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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

盐的方法及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

殖海水中硝酸盐的方法及装置。该装置包括异养

生物反硝化单元、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和出水过

滤单元；异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包括异养反硝化生

物反应器；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包括自养反硝化

生物反应器；出水过滤单元包括固体过滤装置；

将待处理的养殖废水依次通入异养生物反硝化

生物反应器、自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和固体

过滤装置，即可实现所述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

除。本发明在保持进水高浓度溶氧的前提下，实

现了循环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严格控制了

出水中亚硝酸的生成，降低了有机碳源的用量及

硫酸根的生成量，节省了处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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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菌种驯化：分别对驯化用原始污泥进行异养驯化和自养驯化，得到异养反硝化污泥

和自养反硝化污泥；

步骤(1)中，所述异养驯化中，以有机碳源作为异养反硝化电子供体，污泥体系处于好

氧状态；

所述自养驯化中，以还原态硫作为自养反硝化电子供体，污泥体系处于缺氧状态；

(2)生物反应器的快速启动：以所述异养反硝化污泥为种泥，对所述异养生物反应器进

行挂膜；以所述自养反硝化污泥为种泥，对所述自养生物反应器进行挂膜；

(3)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将待处理的养殖海水通入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

殖海水中硝酸盐的装置中，在异养反硝化单元中，所述养殖海水以有机碳源为电子供体进

行异养反硝化；在自养反硝化单元中，异养反硝化单元产水以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中的

生物填料为电子供体进行自养反硝化；自养反硝化单元产水在出水过滤单元经过固体过

滤，即可实现所述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

步骤(3)中，所述运行过程中，温度控制范围为15～35℃，C/N调控范围为0.1～1.5，pH

调控范围为6.0～9.0；

所述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装置包括异养生物反硝化单元、自

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和出水过滤单元；

所述异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包括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

所述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包括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

所述出水过滤单元包括固体过滤装置；

将待处理的养殖废水依次通入所述异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所述自养生物反硝化

生物反应器和所述固体过滤装置，即可实现所述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

所述异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的下方设有进水口Ⅰ，上方设有出水口Ⅰ；

所述自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的下方设有进水口Ⅱ，上方设有出水口Ⅱ；

所述异养  反硝化生物反应器的出水口Ⅰ和所述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的进水口Ⅱ通

过一管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和所述自养反

硝化生物反应器均为填料式生物反应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的生物填料为

陶粒、玻璃珠、碎石和人工生物填料中的任一种；所述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的生物填料为

硫磺颗粒。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式生物反应器为固定床生物

反应滤池或填料式生物反应柱。

5.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下述方式1)或方式2)将待

处理的养殖废水依次通入所述异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所述自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

器和所述固体过滤装置：

1)采用连接装置依次连接所述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所述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和

所述固体过滤装置；

2)将同一反应器用多孔隔板分隔成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室和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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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体的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和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采用连接装置连接所述反应

器和所述固体过滤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养生物反硝化单元还包

括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Ⅰ，所述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Ⅰ设置于所述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上；所

述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还包括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Ⅱ，所述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Ⅱ设置于所述

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对所述异养生物反应器进行挂膜时，以有机碳源作为异养反硝化电子供体；挂膜过程

中，对异养反硝化的进水不进行溶氧控制；

对所述自养生物反应器进行挂膜时，以还原态硫作为自养反硝化电子供体；挂膜过程

中，对自养反硝化的进水进行脱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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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方法及装置，属于水处

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作为传统的渔业大国，过去主要依靠天然渔业资源。但由于长期过度捕捞，造

成大部分重要经济鱼类资源急剧下降，天然渔业资源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1985年，政府确

立了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鼓励发展养殖业。但随着土地和用水成本的不断增加，水产

养殖方式也随之从粗放型向集约化和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工业化循环海水养殖是应运而

生的一种高效养殖技术，它不但可以降低养殖的风险，而且工厂化的宏观调控可以给养殖

带来众多便利条件，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工业化循环海水养殖具有许多优点，如通

过水温调控可以改变养殖生物的生长周期，使其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减少其他生物(如天

敌)对养殖生物的影响；水预处理可以为养殖生物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等。但是在工业化循

环海水养殖中，来自于食物残渣、动物排泄物、腐烂的生物体等物质中的含氮有机物，在水

处理过程中被转化成硝态氮，随水体循环不断累计，严重影响循环海水水质。据报道，循环

海水养殖系统中最大硝态氮浓度高达400～500mg/L，而养殖海水中通常可接受的硝酸氮浓

度远低于该值。在循环海水养殖系统中，硝态氮的积累对于养殖生物，特别是无脊椎动物具

有较大的伤害。另外，水体中高浓度氮也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引起藻类大量繁殖，直接危

害养殖动物的生存。据报道，高浓度硝态氮会导致养殖物种生长速度降低，易患病，发育迟

缓，繁殖力下降，成活率降低等。例如：海水鱼类的白点病和30mg/L以上的硝态氮浓度有关；

100mg/L的硝态氮对鳉鱼来说是致命的；75mg/L会降低鲫鱼的繁殖力，延缓孵化时间，降低

孵化率和生长速度；甚至低至50mg/L的硝态氮也会显著延缓鲫鱼产卵时间和减少产卵数

量。因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浓度的有效控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开展循环海水养殖系统中

硝酸去除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0003] 生物反硝化技术是一种反应条件温和(常温常压)、设备简单、操作方便、运行费用

低、环境条件友好的脱氮技术，其原理是通过生物体将硝酸盐还原成氮气或者有机体的一

部分主。传统的生物反硝化通常是在厌(缺)氧条件下进行，但循环海水养殖系统中，为保证

养殖动物生长，通常溶氧高达7～8mg/L。在此条件下，厌氧反硝化菌被抑制，无法实现水体

中硝酸盐的去除。且由于海水养殖系统中，氨氮浓度含量较低，远小于硝酸氮含量，因此，同

步硝化反硝化不易实现。好氧生物反硝化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项反硝化技术，其优点

在于反硝化菌可在高浓度溶氧的条件下进行脱氮，不必对处理水进行前期脱氧气处理，但

其缺点在于较厌(缺)氧反硝化的反硝化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方法及装置，

该方法及装置将好氧反硝化与厌(缺)氧反硝化相结合，建立基于微生物好氧异养与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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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自养反硝化串联的脱氮工艺，能在保证脱氮效率的基础上，降低外加有机碳源的用量，实

现高溶氧条件下硝酸盐的去除。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装置，它包括异

养生物反硝化单元、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和出水过滤单元；

[0006] 所述异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包括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

[0007] 所述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包括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

[0008] 所述出水过滤单元包括固体过滤装置；

[0009] 将待处理的养殖废水依次通入所述异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所述自养生物反

硝化生物反应器和所述固体过滤装置，即可实现所述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

[0010] 上述的装置中，所述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和所述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均为填

料式生物反应器。所述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的生物填料可为陶粒、玻璃珠、碎石以及人工

生物填料等；所述人工生物填料可由聚氯乙烯、聚苯乙烯或聚酰胺等材料制成。所述自养反

硝化生物反应器的生物填料可为硫磺颗粒。所述填料式生物反应器为固定床生物反应滤池

或填料式生物反应柱。

[0011] 上述的装置中，采用下述方式1)或方式2)将待处理的养殖废水依次通入所述异养

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所述自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和所述固体过滤装置：

[0012] 1)采用连接装置(如PVC管、硅胶管、防腐不锈钢管等)依次连接所述异养反硝化生

物反应器、所述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和所述固体过滤装置；

[0013] 2)将同一反应器用多孔隔板分隔成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室和自养反硝化生物反

应室，形成一体的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和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所述多孔隔板的设置

可避免生物菌落相互入侵)；采用连接装置(如PVC管、硅胶管、防腐不锈钢管等)连接所述反

应器和所述固体过滤装置。

[0014] 上述的装置中，所述异养生物反硝化单元还包括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Ⅰ，所述尾气排

放吸收装置Ⅰ设置于所述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上；所述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还包括尾气

排放吸收装置Ⅱ，所述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Ⅱ设置于所述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上。

[0015] 上述的装置中，所述固体过滤装置可根据行业需求选择，如砂滤池，活性碳柱，小

型泡沫分离器等。

[0016] 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了一种利用上述装置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17] (1)菌种驯化：分别对驯化用原始污泥进行异养驯化和自养驯化，得到异养反硝化

污泥和自养反硝化污泥；

[0018] (2)生物反应器的快速启动：以所述异养反硝化污泥为种泥，对所述异养生物反应

器进行挂膜；以所述自养反硝化污泥为种泥，对所述自养生物反应器进行挂膜；

[0019] (3)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将待处理的养殖海水通入所述装置中，在所述异养

反硝化单元中，所述养殖海水以有机碳源为电子供体进行异养反硝化；在所述自养反硝化

单元中，异养反硝化单元产水以所述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中的生物填料为电子供体进行

自养反硝化；自养反硝化单元产水在所述出水过滤单元经过固体过滤，即可实现所述养殖

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

[0020] 上述的方法，步骤(1)中，所述原始污泥可为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循环养殖池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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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底泥、海底底泥等富含生物菌体的污泥。

[0021] 所述驯化采用梯度提高硝酸盐的方法；所述梯度设置如下：10,50,100,300,500,

1000,1500mg/L(以NO3-浓度计)，每个浓度运行时间为7天。

[0022] 所述异养驯化中，以有机碳源作为异养反硝化电子供体，污泥体系处于好氧状态。

所述有机碳源包括但不限于甲醇、乙醇等。所述好氧状态的控制方法可如下：不控制污泥体

系中溶氧，以机械搅拌或磁力搅拌方式使其长期处于好氧状态。

[0023] 所述自养驯化中，以还原态硫作为自养反硝化电子供体，污泥体系处于缺氧状态。

所述还原态硫包括但不限于硫磺等。所述厌氧状态的控制方法如下：以氮气作为保护气体，

使污泥体系中的溶氧浓度降到0.5mg/L，以机械搅拌或磁力搅拌方式使其长期处于缺氧状

态。

[0024] 当硝酸盐的去除率长期稳定达到95％以上，说明污泥驯化完成，可作为种泥为后

续生物反应器的启动使用。

[0025] 上述的方法，步骤(2)中，对所述异养生物反应器进行挂膜时，以有机碳源作为异

养反硝化电子供体；挂膜过程中，对异养反硝化进水不进行溶氧控制。所述有机碳源包括但

不限于甲醇、乙醇等。

[0026] 对所述自养生物反应器进行挂膜时，以还原态硫作为自养反硝化电子供体；挂膜

过程中，对自养反硝化进水进行脱氧处理。

[0027] 所述挂膜的方法如下：将活性种泥稀释后从反应器顶部加入生物反应器内，后以

加入营养盐的所述养殖海水为培养液对所述反应器进行循环强制挂膜，即挂膜系统为循环

运行系统，所述营养盐为硝酸盐和磷酸盐，其目的为提供反硝化菌生长必须的磷元素和氮

元素，其他必须的微量元素均来自于海水。挂膜过程中控制循环水流速为低流速，以便生物

膜在载体上生成。

[0028] 上述的方法，步骤(3)中，所述运行过程中，严格控制温度，根据硝酸盐浓度调控水

力停留时间，pH，C/N等参数，温度控制范围为15～35℃，C/N调控范围为0.1～1.5，pH调控范

围为6.0～9.0。

[0029] 所述方法还包括定期对所述异养生物反硝化单元进行反冲洗并及时补充自养生

物反硝化单元中消耗掉的硫磺颗粒的步骤。

[0030]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1] 本发明在保持进水高浓度溶氧的前提下，实现了循环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

严格控制出水中亚硝酸盐的生成量，降低了有机碳源的用量及硫酸根的生成量，节省了处

理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微生物异养与硫自养反硝化串联脱氮工艺去除循环海水

养殖系统中高浓度硝酸盐的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各标记如下：

[0034] 11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12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Ⅰ、13陶粒、14进水口Ⅰ、15出水口

Ⅰ、21、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22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Ⅱ、23硫磺颗粒、24进水口Ⅱ、25出水口

Ⅱ、31砂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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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6]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37] 实施例1、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装置

[0038] 如图1所示，本发明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装置，它包括异

养生物反硝化单元、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和出水过滤单元；

[0039] 异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包括异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11)和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Ⅰ

(12)；异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11)为一填料式生物反应柱，其内部填充物为陶粒(13)；

异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11)的下方设有进水口Ⅰ(14)，上方设有出水口Ⅰ(15)；尾气排

放吸收装置Ⅰ(12)设置于异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11)的上方，用于吸收异养生物反硝

化产生的气体；

[0040] 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包括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21)和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Ⅱ

(22)；自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21)为一填料式生物反应柱，其内部填充物为硫磺颗粒

(23)；自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21)的下方设有进水口Ⅱ(24)，上方设有出水口Ⅱ(25)；

尾气排放吸收装置Ⅱ(22)设置于异养生物反硝化生物反应器(21)的上方，用于吸收自养生

物反硝化产生的气体；

[0041] 异氧反硝化生物反应器(11)的出水口(15)和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21)的进水

口(24)通过一管路(如PVC管、硅胶管、防腐不锈钢管等)连接；

[0042] 出水过滤单元包括固体过滤装置，它为一敞口设置的砂滤池(31)；

[0043] 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21)的出水口(25)通过一管路(如PVC管、硅胶管、防腐不

锈钢管等)将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器产水通入固体过滤装置中进行过滤。

[0044] 使用时，将待处理的养殖海水通入该装置中，在异养反硝化单元中，养殖海水以有

机碳源为电子供体进行异养反硝化；在自养反硝化单元中，异养反硝化单元产水以自养反

硝化生物反应器中的硫磺颗粒为电子供体进行自养反硝化(异养反硝化后溶解氧浓度降

低)；自养反硝化单元产水在出水过滤单元经过固体过滤，即可实现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

除。

[0045] 实施例2、人工合成养殖海水的处理

[0046] 利用实施例1中的装置对人工合成养殖海水进行处理，具体步骤如下：

[0047] (1)菌种驯化：以北京海洋馆回流池底泥为驯化用原始污泥，采用梯度提高硝酸盐

的方法分别对原始污泥进行异养驯化和自养驯化，驯化周期为49天，得到异养反硝化污泥

和自养反硝化污泥；梯度提高硝酸盐的方法如下：浓度梯度为10,50,100,300,500,1000 ,

1500mg/L(以NO3-浓度计)，每个梯度浓度运行时间为7天。异养驯化中，以甲醇作为异养反硝

化电子供体，不控制污泥体系中溶氧，以机械搅拌或磁力搅拌方式使其长期处于好氧状态。

自养驯化中，以硫磺作为自养反硝化的电子供体，以氮气作为保护气体，使污泥体系中的溶

氧浓度降到0.5mg/L，以机械搅拌或磁力搅拌方式使其长期处于缺氧状态。

[0048] (2)生物反应器的快速启动：待污泥驯化成功后，以甲醇培养的异养反硝化污泥为

种泥，对异养生物反应器进行强化循环挂膜，挂膜时间为20天；以硫磺培养的自养反硝化污

泥为种泥，对自养生物反应器进行强化循环挂膜，挂膜时间为20天；挂膜方法分别如下：将

活性种泥稀释后(活性种泥与养殖海水的体积比为3:1)，从反应器顶部加入生物反应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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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以加入营养盐的养殖海水为培养液对反应器进行循环强制挂膜，即挂膜系统为循环运

行系统，挂膜过程中控制循环水流速为低流速(流速为0.5L/h)，以便生物膜在载体上生成。

循环运行周期为2天，后更换培养液，异养反硝化系统中的培养液中加入甲醇、硝酸盐(浓度

为225mg-N/L)以及磷酸盐(浓度为80mg-P/L)，自养反硝化系统中的培养液中加入硝酸盐

(浓度为225mg-N/L)及磷酸盐(浓度为80mg-P/L)，加入磷酸盐的目的在于提供反硝化菌生

长所必须的磷元素。

[0049] (3)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待挂膜结束后，使用该生物脱氮体系处理含有高浓

度硝酸盐的人工合成养殖海水，步骤如下：将待处理的人工合成养殖海水通入实施例1中的

异养自养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装置中(待挂膜结束后将异养生物反硝化单

元、自养生物反硝化单元和出水过滤单元依次连接)，在异养反硝化单元中，养殖海水以甲

醇为电子供体进行异养反硝化；在自养反硝化单元中，异养反硝化单元产水以自养反硝化

生物反应器中的硫磺颗粒为电子供体进行自养反硝化；自养反硝化单元产水在出水过滤单

元经过固体过滤，即可实现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

[0050] 本实施例中进出水的平均水质及装置的运行参数如下：

[0051] 进水平均水质：TOC为3.5mg/L，NO3
-为1000mg/L，SO4

2-为2.4g/L，pH为7.8，DO为

6.8mg/L。

[0052] 运行参数：以甲醇为碳源，C/N＝0.6，温度：25℃，反应器运行负荷：12kg/(m3·d)，

HRT＝2h，反应器运行70天。

[0053] 出水平均水质：TOC为3.48mg/L，NO3-为37.4mg/L，SO42-为3.7g/L，pH为7.6。

[0054] 实施例3、北京海洋馆白鲸池养殖海水的处理

[0055] 利用实施例1中的装置对北京海洋馆白鲸池养殖海水进行处理，具体步骤如下：

[0056] (1)菌种驯化：以北京海洋馆回流池底泥为驯化用原始污泥，采用梯度提高硝酸盐

的方法分别对原始污泥进行异养驯化和自养驯化，驯化周期为49天，得到异养反硝化污泥

和自养反硝化污泥。梯度提高硝酸盐的方法如下：浓度梯度为10,50,100,300,500,1000 ,

1500mg/L(以NO3-浓度计)，每个梯度浓度运行时间为7天。异养驯化中，以甲醇作为异养反硝

化电子供体，不控制污泥体系中溶氧，以机械搅拌或磁力搅拌方式使其长期处于好氧状态。

自养驯化中，以硫磺作为自养反硝化的电子供体，以氮气作为保护气体，使污泥体系中的溶

氧浓度降到0.5mg·L-1，以机械搅拌或磁力搅拌方式使其长期处于缺氧状态。

[0057] (2)生物反应器的快速启动：待污泥驯化成功后，以甲醇培养的异养反硝化污泥为

种泥，对异养生物反应器进行强化循环挂膜，挂膜时间为20天；以硫磺培养的自养反硝化污

泥为种泥，对自养生物反应器进行强化循环挂膜，挂膜时间为20天；挂膜方法分别如下：将

活性种泥稀释后(活性种泥与养殖海水的体积比为3:1)，从反应器顶部加入生物反应器内，

然后以加入营养盐的养殖海水为培养液对反应器进行循环强制挂膜，即挂膜系统为循环运

行系统，挂膜过程中控制循环水流速为低流速(流速为0.5L/h)，以便生物膜在载体上生成。

循环运行周期为2天，后更换培养液，异养反硝化系统中的培养液中加入甲醇、硝酸盐(浓度

为225mg-N/L)以及磷酸盐(浓度为80mg-P/L)，自养反硝化系统中的培养液中加入硝酸盐

(浓度为225mg-N/L)及磷酸盐(浓度为80mg-P/L)，加入磷酸盐的目的在于提供反硝化菌生

长所必须的磷元素。

[0058] (3)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待挂膜结束后，使用该生物脱氮体系处理含有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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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硝酸盐的人工合成养殖海水，步骤如下：将待处理的养殖海水通入实施例1中的异养自养

串联反硝化去除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装置中(待挂膜结束后将异养生物反硝化单元、自养

生物反硝化单元和出水过滤单元依次连接)，在异养反硝化单元中，养殖海水以甲醇为电子

供体进行异养反硝化；在自养反硝化单元中，异养反硝化单元产水以自养反硝化生物反应

器中的硫磺颗粒为电子供体进行自养反硝化；自养反硝化单元产水在出水过滤单元经过固

体过滤，即可实现养养殖海水中硝酸盐的去除。

[0059] 本实施例中进出水的平均水质及装置的运行参数如下：

[0060] 进水平均水质：TOC为8.0mg/L，NO3-为1077mg/L，SO42-为2.9g/L，NH4+为0.01mg/L，

PO43-为52mg/L，pH为8.0，DO为7.05mg/L

[0061] 运行参数：以甲醇为碳源，C/N＝0.6，温度：20.5℃，反应器运行负荷：13kg/(m3·

d)，HRT＝2h，反应器运行60天。

[0062] 出水平均水质：TOC为3.5mg/L，NO3-为172.0mg/L，SO42-为3.5g/L，NH4+为0.0mg/L，

PO43-为34mg/L，pH为7.8，DO为0.3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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