] Fe0+2H2O→H2+Fe2++2OH-   (2)

[0035] 5H2+2NO3-→N2+4H2O+2OH-   (3)

[003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系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在污水中投放铁屑，得到含铁屑液体；

[0038] 2)将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菌液接种于步骤1)所述含铁屑液体中，

浸泡7～15d，得到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

[0039] 本发明优选在污水中投放铁屑，得到含铁屑液体。在本发明中，所述投放的量优选

为每升污水投放250g以上的铁屑。

[0040] 得到含铁屑液体后，本发明将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菌液接种于所

述含铁屑液体，浸泡7～15d，得到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自养反硝化系统。在

本发明中，所述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菌液的浓度优选为2×108～3×108细

胞/mL。在本发明中，所述黄色食氢菌(Hydrogenophaga  flava)菌液的接种量优选为每升污

水投放5mL以上。

[004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系统或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制备方法得到的系

统在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将低碳氮比污水通入所述系统，保持水力停留时间为12～24h，污水中硝酸盐浓度

为8～50mg/L。在本发明中，所述碳氮比C/N小于3。

[004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硝酸盐的铁耦合

自养反硝化系统及方法做进一步详细的介绍，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实施

例。

[0044] 实施例1

[0045] 柱子为有机玻璃圆柱如图2所示，柱子高60cm，内径10cm，体积4.7L。铁屑填充高度

48cm，填充体积约3.8L，液体容积约2L。使用蠕动泵根据设计的水力停留时间(HRT)从水箱

按一定速度上流式进水，出水从上出水孔流出。

[0046] C1、C2实验柱：以7457g铁屑作为填料。C1与C2接种Hydrogenophaga  flava并用污

水厂尾水浸泡一周以富集微生物。运行时，C1、C2进水为实验室配水。温度范围为19.4～

24.9℃。C1进水硝酸盐浓度为20.34±0.51mgN/L，HRT始终保持在24小时，以此探究运行时

间对硝酸盐去除性能的影响。C2依次调整运行条件，以考察不同初始硝酸盐浓度下HRT对硝

酸盐去除性能的影响。

[0047] 整个运行过程中，将C1柱的进水硝酸盐浓度控制在20.34±0.51mg/L。在此进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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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C1的HRT始终保持在24小时。将C1的运行过程按照去除效率分为4个阶段，0-16天，C1

硝酸盐平均去除率为95.43％，在此阶段中去除效率一直高于90％且有逐渐升高的趋势；

16-89天，C1硝酸盐平均去除率可达到99.67％，在此阶段中去除效率从未低于99％，几乎实

现了硝酸盐的完全去除且去除效果十分稳定；89-131天，C1硝酸盐平均去除率为94.40％，

系统保持着高效的去除效果。总体上，0-131天硝酸盐平均去除率为97.16％，证明ICAD系统

可以长时间保持高硝氮去除率。

[0048] C2柱中，当硝酸盐初始浓度为20.34±0.51mg/L且当HRT＝24h时，硝酸盐平均去除

率可以达到98.36％，硝酸盐基本完全去除，且运行效果稳定。HRT＝12h时，硝酸盐平均去除

率略微下降，但仍保持在85 .45％，有较高的去除效率。当硝酸盐初始浓度为10 .31±

0.40mg/L且当HRT＝12h时，C2出水硝酸盐平均去除率达到96.25％。

[0049] 因此，本系统具有良好的硝氮去除效果当硝酸盐初始浓度为20.34mg/L时，HRT＝

24h与HRT＝12h的硝酸盐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8 .36％与85 .45％；当硝酸盐初始浓度为

10.31mg/L时，12h为最佳HRT，硝酸盐平均去除率达到96.25％。

[0050] 对连续进水实验中总铁进行定期监测，实验出水铁含量较低，因此不存在二次铁

污染的问题。

[0051] 比较例1

[0052] 相较于之前关于自养反硝化(铁腐蚀供氢)的研究，本发明中的ICAD技术体现出了

高去除率、低成本的特点。Sunger等人利用铁粉产生氢气，水力停留时间15.6天时，硝酸盐

去除效率为95％。Lavania等人结合了钢丝绒与氢自养反硝化，为了达到能够接受的硝酸盐

浓度，需要26天的水力停留时间。Till等研究了钢丝绒装载及微生物接种的实验柱对硝酸

盐的去除效果，结果显示水力停留时间为2.33天时，硝酸盐去除率为61％。而本发明中ICAD

技术将水力停留时间缩短至24h以内，并达到了稳定及可观的硝酸盐去除效率。

[005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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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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