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339986.3

(22)申请日 2018.04.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8517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28

(73)专利权人 浙江财经大学

地址 310018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

学源街18号

(72)发明人 鲁仕宝　鲍海君　李蔚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华学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44245

代理人 李欧

(51)Int.Cl.

C12N 11/12(2006.01)

C02F 3/34(2006.01)

C12N 11/10(2006.01)

B01J 20/20(2006.01)

B01J 20/28(2006.01)

B01J 20/30(2006.01)

C02F 101/20(2006.01)

C02F 103/06(2006.01)

审查员 张玉云

 

(54)发明名称

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及其制

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水污染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及其制备方

法，复合微生物制剂包括微生物和复合载体，复

合载体的制备原料包括改性丝瓜络、稻壳、花生

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改性丝瓜络、稻壳、花生壳

和琼脂的质量比为2:0.3:0.4:0.3，其中微生物

是好氧污泥驯化培养制得，改性丝瓜络是丝瓜络

经碳化热处理、等离子体处理和贝壳粉活化处理

制得。本发明制备得到的复合微生物制剂自带固

体碳源，利用重叠式网状结构的天然丝瓜络扩大

微生物寄宿空间，并增大微生物与碳源的接触面

积，保证每处的微生物都有碳源供给，微生物的

繁殖提供营养，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废水、生活

污水以及地下水的修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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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微生物制剂包括微生物

和复合载体，所述复合载体的制备原料包括改性丝瓜络、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

所述改性丝瓜络、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的质量比为2:0.3:0.4:0.3，所述微生物

是好氧污泥驯化培养制得；

所述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如下：微生物混合液的制备：取好氧污泥密闭静置沉

淀，取底层沉淀泥加入营养液搅拌混匀，于25～28℃驯化培养两月，得到微生物污泥，将微

生物污泥与营养液混合，得到微生物混合液；

复合载体的制备：取烘干后的稻壳和花生壳粉碎过筛得到的混合粉末，加入温度为55

～65℃的15wt％氯化锌溶液中搅拌2h，真空干燥，得到活性粉末，取活性粉末与1.6wt％的

硫酸溶液按固液比100g/L混合，并于115～125℃水解反应1.5h，冷却后离心，收集上清液，

用氢氧化钙调节pH＝7.0，再离心收集上清液，加热至85～90℃，加入琼脂改性壳聚糖搅拌

混匀，得到碳源液，于每升碳源液中浸泡200g改性丝瓜络，浸泡10～15h，冷冻干燥，得到复

合载体；

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取10～15g载体浸泡于1L微生物混合液中，于温度25～28℃封

闭培养15～20天，得到复合微生物制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丝

瓜络是丝瓜络经碳化热处理、等离子体处理和贝壳粉活化处理制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琼脂改

性壳聚糖具有多孔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微生物混合液的制备：取好氧污泥密闭静置沉淀，取底层沉淀泥加入营养液搅拌混匀，

于25～28℃驯化培养两月，得到微生物污泥，将微生物污泥与营养液混合，得到微生物混合

液；

复合载体的制备：取烘干后的稻壳和花生壳粉碎过筛得到的混合粉末，加入温度为55

～65℃的15wt％氯化锌溶液中搅拌2h，真空干燥，得到活性粉末，取活性粉末与1.6wt％的

硫酸溶液按固液比100g/L混合，并于115～125℃水解反应1.5h，冷却后离心，收集上清液，

用氢氧化钙调节pH＝7.0，再离心收集上清液，加热至85～90℃，加入琼脂改性壳聚糖搅拌

混匀，得到碳源液，于每升碳源液中浸泡200g改性丝瓜络，浸泡10～15h，冷冻干燥，得到复

合载体；

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取10～15g载体浸泡于1L微生物混合液中，于温度25～28℃封

闭培养15～20天，得到复合微生物制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营养液中含有6.5mL/L微量元素溶液、0.65g/L乳酸钠、1mL/L酵母膏溶液，所述微量元

素溶液中含有0.3g/L  ZnSO4·7H2O、0.05g/L  CuSO4·5H2O、0.5g/L  FeSO4·7H2O、0.01g/L 

H3BO3、0.3g/L  NiSO4·6H2O、0.08g/L  MnCl2·4H2O、0.02g/L(NH4)6Mo7O24·4H2O。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改性丝瓜络是将洗净的丝瓜络先后经氨气碳化热处理、氮气等离子体处理和贝壳粉活

化处理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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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碳化热处理是将洗净后的丝瓜络置于管式炉中，在氨气气氛下，于900～1050℃进行碳

化热处理1～2h，随炉冷却，取出得到碳化丝瓜络。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等离子体处理是将碳化丝瓜络置于等离子体反应器中，以氮气为等离子体气体，在电

极间距10mm、功率120～150W条件下等离子体处理15s，取出得到等离子体处理的碳化丝瓜

络。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贝壳粉活化处理是将等离子体处理后的碳化丝瓜络与贝壳粉活化剂按固液比100g/L

混合搅拌5h，过滤，洗涤至滤液呈中性，真空干燥，得到改性丝瓜络。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贝壳粉活化剂的制备如下：取贝壳清洗干净，烘干粉碎，得到的贝壳粉与20wt％的

醋酸溶液按固液比40g/L混合搅拌5h，过滤得到贝壳粉活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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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污染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水可利用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口增长和

经济社会活动的增加，全球需水量也在持续上升，而随之带来的水污染也越加严重。这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了污水处理工艺的发展，其中生物污水处理系统，利用微生物特性降解有机

质、去除营养物质，把有毒物质转化为无毒物质，在污水处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0003] 微生物是肉眼看不见或看不清的生物的总称。包括原核生物(细菌，放线菌和蓝细

菌)、真核生物(真菌和微型藻类)、非细胞生物(病毒类)。微生物具有体积小、表面积大、繁

殖力惊人等特点，能不断与周围环境快速进行物质交换。另外，微生物还具有来源广、易培

养、繁殖快、对环境适应性强、易变异的特征，在生产上较容易的采集菌种进行培养繁殖，并

在特定条件下进行驯化，使之适应不同的水质条件，从而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使有机物

无机化。而污水具备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条件，因而微生物能从污水中获取养分，同时降解和

利用有害物质，从而使污水得到净化。因此微生物可在污水净化和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造

福人类。

[0004] 微生物的生长需要碳源提供营养物质，目前，碳源的补充一般是在微生物处理过

程中投加葡萄糖、甲醇、乙醇等液态有机碳作为微生物繁殖的营养物质，需要时刻关注微生

物的繁殖状态，及时投放碳源，确保碳源供给充足。这样的操作方法一方面存在碳源补充不

及时的问题，另一方面存在碳源投放不均匀，影响微生物繁殖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及其制备方

法，制备得到的复合微生物制剂自带固体碳源，利用重叠式网状结构的天然丝瓜络扩大微

生物寄宿空间，并增大微生物与碳源的接触面积，保证每处的微生物都有碳源供给，微生物

的繁殖提供营养，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地下水的修复治理。

[0006]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手段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7] 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所述复合微生物制剂包括微生物和复合载

体，所述复合载体的制备原料包括改性丝瓜络、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所述改性

丝瓜络、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的质量比为2:0.3:0.4:0.3，所述微生物是好氧污

泥驯化培养制得。

[000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发明，以具有重叠式网状结构的天然丝瓜络作为微生物寄宿

的载体，该载体的原料还包括了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稻壳、花生壳中含有大量

的粗纤维、木质素和矿物等，为微生物的繁殖提供了有机碳源，保证了微生物的营养供给。

将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用于污水治理中，重叠式网状结构增加了微生物生存繁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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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进而增加了微生物与改性丝瓜络、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碳源的接触面

积，有利于微生物的持续繁殖，有效、快速达到治理污水的目的。

[0009] 进一步，所述改性丝瓜络是丝瓜络经碳化热处理、等离子体处理和贝壳粉活化处

理制得。

[0010] 碳化热处理可以使丝瓜络孔道内壁产生微孔、介孔，极大提高丝瓜络的比表面积，

为碳源的吸附提供更多的着位点，以及为微生物的繁殖提供更大的场所；等离子体处理可

有效去除丝瓜络纤维周围的木质素，使丝瓜络纤维表面出现明显的沟槽，进一步增大了比

表面积，另外，等离子体处理减弱了分子间的氢键作用，使部分结晶区受到破坏，导致结晶

度下降，提高了碳化丝瓜络的反应活性；贝壳粉中主要含有碳酸钙和甲壳素，以及少量的氨

基酸和多糖物质，用贝壳粉对等离子处理后的碳化丝瓜络进行活化处理，既能充分利用贝

壳粉中的甲壳素、氨基酸和多糖物质，用以为微生物生长繁殖提供碳源，又能够使丝瓜络表

面负载钙离子，以便通过离子交换吸附污水中的重金属离子，从而使得丝瓜络一方面通过

具有的重叠式网状结构为微生物提供广阔的生长繁殖场所，另一方面为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提供碳源，此外，还能够吸附污水中的重金属离子，使污水得到充分治理。

[0011] 进一步，所述琼脂改性壳聚糖具有多孔结构。

[0012] 多孔结构的琼脂改性壳聚糖一方面丰富微生物繁殖所需的碳源，另一方面有利于

微生物进入丝瓜络内部进行繁殖。壳聚糖是自然界中存在较多的天然多糖之一，利用琼脂

对壳聚糖进行改性可进一步丰富微生物生长繁殖所需的碳源营养物，保证微生物的快速有

效生长。

[0013] 此外，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14] 微生物混合液的制备：取好氧污泥密闭静置沉淀，取底层沉淀泥加入营养液搅拌

混匀，于25～28℃驯化培养两月，得到微生物污泥，将微生物污泥与营养液混合，得到微生

物混合液；

[0015] 复合载体的制备：取烘干后的稻壳和花生壳按质量比3:4混合，粉碎过筛得到的混

合粉末，加入温度为55～65℃的15wt％氯化锌溶液中搅拌2h，真空干燥，得到活性粉末，取

活性粉末与1.6wt％的硫酸溶液按固液比100g/L混合，并于115～125℃水解反应1.5h，冷却

后离心，收集上清液，用氢氧化钙调节pH＝7.0，再离心收集上清液，加热至85～90℃，加入

琼脂改性壳聚糖搅拌混匀，得到碳源液，于每升碳源液中浸泡200g改性丝瓜络，浸泡10～

15h，冷冻干燥，得到复合载体；

[0016] 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取10～15g载体浸泡于1L微生物混合液中，于温度25～28

℃封闭培养15～20天，得到复合微生物制剂。

[0017] 进一步，所述营养液中含有6.5mL/L微量元素溶液、0.65g/L乳酸钠、1mL/L酵母膏

溶液，所述微量元素溶液中含有0.3g/L  ZnSO4·7H2O、0 .05g/L  CuSO4·5H2O、0 .5g/L 

FeSO4·7H2O、0.01g/L  H3BO3、0.3g/L  NiSO4·6H2O、0.08g/L  MnCl2·4H2O、0.02g/L(NH4)

6Mo7O24·4H2O。

[0018] 进一步，所述改性丝瓜络是将洗净的丝瓜络先后经氨气碳化热处理、氮气等离子

体处理和贝壳粉活化处理制得。

[0019] 进一步，所述碳化热处理是将洗净后的丝瓜络置于管式炉中，在氨气气氛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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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050℃进行碳化热处理1～2h，随炉冷却，取出得到碳化丝瓜络。

[0020] 氨气对碳元素具有较强的刻蚀作用，在氨气气氛下进行碳化热处理能够将碳化过

程中产生的胺基活性自由基嵌入至碳化的丝瓜络纤维中，提高了丝瓜络的吸附活性。

[0021] 进一步，所述等离子体处理是将碳化丝瓜络置于等离子体反应器中，以氮气为等

离子体气体，在电极间距10mm、功率120～150W条件下等离子体处理15s，取出得到等离子体

处理的碳化丝瓜络。

[0022] 进一步，所述贝壳粉活化处理是将等离子体处理后的碳化丝瓜络与贝壳粉活化剂

按固液比100g/L混合搅拌5h，过滤，洗涤至滤液呈中性，真空干燥，得到改性丝瓜络。

[0023] 进一步，所述贝壳粉活化剂制备如下：取贝壳清洗干净，烘干粉碎，得到的贝壳粉

与20wt％的醋酸溶液按固液比40g/L混合搅拌5h，过滤得到贝壳粉活化剂。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以重叠式网状结构的丝瓜络为微生物生长繁殖载体，为微生物的寄宿

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并复合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为微生物的繁殖提供了丰

富的碳源，保证了微生物的营养供给，用于污水治理中，重叠式网状结构增加了微生物与改

性丝瓜络、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碳源的接触面积，有利于微生物的持续繁殖，有

效、快速达到治理污水的目的。

[0026] (2)本发明对使用的丝瓜络先后进行了碳化热处理、等离子体处理和贝壳粉活化

处理，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丝瓜络的比表面积，进而增大了复合载体的比表面积，为

微生物的寄宿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提高了丝瓜络的活性，有利于与碳源的复合，为微

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丰富的碳源，此外，还提高了丝瓜络的吸附性能，能够吸附污水中的重

金属离子，达到充分治理污水的目的。

[0027] (3)本发明的复合载体的原料丝瓜络、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均是自然降

解，原料成本较低、对环境无危害，环保节能，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地下

水的修复治理。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9] 本发明的一种水污染治理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包括微生物和复合载体，复合载体

的制备原料包括改性丝瓜络、稻壳、花生壳和琼脂改性壳聚糖，改性丝瓜络、稻壳、花生壳和

琼脂的质量比为2:0.3:0.4:0.3，其中的微生物是好氧污泥驯化培养制得，改性丝瓜络是丝

瓜络经碳化热处理、等离子体处理和贝壳粉活化处理制得；其中的琼脂改性壳聚糖具有多

孔结构。

[0030] 实施例一

[0031] 营养液的配制：取0.3g  ZnSO4·7H2O、0.05g  CuSO4·5H2O、0.5g  FeSO4·7H2O、

0.01g  H3BO3、0.3g  NiSO4·6H2O、0.08g  MnCl2·4H2O、0.02g(NH4)6Mo7O24·4H2O加入1L双蒸

水中搅拌溶解，得到微量元素溶液；取0.3g  NH4Cl、1.2g  NaHCO3、0.1CaCl2、0.5gKH2PO4、

0.3gMgSO4·7H2O加入1L双蒸水中搅拌溶解，得到无机盐溶液；取6.5mL微量元素溶液、0.65g

乳酸钠、1mL酵母膏溶液，加入1L无机盐溶液中搅拌混匀，并调节pH＝6.5～7.5，得到营养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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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微生物混合液制备：从污水净化厂取回的好氧污泥密闭状态下，静置沉淀5天，倒

掉上清液，取1L底层沉淀泥加入300mL营养液搅拌混匀，得到微生物浑浊液，放置于25～28

℃的条件下驯化培养，以7天为一周期，每周期从瓶子中倒掉300mL微生物悬浊液，并加入

300mL营养液，同时加入1μL三氯乙烷储备液，每个周期加入的三氯乙烷储备液较上个周期

增加1μL，持续驯化培养两月，得到微生物污泥，将微生物污泥与营养液按质量比1:1混合，

得到微生物混合液。

[0033] 琼脂改性壳聚糖的制备：称取4g壳聚糖溶解于100mL质量浓度为5％的乙酸溶液

中，随后加入1g琼脂颗粒进行超声波分散，真空干燥后，用双蒸水洗涤，随后加入95～100℃

的水中保温3h，降温至50℃，喷雾干燥，得到混合颗粒，将混合颗粒加入60℃的环氧氯丙烷

中，在惰性气体氮气的作用下反应3h，得到的反应产物用蒸馏水洗涤，并干燥，便得到琼脂

改性壳聚糖。

[0034] 改性丝瓜络的制备：取贝壳清洗干净，烘干粉碎，过500目筛，得到的贝壳粉与

20wt％的醋酸溶液按固液比40g/L混合搅拌5h，过滤得到贝壳粉活化剂；取天然丝瓜络将其

清洗干净，将洗净后的丝瓜络置于管式炉中，在氨气气氛下，于900℃进行碳化热处理1h，随

炉冷却，取出得到碳化丝瓜络；将碳化丝瓜络置于等离子体反应器中，以氮气为等离子体气

体，在电极间距10mm、功率120W条件下等离子体处理15s，取出得到等离子体处理的碳化丝

瓜络；将等离子体处理后的碳化丝瓜络与贝壳粉活化剂按固液比100g/L混合搅拌5h，过滤，

洗涤至滤液呈中性，真空干燥，得到改性丝瓜络。

[0035] 复合载体的制备：将稻壳和花生壳各自烘干至含水量为5％以下，取30g烘干后的

稻壳和40g烘干后的花生壳混合，粉碎过筛得到的混合粉末，将混合粉末加入温度为55～65

℃的15wt％氯化锌溶液中搅拌2h，真空干燥，得到活性粉末，取活性粉末与1.6wt％的硫酸

溶液按固液比100g/L混合，并于115～125℃水解反应1.5h，冷却后离心，收集上清液，用氢

氧化钙调节pH＝7.0，再离心收集上清液，加热至85～90℃，加入30g琼脂改性壳聚糖搅拌混

匀，得到碳源液；于每升碳源液中浸泡200g改性丝瓜络，浸泡10h，冷冻干燥，得到载体。

[0036] 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取10g载体浸泡于1L微生物混合液中，于温度25～28℃封

闭培养15天，得到复合微生物制剂。

[0037] 实施例二

[0038] 营养液的配制同实施例一。

[0039] 微生物混合液的制备同实施例一。

[0040] 琼脂改性壳聚糖的制备同实施例一。

[0041] 改性丝瓜络的制备：取贝壳清洗干净，烘干粉碎，过500目筛，得到的贝壳粉与

20wt％的醋酸溶液按固液比40g/L混合搅拌5h，过滤得到贝壳粉活化剂；取天然丝瓜络将其

清洗干净，将洗净后的丝瓜络置于管式炉中，在氨气气氛下，于950℃进行碳化热处理1.5h，

随炉冷却，取出得到碳化丝瓜络；将碳化丝瓜络置于等离子体反应器中，以氮气为等离子体

气体，在电极间距10mm、功率130W条件下等离子体处理15s，取出得到等离子体处理的碳化

丝瓜络；将等离子体处理后的碳化丝瓜络与贝壳粉活化剂按固液比100g/L混合搅拌5h，过

滤，洗涤至滤液呈中性，真空干燥，得到改性丝瓜络。

[0042] 复合载体的制备：将稻壳和花生壳各自烘干至含水量为5％以下，取30g烘干后的

稻壳和40g烘干后的花生壳混合，粉碎过筛得到的混合粉末，将混合粉末加入温度为6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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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wt％氯化锌溶液中搅拌2h，真空干燥，得到活性粉末，取活性粉末与1.6wt％的硫酸溶液

按固液比100g/L混合，并于120℃水解反应1.5h，冷却后离心，收集上清液，用氢氧化钙调节

pH＝7.0，再离心收集上清液，加热至85～90℃，加入30g琼脂改性壳聚糖搅拌混匀，得到碳

源液；于每升碳源液中浸泡200g改性丝瓜络，浸泡12h，冷冻干燥，得到载体。

[0043] 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取13g载体浸泡于1L微生物混合液中，于温度25～28℃封

闭培养15天，得到复合微生物制剂。

[0044] 实施例三

[0045] 营养液的配制同实施例一。

[0046] 微生物混合液的制备同实施例一。

[0047] 琼脂改性壳聚糖的制备同实施例一。

[0048] 改性丝瓜络的制备：取贝壳清洗干净，烘干粉碎，过500目筛，得到的贝壳粉与

20wt％的醋酸溶液按固液比40g/L混合搅拌5h，过滤得到贝壳粉活化剂；取天然丝瓜络将其

清洗干净，将洗净后的丝瓜络置于管式炉中，在氨气气氛下，于1000℃进行碳化热处理

1.5h，随炉冷却，取出得到碳化丝瓜络；将碳化丝瓜络置于等离子体反应器中，以氮气为等

离子体气体，在电极间距10mm、功率130W条件下等离子体处理15s，取出得到等离子体处理

的碳化丝瓜络；将等离子体处理后的碳化丝瓜络与贝壳粉活化剂按固液比100g/L混合搅拌

5h，过滤，洗涤至滤液呈中性，真空干燥，得到改性丝瓜络。

[0049] 复合载体的制备：将稻壳和花生壳各自烘干至含水量为5％以下，取30g烘干后的

稻壳和40g烘干后的花生壳混合，粉碎过筛得到的混合粉末，将混合粉末加入温度为60℃的

15wt％氯化锌溶液中搅拌2h，真空干燥，得到活性粉末，取活性粉末与1.6wt％的硫酸溶液

按固液比100g/L混合，并于120℃水解反应1.5h，冷却后离心，收集上清液，用氢氧化钙调节

pH＝7.0，再离心收集上清液，加热至85～90℃，加入30g琼脂改性壳聚糖搅拌混匀，得到碳

源液；于每升碳源液中浸泡200g改性丝瓜络，浸泡13h，冷冻干燥，得到载体。

[0050] 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取14g载体浸泡于1L微生物混合液中，于温度25～28℃封

闭培养18天，得到复合微生物制剂。

[0051] 实施例四

[0052] 营养液的配制同实施例一。

[0053] 微生物混合液的制备同实施例一。

[0054] 琼脂改性壳聚糖的制备同实施例一。

[0055] 改性丝瓜络的制备：取贝壳清洗干净，烘干粉碎，过500目筛，得到的贝壳粉与

20wt％的醋酸溶液按固液比40g/L混合搅拌5h，过滤得到贝壳粉活化剂；取天然丝瓜络将其

清洗干净，将洗净后的丝瓜络置于管式炉中，在氨气气氛下，于1050℃进行碳化热处理2h，

随炉冷却，取出得到碳化丝瓜络；将碳化丝瓜络置于等离子体反应器中，以氮气为等离子体

气体，在电极间距10mm、功率150W条件下等离子体处理15s，取出得到等离子体处理的碳化

丝瓜络；将等离子体处理后的碳化丝瓜络与贝壳粉活化剂按固液比100g/L混合搅拌5h，过

滤，洗涤至滤液呈中性，真空干燥，得到改性丝瓜络。

[0056] 复合载体的制备：将稻壳和花生壳各自烘干至含水量为5％以下，取30g烘干后的

稻壳和40g烘干后的花生壳混合，粉碎过筛得到的混合粉末，将混合粉末加入温度为65℃的

15wt％氯化锌溶液中搅拌2h，真空干燥，得到活性粉末，取活性粉末与1.6wt％的硫酸溶液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8585179 B

8



按固液比100g/L混合，并于125℃水解反应1.5h，冷却后离心，收集上清液，用氢氧化钙调节

pH＝7.0，再离心收集上清液，加热至85～90℃，加入30g琼脂改性壳聚糖搅拌混匀，得到碳

源液；于每升碳源液中浸泡200g改性丝瓜络，浸泡15h，冷冻干燥，得到载体。

[0057] 复合微生物制剂的制备：取15g载体浸泡于1L微生物混合液中，于温度25～28℃封

闭培养20天，得到复合微生物制剂。

[0058] 分别对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制备得到的改性丝瓜络进行电镜扫描，发现改性后的

丝瓜络仍然保持了天然丝瓜络固有的重叠网络网状结构，为蜂窝巢式的孔状结构，内部排

布有很多平行密集的孔道，孔道的开口呈现出不规则形状，孔道的直径分布在50～500μm范

围内；孔道内壁还分布于许多小孔，小孔直径范围分布在1～20μm范围内。

[0059] 分别称取2.5g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制备得到的复合载体，分别加入盛有250mL纯

水的锥形瓶中密封，阴暗处保存，于第1、2、3、4、5、7、10、15天取水样测定其溶解性COD值。其

测定结果如表1：

[0060] 表1

[0061]

[0062] 表1的结果表明，本发明制备的复合载体能够保证碳源的持续释放，为微生物的生

长持续提供碳源营养物，以保证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0063] 分别称取1.0g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制备得到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分别加入盛有

200mL含15g/L三氯乙烷的废水中，浸泡5h，每隔1h轻轻搅动复合微生物制剂周围的溶液，最

后测定水中的三氯乙烷浓度，计算三氯乙烷的去除率。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制备得到的复

合微生物制剂对三氯乙烷的去除率分别为81.2％、79.6％、85.3％、88.1％，由此可见，本发

明的复合微生物制剂能够有效地对污水进行净化治理。

[0064]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

范围当中。本发明未详细描述的技术、形状、构造部分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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