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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水环境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是一

种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

置，包括集水池、两个相同结构的A/O单元；两个

A/O单元采用混凝土分隔的第一厌氧池、第一好

氧池、第二厌氧池、第二好氧池组成两级结构；第

一厌氧池通过管道与所述集水池相联通；第二好

氧池通过管道连接有二沉池；还包括用于驯养兼

性厌氧复合菌的厌氧驯化池和用于驯养地衣芽

孢杆菌的好氧驯化池，厌氧驯化池上联通有厌氧

营养液补充池，好氧驯化池上联通有好氧营养液

补充池。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利用复合微生物强

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对污水总氮处理

的方法。该具有适应性强、稳定性好、无污染、成

本低、效率高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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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集水池(1)、两

个相同结构的A/O单元；

两个所述A/O单元采用混凝土分隔的第一厌氧池(2)、第一好氧池(3)、第二厌氧池(4)、

第二好氧池(5)组成两级结构；

所述第一厌氧池(2)通过管道与所述集水池(1)相联通；

所述第二好氧池(5)通过管道连接有二沉池(6)；

还包括用于驯养兼性厌氧复合菌的厌氧驯化池(7)和用于驯养地衣芽孢杆菌的好氧驯

化池(8)，所述厌氧驯化池(7)上联通有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所述好氧驯化池(8)上联通

有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

所述集水池(1)的污水可经管道依次流经厌氧驯化池(7)、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好氧

驯化池(8)和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

所述厌氧驯化池(7)通过管道与第一厌氧池(2)相联通，所述好氧驯化池(8)通过管道

与第一好氧池(4)相联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两级A/O单元的容积比为1：3。

3.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对污水总

氮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向厌氧驯化池(7)加入兼性厌氧复合菌，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加入第一扩培营

养液，向好氧驯化池(8)加入好氧的地衣芽孢杆菌，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加入第二扩培营

养液；

步骤2、将集水池(1)内的污水依次流经厌氧驯化池(7)、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好氧驯

化池(8)、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进行培养，培养时间根据活菌数检测结果而定；

步骤3、将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池(7)内，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池(8)

内，并扩培一段时间；

步骤4、培养活菌数达到实验要求后，通过管道将厌氧驯化池(7)中的复合微生物分批

加入到第一厌氧池(2)中，将好氧驯化池(8)中的微生物分批加入到第一好氧池(3)中；

步骤5、污水依次流经第一厌氧池(2)、第一好氧池(3)、第二厌氧池(4)、第二好氧池(5)

和二沉池(6)，最终完成污水的净化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兼性厌氧复合菌为植物乳

杆菌KS09、反硝化菌KS03、微球菌KS08混合成为的复合优势菌液，其中，植物乳杆菌KS09、反

硝化菌KS03、微球菌KS08混合比为1-4:1-5:2-4。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第一扩培营养液包括2％

糖蜜、0.1％氯化铵、0.005％硫酸镁、0.05％磷酸氢二钾。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第二扩培营养液包括2％

糖蜜、0.1％氯化铵、0.01％氯化钙、0.05％磷酸氢二钾。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

池(7)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内溶解氧低于0.15mg/l。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

池(8)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溶解氧不低于2.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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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5中，污水在第一厌氧池(2)和第二

厌氧池(4)停留12-24H，在第一好氧池(3)和第二好氧池(5)停留60-8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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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环境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

水总氮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因人类活动影响，城市河道及相对开放的水域氨氮指标高居不下，已严重影

响城市环境。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居家环境和城市形象。其中总氮是体现

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指标。由于诸多原因，当前多数污水处理厂对总氮的处理效果较差，而

与此同时国家对总氮的排放标准已日趋严格。目前现有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主导工艺大量采

用SBR、A/O等工艺。以上大多数工艺对COD及氨氮的去除效果较好，但对总氮的去除较差，因

此多数设备必须通过技改的方式进行提标改造，已满足对总氮去除的要求。

[0003] 污水中氮的主要存在形态是有机氮和氨氮。通常采用的二级生化处理技术对氮的

去除率是比较低的，一般将有机氮化合转化为氨氮，却不能有效地去除氮。污水脱氮，从原

理看，可以分为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三大类。化学法：化学法反应速度快，但催化剂价格

较为昂贵，且副产物不易控制,很少工程应用。生物法脱氮主要通过硝化反硝化作用实现。

硝化作用主要是在好氧条件下，利用硝化菌将氨氮氧化成硝酸盐的过程。反硝化是指在缺

氧的条件下，反硝化细菌在生物酶的作用下以水中的NO3-或NO2-作为电子受体，通过一系列

代谢过程将其还原为NO，N2O和N2的过程。硝化反硝化作用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并具有两个

突出的优点，一是实现了氮的完全转化，能够使其彻底还原为氮气，避免了二次污染；二是

对原水水质适应性强，只要运行参数调整适当，可以有针对性地脱氮。生物法脱氮工艺前期

工程投入费用较高，但运行费用较其它方法更为经济，非常适合大规模的水处理，因此在世

界范围内取得了最为广泛的应用。

[0004] 根据不同污水的特点，将微生物驯化成优势菌用于污水的处理上，将会大大提升

污水的处理效果。在对反应器中生物强化后微生物的优势菌群的生长、代谢及运行方面的

研究目前较少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复合环境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总氮的水处理方法，

提高碳源的利用效果，增强对总氮的去除效果，降低运行成本。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设计一种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包括集水池、两个相同结

构的A/O单元；

[0008] 两个所述A/O单元采用混凝土分隔的第一厌氧池、第一好氧池、第二厌氧池、第二

好氧池组成两级结构；

[0009] 所述第一厌氧池通过管道与所述集水池相联通；

[0010] 所述第二好氧池通过管道连接有二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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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还包括用于驯养兼性厌氧复合菌的厌氧驯化池和用于驯养地衣芽孢杆菌的好氧

驯化池，所述厌氧驯化池上联通有厌氧营养液补充池，所述好氧驯化池上联通有好氧营养

液补充池；

[0012] 所述集水池的污水可经管道依次流经厌氧驯化池、厌氧营养液补充池、好氧驯化

池和好氧营养液补充池；

[0013] 所述厌氧驯化池通过管道与第一厌氧池相联通，所述好氧驯化池通过管道与第一

好氧池相联通。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两级A/O单元的容积比为1：3。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利用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对污水总

氮处理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步骤1、向厌氧驯化池加入兼性厌氧复合菌，厌氧营养液补充池加入第一扩培营养

液，向好氧驯化池加入好氧的地衣芽孢杆菌，好氧营养液补充池加入第二扩培营养液；

[0017] 步骤2、将集水池内的污水依次流经厌氧驯化池、厌氧营养液补充池、好氧驯化池、

好氧营养液补充池进行培养，培养时间根据活菌数检测结果而定；

[0018] 步骤3、将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池内，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池

内，并扩培一段时间；

[0019] 步骤4、培养活菌数达到实验要求后，通过管道将厌氧驯化池中的复合微生物分批

加入到第一厌氧池中，将好氧驯化池中的微生物分批加入到第一好氧池中；

[0020] 步骤5、污水依次流经第一厌氧池、第一好氧池、第二厌氧池、第二好氧池和二沉

池，最终完成污水的净化处理。

[0021] 进一步的，在步骤1中，所述兼性厌氧复合菌为植物乳杆菌KS09、反硝化菌KS03、微

球菌KS08混合成为的复合优势菌液，其中，植物乳杆菌KS09、反硝化菌KS03、微球菌KS08混

合比为1-4:1-5:2-4。

[0022] 进一步的，在步骤1中，所述第一扩培营养液包括2％糖蜜、0.1％氯化铵、0.005％

硫酸镁、0.05％磷酸氢二钾。

[0023] 进一步的，在步骤1中，所述第二扩培营养液包括2％糖蜜、0.1％氯化铵、0.01％氯

化钙、0.05％磷酸氢二钾。

[0024] 进一步的，在步骤3中，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池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内

溶解氧低于0.15mg/l。

[0025] 进一步的，在步骤3中，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池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溶

解氧不低于2.5mg/l。

[0026] 进一步的，在步骤5中，污水在第一厌氧池和第二厌氧池停留12-24H，在第一好氧

池和第二好氧池停留60-80H。

[0027]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及方法，有益效

果在于：

[0028] 1、本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中的厌氧驯化池及好氧驯化池

为一种微生物驯化装置，其可以针对不同来源的废水进行微生物的定向驯化，使之适应各

种不同条件的水环境。

[0029] 2、经过驯化后的微生物通过管道加入到特定生化池中，可以加速生化池的培菌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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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上述生化池中加入驯化后的复合菌及芽孢杆菌后，可快速实现对水体污染物的降解，高

效的缩短了生物氧化处理时间。

[0030] 3、复合菌及芽孢杆菌两种驯化可迅速在生化系统发生崩溃时及时快速的响应，维

持生化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系统的抗冲击能力。

[0031] 4、本发明利用微生物驯化强化A/O工艺处理去除总氮的方法，具有无污染、成本

低、效率高的优势。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出的一种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

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对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总氮与未加驯化微生物实

验组的空白对比。

[0034] 图中：1集水池、2第一厌氧池、3第一好氧池、4第二厌氧池、5第二好氧池、6二沉池、

7厌氧驯化池、8好氧驯化池、9厌氧营养液补充池、10好氧营养液补充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6] 参照图1，一种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包括集水池1、两个

相同结构的A/O单元，两级A/O单元的容积比为1：3。

[0037] 两个A/O单元采用混凝土分隔的第一厌氧池2、第一好氧池3、第二厌氧池4、第二好

氧池5组成两级结构，第一厌氧池2通过管道与集水池1相联通，第二好氧池5通过管道连接

有二沉池6。

[0038] 还包括用于驯养兼性厌氧复合菌的厌氧驯化池7和用于驯养地衣芽孢杆菌的好氧

驯化池8，厌氧驯化池7上联通有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好氧驯化池8上联通有好氧营养液补

充池10，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和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用以实时补充厌氧驯化池7和好氧驯化

池8中的微生物。营养液补充池作为补充驯化池的营养液来源。

[0039] 集水池1的污水可经管道依次流经厌氧驯化池7、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好氧驯化池

8和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

[0040] 厌氧驯化池7通过管道与第一厌氧池2相联通，好氧驯化池8通过管道与第一好氧

池4相联通，厌氧驯化池7和好氧驯化池8为两个独立工作的单元，分别用来培养驯化厌氧菌

和好氧菌，该单元可以提高微生物的抗负荷冲击力，提高菌株的适应性，同时在生化系统出

现崩溃时可实时实现应急处置。

[0041] 实施例1

[004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利用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对污水总

氮处理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步骤1、向厌氧驯化池7加入兼性厌氧复合菌，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加入第一扩培营

养液，向好氧驯化池8加入好氧的地衣芽孢杆菌，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加入第二扩培营养

液；其中，兼性厌氧复合菌为植物乳杆菌KS09、反硝化菌KS03、微球菌KS08混合成为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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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菌液，其中，植物乳杆菌KS09、反硝化菌KS03、微球菌KS08混合比为1:1:2，第一扩培营

养液包括2％糖蜜、0.1％氯化铵、0.005％硫酸镁、0.05％磷酸氢二钾，第二扩培营养液包括

2％糖蜜、0.1％氯化铵、0.01％氯化钙、0.05％磷酸氢二钾。

[0044] 步骤2、将集水池1内的污水依次流经厌氧驯化池7、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好氧驯化

池8、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进行培养，培养时间根据活菌数检测结果而定。

[0045] 步骤3、将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池7内，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池8

内，并扩培一段时间；其中，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池7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内溶

解氧低于0.15mg/l，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池8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溶解氧不低

于2.5mg/l。

[0046] 步骤4、培养活菌数达到实验要求后，通过管道将厌氧驯化池7中的复合微生物分

批加入到第一厌氧池2中，将好氧驯化池8中的微生物分批加入到第一好氧池3中。

[0047] 步骤5、污水依次流经第一厌氧池2、第一好氧池3、第二厌氧池4、第二好氧池5和二

沉池6，最终完成污水的净化处理，污水在第一厌氧池2和第二厌氧池4停留12H，在第一好氧

池3和第二好氧池5停留60H。

[0048] 实施例2

[004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利用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对污水总

氮处理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步骤1、向厌氧驯化池7加入兼性厌氧复合菌，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加入第一扩培营

养液，向好氧驯化池8加入好氧的地衣芽孢杆菌，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加入第二扩培营养

液；其中，兼性厌氧复合菌为植物乳杆菌KS09、反硝化菌KS03、微球菌KS08混合成为的复合

优势菌液，其中，植物乳杆菌KS09、反硝化菌KS03、微球菌KS08混合比为1:3:3，第一扩培营

养液包括2％糖蜜、0.1％氯化铵、0.005％硫酸镁、0.05％磷酸氢二钾，第二扩培营养液包括

2％糖蜜、0.1％氯化铵、0.01％氯化钙、0.05％磷酸氢二钾。

[0051] 步骤2、将集水池1内的污水依次流经厌氧驯化池7、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好氧驯化

池8、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进行培养，培养时间根据活菌数检测结果而定。

[0052] 步骤3、将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池7内，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池8

内，并扩培一段时间；其中，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池7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内溶

解氧低于0.15mg/l，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池8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溶解氧不低

于2.5mg/l。

[0053] 步骤4、培养活菌数达到实验要求后，通过管道将厌氧驯化池7中的复合微生物分

批加入到第一厌氧池2中，将好氧驯化池8中的微生物分批加入到第一好氧池3中。

[0054] 步骤5、污水依次流经第一厌氧池2、第一好氧池3、第二厌氧池4、第二好氧池5和二

沉池6，最终完成污水的净化处理，污水在第一厌氧池2和第二厌氧池4停留18H，在第一好氧

池3和第二好氧池5停留70H。

[0055] 实施例3

[0056] 参照图2，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利用复合微生物强化A/O工艺去除污水总氮的装置

对污水总氮处理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步骤1、向厌氧驯化池7加入兼性厌氧复合菌，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加入第一扩培营

养液，向好氧驯化池8加入好氧的地衣芽孢杆菌，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加入第二扩培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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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其中，兼性厌氧复合菌为植物乳杆菌KS09、反硝化菌KS03、微球菌KS08混合成为的复合

优势菌液，其中，植物乳杆菌KS09、反硝化菌KS03、微球菌KS08混合比为2:5:4，第一扩培营

养液包括2％糖蜜、0.1％氯化铵、0.005％硫酸镁、0.05％磷酸氢二钾，第二扩培营养液包括

2％糖蜜、0.1％氯化铵、0.01％氯化钙、0.05％磷酸氢二钾。

[0058] 步骤2、将集水池1内的污水依次流经厌氧驯化池7、厌氧营养液补充池9、好氧驯化

池8、好氧营养液补充池10进行培养，培养时间根据活菌数检测结果而定。

[0059] 步骤3、将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池7内，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池8

内，并扩培一段时间；其中，第一扩培营养液打入厌氧驯化池7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内溶

解氧低于0.15mg/l，第二扩培营养液打入好氧驯化池8的扩培时间达到驯化池溶解氧不低

于2.5mg/l。

[0060] 步骤4、培养活菌数达到实验要求后，通过管道将厌氧驯化池7中的复合微生物分

批加入到第一厌氧池2中，将好氧驯化池8中的微生物分批加入到第一好氧池3中。

[0061] 步骤5、污水依次流经第一厌氧池2、第一好氧池3、第二厌氧池4、第二好氧池5和二

沉池6，最终完成污水的净化处理，污水在第一厌氧池2和第二厌氧池4停留24H，在第一好氧

池3和第二好氧池5停留80H。

[0062] 其中，上述地衣芽孢杆菌是由本实验室从好氧曝气池分离得到，上述微球菌KS08、

植物乳杆菌KS09是由本实验室从河底淤泥分离得到，上述反硝化菌KS03是由本实验室从河

底淤泥分离得到。

[0063]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有针对性的筛选出功能性的环境微生物，通过微生物间的协

同作用，形成优势菌，大大提升了降解总氮的能力，较好的保持优秀的脱氮作用，同时降低

了实际的运行成本。

[006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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