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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物膜装置及淡水养殖

尾水处理方法，涉及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领

域，将好氧段膜和厌氧段膜通过过渡体连接成一

个整体，在好氧段膜和厌氧段膜外分别罩设用于

维持微生物活性的培养瓶一和培养瓶二，以便短

暂保持生物膜装置的活性，将其作为一个产品出

售；将该生物膜装置用于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时，

先打开培养瓶一的瓶盖，使好氧生物不断繁殖形

成好氧层，同时消耗掉生物膜处理室中的氧气，

降低水中溶氧量，在好氧层下方形成缺氧环境，

再戳破培养瓶二的薄膜，使厌氧菌大量生长，逐

渐形成过渡层和厌氧层，硝化、反硝化反应得以

进行，从而起到了脱氮、除磷、去除水体有机物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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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膜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好氧段膜（1）、厌氧段膜（2）及过渡体（7），所述过

渡体（7）上端与好氧段膜（1）下端粘接，所述过渡体（7）下端与厌氧段膜（2）上端粘接，所述

好氧段膜（1）外罩设有用于维持好氧生物活性的培养瓶一（3），所述培养瓶一（3）与过渡体

（7）上部连接，所述培养瓶一（3）的一侧设有瓶盖（8），所述厌氧段膜（2）外罩设有用于维持

厌氧生物活性的培养瓶二（4），所述培养瓶二（4）与过渡体（7）下部连接，所述培养瓶二（4）

的一侧设有薄膜（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好氧段膜（1）包括微生物

挂膜载体一（5），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上附着有维氏硝化杆菌和光合细菌；所述厌氧

段膜（2）包括微生物挂膜载体二（6），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上附着有丁酸梭菌和芽孢杆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生物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为

纳米碳纤维载体、斜发沸石载体、发光沸石载体或钙十字沸石载体中的一种，所述微生物挂

膜载体二（6）为纳米碳纤维载体、斜发沸石载体、发光沸石载体或钙十字沸石载体中的一

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生物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和

微生物挂膜载体二（6）均为锯齿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生物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二（6）的

锯齿密度大于较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的锯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瓶一（3）的pH范围为

7.5-  8.5，所述培养瓶二（4）的pH范围为5.5-  7.0且溶氧量小于1.0  mg/L。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好氧段膜（1）位于上部，长

度为0～1.0m；所述厌氧段膜（2）位于下部，长度为0～0.8m，所述过渡载体位于中部，且为可

伸缩结构。

8.一种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淡水养殖尾水经物理过滤室一（13）过滤掉大颗粒杂质，所述物理过滤室一（13）

内设有5-8层竖直且等间距设置的网格，所述网格为40目网片；

S2、将经过物理过滤室一（13）过滤的淡水养殖尾水通入盛有鹅卵石粗砂石的物理过滤

室二（14），过滤掉浮渣和剩余大颗粒杂质；

S3、将经过物理过滤室二（14）过滤的淡水养殖尾水通入化学过滤室（15），所述化学过

滤室（15）内加有助凝剂、混凝剂或絮凝剂的，去除经初级物理过滤后的淡水养殖尾水中的

重金属；

S4、把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中所述的生物膜装置的培养瓶二（4）固定在生物膜处理室

（12）的底部，培养瓶一（3）固定在生物膜处理室（12）的顶部，然后打开培养瓶一（3）的瓶盖

（8），在生物膜处理室（12）中装满水，培养瓶一（3）中好氧微生物不断繁殖形成好氧层，当水

中溶氧度小于2.0  mg/L时，使用尖头工具戳破培养瓶二（4）的薄膜（9），培养瓶二（4）中厌氧

微生物不断繁殖形成厌氧层，好氧层和厌氧层中部形成过渡层，淡水养殖尾水由生物膜处

理室（12）顶部的进水口（10）进入生物膜处理室（12），生物膜处理室（12）内由上到下依次进

行微生物的好氧、缺氧、厌氧代谢，在降解有机物的同时完成脱氮除磷的过程，并完成生物

膜的更新；

S5、将经过生物膜处理室（12）处理后的淡水养殖尾水通入精滤室（16），所述精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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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内设置有吸附膜，所述吸附膜用于吸附小颗粒杂种、漂浮物及菌体杂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膜处理室（12）

的内壁设有由电气石加工而成的无菌纳米抗菌材料涂层。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瓶一（3）远离

瓶盖（8）的一侧与生物膜处理室（12）的侧壁连接，所述培养瓶二（4）远离薄膜（9）的一侧与

生物膜处理室（12）的侧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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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膜装置及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生物膜装置及淡水养殖尾

水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淡水养殖业的迅速发展，盲目扩大规模和投入的负面效应日益严重，为了增

加淡水产品的产量，向养殖水体大量投放人工饵料，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淡水养殖自身

的污染与水域环境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养殖环境不断恶化，养殖生物病害频繁发生。淡水环

境污染不仅制约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也对养殖区及其毗邻水域的生态环境产生

了重要影响，据权威部门检测表明，我国河流、湖泊的80%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对于历

年来严重干旱的北方地区，几乎没有未遭受污染的河流、湖泊。目前我国淡水养殖用水多数

来自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淡水养殖池塘、水库、河流由于养殖条件的需要，水中剩余的

氮、磷、有机物有一定的积累。面对渔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除了环保等部门要

加大执法力度，减少各种陆源污染外，海洋与渔业部门应首先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水产养殖本身造成的污染。

[0003] 生物膜技术是人们长期以来根据自然界中水体自净的现象，农田灌溉时土壤对污

染物的净化作用以及有机物的腐败过程，总结、模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污水处理技术。它使

微生物群体附着于某些载体的表面上呈膜状，通过与污水接触，生物膜上的微生物摄取污 

中的有机物作为营养吸收并加以同化，从而使污水得到净化在污水处理中，生物膜法是采

用细胞固定化技术，将用于污水处理的微生物固定在生物膜中，并利用该生物膜处理污水，

具有操作简便，易于回收，及适应性强等优点，将生物膜污水处理技术应用到淡水养殖尾水

处理上，具有较好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生物膜装置及淡水养殖尾水处

理方法，制备出一种新型的生物膜并将该生物膜应用于水处理设备中，达到快速脱氮、除

磷、去除水体有机物并循环利用的目的。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一种生物膜装置，包括好氧段膜、厌氧段膜及过渡体，所述过渡体上端与好氧段膜下端

粘接，所述过渡体下端与厌氧段膜上端粘接，所述好氧段膜外罩设有用于维持好氧生物活

性的培养瓶一，所述培养瓶一与过渡体上部连接，所述培养瓶一的一侧设有瓶盖，所述厌氧

段膜外罩设有用于维持厌氧生物活性的培养瓶二，所述培养瓶二与过渡体下部连接，所述

培养瓶二的一侧设有薄膜。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好氧段膜包括微生物挂膜载体一，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一上附着

有维氏硝化杆菌和光合细菌；所述厌氧段膜包括微生物挂膜载体二，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

上附着有丁酸梭菌和芽孢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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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一为纳米碳纤维载体、斜发沸石载体、发光沸石载

体或钙十字沸石载体中的一种，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二为纳米碳纤维载体、斜发沸石载体、

发光沸石载体或钙十字沸石载体中的一种。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一和微生物挂膜载体二均为锯齿状。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挂膜载体二的锯齿密度大于较微生物挂膜载体一的锯齿。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培养瓶一的pH范围为7.5-  8 .5，所述培养瓶二的pH范围为5.5- 

7.0且溶氧量小于1.0  mg/L。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好氧段膜位于上部，长度为0～1.0m；所述厌氧段膜位于下部，长度

为0～0.8m，所述过渡载体位于中部，且为可伸缩结构。

[0012] 一种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淡水养殖尾水经物理过滤室一过滤掉大颗粒杂质，所述物理过滤室一内设有5-8

层竖直且等间距设置的网格，所述网格为40目网片；

S2、将经过物理过滤室一过滤的淡水养殖尾水通入盛有鹅卵石粗砂石的物理过滤室

二，过滤掉浮渣和剩余大颗粒杂质；

S3、将经过物理过滤室二过滤的淡水养殖尾水通入化学过滤室，所述化学过滤室内加

有助凝剂、混凝剂或絮凝剂的，去除经初级物理过滤后的淡水养殖尾水中的重金属；

S4、把上述的生物膜装置的培养瓶二固定在生物膜处理室的底部，培养瓶一固定在生

物膜处理室的顶部，然后打开培养瓶一的瓶盖，在生物膜处理室中装满水，培养瓶一中好氧

微生物不断繁殖形成好氧层，当水中溶氧度小于2.0  mg/L时，使用尖头工具戳破培养瓶二

的薄膜，培养瓶二中厌氧微生物不断繁殖形成厌氧层，好氧层和厌氧层中部形成过渡层，淡

水养殖尾水由生物膜处理室顶部的进水口进入生物膜处理室，生物膜处理室内由上到下依

15次进行微生物的好氧、缺氧、厌氧代谢，在降解有机物的同时完成脱氮除磷的过程，并完

成生物膜的更新；

S5、将经过生物膜处理室处理后的淡水养殖尾水通入精滤室，所述精滤室内设置有吸

附膜，所述吸附膜用于吸附小颗粒杂种、漂浮物及菌体杂质。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生物膜处理室的内壁设有由电气石加工而成的无菌纳米抗菌材料

涂层。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培养瓶一远离瓶盖的一侧与生物膜处理室的侧壁连接，所述培养

瓶二远离薄膜的一侧与生物膜处理室的侧壁连接。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将好氧段膜和厌氧段膜通过过渡体连接成一个整体，在好氧段膜和厌氧段膜

外分别罩设用于维持微生物活性的培养瓶一和培养瓶二，以便短暂保持生物膜装置的活

性，将其作为一个产品出售；将该生物膜装置用于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时，先打开培养瓶一的

瓶盖，使好氧生物不断繁殖形成好氧层，同时消耗掉生物膜处理室中的氧气，降低水中溶氧

量，在好氧层下方形成缺氧环境，再戳破培养瓶二的薄膜，使厌氧菌大量生长，逐渐形成过

渡层和厌氧层，硝化、反硝化反应得以进行，从而起到了脱氮、除磷、去除水体有机物的作

用。

[0016] 2）本发明的微生物挂膜载体为锯齿状，能够增大其与微生物的有效接触面积，使

膜内生化反应进行的更加充分；选取纳米碳纤维载体作为微生物挂膜载体，其性能优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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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微生物快速的消耗淡水养殖尾水中的有机物，从而改善水质。

[0017] 3）本发明通过在生物膜处理室的内壁设无菌纳米抗菌材料涂层，能够起到调控养

殖水体的pH值和氧化还原电位，还能去除水中重金属离子，对水体起到催化净化、抑菌作

用，处理完成后的水体可以重新用于养殖，达到循环利用、绿色养殖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生物膜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生物膜处理室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流程图；

图中，1-好氧段膜，2-厌氧段膜，3-培养瓶一，4-培养瓶二，5-微生物挂膜载体一，6-微

生物挂膜载体二，7-过渡体，8-瓶盖，9-薄膜，10-进水口，11-出水口，12-生物膜处理室,13-

物理过滤室一，14-物理过滤室二，15-化学过滤室，16-精滤室。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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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20] 参阅图1-3，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实施例1

一种生物膜装置，包括好氧段膜1、厌氧段膜2及过渡体7，过渡体7上端与好氧段膜1下

端粘接，过渡体7下端与厌氧段膜2上端粘接，好氧段膜1外罩设有用于维持好氧生物活性的

培养瓶一3，培养瓶一3与过渡体7上部连接，培养瓶一3的一侧设有瓶盖8，厌氧段膜2外罩设

有用于维持厌氧生物活性的培养瓶二4，培养瓶二4与过渡体7下部连接，培养瓶二4的一侧

设有薄膜9。

[0021] 进一步地，好氧段膜1包括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上附着有维氏

硝化杆菌和光合细菌；厌氧段膜2包括微生物挂膜载体二6，微生物挂膜载体上附着有丁酸

梭菌和芽孢杆菌。

[0022] 其中：好氧段膜1是将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安装在培养室Ⅰ内的旋转轴上，在培养室

Ⅰ内加入第一培养基，在第一培养基内加入维氏硝化杆菌和光合细菌，在温度15～30℃、

PH7.0～8.0的条件下，启动电机使微生物挂膜载体在培养室Ⅰ均匀旋转培养1～2小时，维氏

硝化杆菌和光合细菌繁殖后附着在微生物挂膜载体上形成好氧段生物膜；

厌氧段膜2是将微生物挂膜载体安装在培养室Ⅱ内的旋转轴上，在培养室Ⅱ内加入第

二培养基，在第二培养基内加入丁酸梭菌和芽孢杆菌，在温度18～28℃、PH6.0～7.0的条件

下，启动电机使微生物挂膜载体在培养室Ⅱ均匀旋转培养1～1.5小时，丁酸梭菌和芽孢杆

菌繁殖后附着在微生物挂膜载体上形成厌氧段生物膜；

第一培养基包括以下重量组分的原料：

红糖  35～40份、土豆  20～28份、蛋白胨  15～18份、麸皮  12～15份、NaCl  1～2份、

NH4Cl  1～2份、NaHCO3  1～2份、K2HPO4  0.2～0.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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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进一步地，第二培养基包括以下重量组分的原料：

EDTA-Na2  30～35份，蛋白胨  20～22份，葡萄糖  18～20份，CH3COONa  15～20份，

NaHCO3  5～8份，CaCl2•2H2O  3～5份，NH4Cl  1～2份，MgSO4•7H2O  0.3～0.5份。

[0024] 将好氧段膜1的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和厌氧段膜2的微生物挂膜载体二6取出，分别

与过渡体7的上段和下端粘接；

培养瓶一3和培养瓶二4与过渡体7之间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例如螺

纹连接。

[0025] 进一步地，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为纳米碳纤维载体、斜发沸石载体、发光沸石载体

或钙十字沸石载体中的一种，微生物挂膜载体二6为纳米碳纤维载体、斜发沸石载体、发光

沸石载体或钙十字沸石载体中的一种。

[0026] 纳米碳纤维载体是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纤维状的碳材料，其在宿主与生物反应

上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电、机械等综合特性，与水的润湿性差，表面呈现出疏水性，经表

面修饰处理后，碳纤维表面含氧官能团增加，增强了在尾水处理过程中对污物杂物的吸附，

当淡水养殖尾水经过生物膜时，杂质和污染物附着生长的菌胶团开始接触，菌胶团表面由

于细菌和胞外聚合物的作用，絮凝或吸附了水中的有机物，与介质中的有机物浓度形成一

种动态的平衡，使菌胶团表面既附有大量的活性细菌，又有较高浓度的有机物，成为细菌繁

殖活动的适宜场所，由于这种有利条件，菌胶团表层的细菌迅速繁殖，很快消耗淡水养殖尾

水中有机物，这时淡水养殖尾水中的有机物大部分被去除，水质也就得到了改善。

[0027] 进一步地，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和微生物挂膜载体二6均为锯齿状，能够增大其与

微生物的有效接触面积，使膜内生化反应进行的更加充分，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和微生物挂

膜载体二6的颗粒尺寸均为3～15mm。

[0028] 进一步地，微生物挂膜载体二6的锯齿密度大于较微生物挂膜载体一5的锯齿

进一步地，培养瓶一3的pH范围为7.5-  8.5，有利于维持好氧生物的活性，培养瓶二4的

pH范围为5.5-  7.0且溶氧量小于1.0  mg/L，有利于维持厌氧生物的活性。

[0029] 进一步地，好氧段膜1位于上部，长度为0～1.0m；厌氧段膜2位于下部，长度为0～

0.8m，过渡载体位于中部，可以为可伸缩结构，以匹配不同深度的生物膜处理室12。

[0030] 实施例2

一种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淡水养殖尾水经物理过滤室一13过滤掉大颗粒杂质，所述物理过滤室一13内设

有5-8层竖直且等间距设置的网格，所述网格为40目网片；

S2、将经过物理过滤室一13过滤的淡水养殖尾水通入盛有鹅卵石粗砂石的物理过滤室

二14，过滤掉浮渣和剩余大颗粒杂质；

S3、将经过物理过滤室二14过滤的淡水养殖尾水通入化学过滤室15，所述化学过滤室

15内加有助凝剂、混凝剂或絮凝剂的，去除经初级物理过滤后的淡水养殖尾水中的重金属；

S4、把上述的生物膜装置的培养瓶二4固定在生物膜处理室12的底部，培养瓶一3固定

在生物膜处理室12的顶部，然后打开培养瓶一3的瓶盖8，在生物膜处理室12中装满水，培养

瓶一3中好氧微生物不断繁殖形成好氧层，当水中溶氧度小于2.0  mg/L时，使用尖头工具戳

破培养瓶二4的薄膜9，培养瓶二4中厌氧微生物不断繁殖形成厌氧层，好氧层和厌氧层中部

形成过渡层，淡水养殖尾水由生物膜处理室12顶部的进水口10进入生物膜处理室12，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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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处理室12内由上到下依次进行微生物的好氧、缺氧、厌氧代谢，由生物膜处理室12底部的

出水口11排出，在降解有机物的同时完成脱氮除磷的过程，并完成生物膜的更新；

其中：脱氮反应过程如下：

ADP+H3NO4+BOD（碳源）→ATP+H2O

除磷反应过程如下：

PO43-+Ca2+→Ca3（PO4）2↓

S5、将经过生物膜处理室12处理后的淡水养殖尾水通入精滤室16，所述精滤室16内设

置有吸附膜，所述吸附膜用于吸附小颗粒杂种、漂浮物及菌体杂质。

[0031] 进一步地，生物膜处理室12的内壁设有由电气石加工而成的无菌纳米抗菌材料涂

层，能够起到调控养殖水体的pH值和氧化还原电位，还能去除水中重金属离子，对水体起到

催化净化、抑菌作用，处理完成后的水体可以重新用于养殖，达到循环利用、绿色养殖的目

的。

[0032] 进一步地，培养瓶一3远离瓶盖8的一侧与生物膜处理室12的侧壁连接，培养瓶二4

远离薄膜9的一侧与生物膜处理室12的侧壁连接。

[0033] 所述处理室内气水比范围可设置为（8：1）～（15:1）。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理解本发明并非局限于本文所披露的

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和环境，并能够在本

文所述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改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

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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