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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

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

本发明利用包埋固定化技术将短程硝化菌、厌氧

氨氧化菌以及反硝化菌固定在固定化中实现氮

素与有机物同时去除；同时凝胶小球对溶解氧传

质受阻易形成好氧‑厌氧区，可避免溶解氧对厌

氧氨氧化菌以及反硝化菌的影响，有利于SNAD工

艺的快速启动；另外包埋固定化微生物的生物量

浓度高，且将游离的细菌限定在有限空间内，可

减少污泥流失，有利于混合菌在系统内维持较高

的细菌浓度和生物活性，从而提高系统运行的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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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包

括步骤如下：

（1）将聚乙烯醇、海藻酸钠依次加入水中并分别加热搅拌溶解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1；

混合液1中聚乙烯醇的质量百分含量为8‑20%，海藻酸钠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5‑1.5%，聚乙

烯醇为聚合度为1600‑1800、醇解度＞99%的聚乙烯醇；

（2）将可溶性淀粉加入水中加热糊化，之后冷却至70~80℃，得混合液2；可溶性淀粉与

水的质量体积比为：1：（40‑60），单位：g/mL；

（3）将水性聚氨酯乳液、混合液2依次加入混合液1中混合，得凝胶液；所述水性聚氨酯

乳液的固含量为20%‑40%，水性聚氨酯在凝胶液中的质量分数为0.1%‑1.2%；混合液2与混合

液1的体积比为：1：（10‑30）；

（4）将凝胶液冷却到室温后，将厌氧氨氧化菌泥与反硝化菌泥加入冷却后的凝胶液中，

混合均匀后得到菌胶混合液；所述的厌氧氨氧化菌泥为厌氧污泥经厌氧氨氧化菌富集培

养、清洗后得到，厌氧氨氧化菌泥的含水量为60‑70wt%；所述的反硝化菌泥为厌氧污泥经反

硝化菌富集培养、清洗后得到，反硝化菌泥的含水量为60‑70wt%；

（5）取硼酸和氯化钙溶于水中，制备含有硼酸和氯化钙混合溶液，即为凝固液，将凝固

液分成两部分；

（6）将一部分凝固液加入菌胶混合液中，然后将另一部分凝固液加入富含AOB的短程硝

化菌泥，混合均匀后，加入体系中，然后静置使其充分交联，得到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

反硝化固定化小球；

（7）将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活化后，投加至序批式生物过滤反

应器（SBBGR）中，反应器的底部通入待处理废水，控制出水流速，同时进行好氧、缺氧间隔交

替曝气，实现SNAD工艺快速启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厌氧氨氧化

菌泥与反硝化菌泥的总重量与凝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3‑8），单位：g/m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凝固液

中硼酸的质量分数为3%‑5%，氯化钙的质量百分含量为2%‑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厌氧氨氧化

菌泥、反硝化菌泥、短程硝化菌泥的质量比为1:1：1，短程硝化菌泥的加入量与凝胶液的质

量体积比为：1：（3‑8），单位：g/mL，静置交联时间为6‑12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中，所述的活化

为将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置于活化水中在25℃‑30℃下活化培养

2‑3天，所述的活化水组成如下：碳酸氢铵190  mg/L，磷酸二氢钾25  mg/L，硫酸镁200  mg/L，

氯化钙300  mg/L，葡萄糖12.2  mg/L，微量元素溶液1mL  /L；所述微量元素溶液组成成分为：

乙二胺四乙酸20.0  g/L，硫酸锌0.43  g/L，氯化锰0.99  g/L，氯化钴0.24  g/L，氯化镍0.19 

g/L，硫酸铜0.25  g/L，硒酸钠0.21  g  /L，钼酸钠0.22  g/L，硼酸0.014  g/L。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其特征在于，活化短程硝化‑厌氧氨

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在反应器中的填充率为反应器容积的15%‑25%。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092470 B

2



一种基于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SNAD

工艺快速启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SNAD工艺快速

启动方法，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厌氧氨氧化工艺凭借其低成本、操作简单、无N2O生成等诸多优点发展迅

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但是，许多因素也制约着厌氧氨氧化工艺的发展。在市政污水和

工业废水中通常含有大量的铵氮和硝态氮，而厌氧氨氧化过程只能将铵氮和亚硝态氮形式

的氮素去除，总氮去除率会受到限制，不能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质，不能满足污水处理需

求。厌氧氨氧化耦合工艺的开发势在必行，其中，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工艺

(SNAD)脱颖而出。

[0003] S N A D (S i m u l ta n e o u s  pa r t i c ia l  N i t r if i ca t i o n，Ana m m o x  a nd 

Denitrification)工艺是在短程硝化耦合厌氧氨氧化工艺(SNAP)的基础上，引入异养反硝

化，从而实现污水中氮素与有机物同时去除的新型工艺，具有能耗低、碳源需求量小、污泥

产量低、占地面积小等优点，但是在实际应用中，SNAD工艺的运行条件难以控制。这是由于

短程硝化过程的功能菌AOB是好氧菌，而Anammox菌与反硝化菌属于厌氧菌，反应器中溶解

氧的控制显得尤为重要，再加上SNAD系统中厌氧氨氧化菌世代周期长，对温度、碱度等生长

条件要求苛刻，限制了SNAD工艺在工程上的实际应用，目前的SNAD大部分应用于低浓度氨

氮污水，而污泥消化液中的高浓度氨氮对于SNAD系统负荷太高，处理起来难度较大。

[0004] 因此，如何快速启动SNAD工艺，同时强化AOB、Anammox菌与反硝化菌一直是目前亟

需解决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

定化小球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本发明的固定化小球可以减弱溶解氧对厌氧氨氧化菌及

反硝化菌的影响，有利于快速启动SNAD工艺；并且利用固定化微生物技术制备的固定化小

球有助于系统内维持较高的生物量浓度和生物活性，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脱氮效率。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基于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

包括步骤如下：

[0008] (1)将聚乙烯醇、海藻酸钠依次加入水中并分别加热搅拌溶解混合均匀，得到混合

液1；

[0009] (2)将可溶性淀粉加入水中加热糊化，之后冷却至70～80℃，得混合液2；

[0010] (3)将水性聚氨酯乳液、混合液2依次加入混合液1中混合，得凝胶液；

[0011] (4)将凝胶液冷却到室温后，将厌氧氨氧化菌泥与反硝化菌泥加入冷却后的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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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混合均匀后得到菌胶混合液；

[0012] (5)取硼酸和氯化钙溶于水中，制备含有硼酸和氯化钙混合溶液，即为凝固液，将

凝固液分成两部分；

[0013] (6)将一部分凝固液加入菌胶混合液中，然后将另一部分凝固液加入富含AOB的短

程硝化菌泥，混合均匀后，加入体系中，然后静置使其充分交联，得到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

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

[0014] (7)将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活化后，投加至序批式生物过

滤反应器(SBBGR)中，反应器的底部通入待处理废水，控制出水流速，同时进行好氧、缺氧间

隔交替曝气，实现SNAD工艺快速启动。

[0015]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1)中，混合液1中聚乙烯醇的质量百分含量为8‑20％，海

藻酸钠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5‑1.5％。

[0016]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1)中，聚乙烯醇为聚合度为1600‑1800、醇解度＞99％的

聚乙烯醇。

[0017]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2)中，可溶性淀粉与水的质量体积比为：1：(40‑60)，单

位：g/mL。

[0018]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3)中，所述水性聚氨酯乳液的固含量为20％‑40％，水性

聚氨酯在凝胶液中的的质量分数为0.1％‑1 .2％；混合液2与混合液1的体积比为：1：(10‑

30)。

[0019]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的厌氧氨氧化菌泥为厌氧污泥经厌氧氨氧化

菌富集培养、清洗后得到，厌氧氨氧化菌泥的含水量为60‑70wt％。

[0020] 厌氧氨氧化菌富集培养按现有技术进行，清洗为富集培养后的污泥用去离子水洗

净后在8000rpm下离心10min，去除上清液。

[0021]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的反硝化菌泥为厌氧污泥经反硝化菌富集培

养、清洗后得到，反硝化菌泥的含水量为60‑70wt％。

[0022] 反硝化菌富集培养按现有技术进行，清洗为富集培养后的污泥用去离子水洗净后

在8000rpm下离心10min，去除上清液。

[0023]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4)中，厌氧氨氧化菌泥与反硝化菌泥的总重量与凝胶液

的质量体积比为：1：(3‑8)，单位：g/mL。

[0024]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5)中，所述凝固液中硼酸的质量分数为3％‑5％，氯化钙

的质量百分含量为2％‑6％。

[0025]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6)中，厌氧氨氧化菌泥、反硝化菌泥、短程硝化菌泥的质

量比为1:1:1，短程硝化菌泥的加入量与凝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3‑8)，单位：g/mL。

[0026]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6)中，短程硝化菌泥为好养污泥经短程硝化菌富集培

养、清洗后得到，短程硝化菌泥的含水量为60‑70wt％。

[0027] 短程硝化菌富集培养按现有技术进行，清洗为富集培养后的污泥用去离子水洗净

后在8000rpm下离心10min，去除上清液。

[0028]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6)中，静置交联时间为6‑12h。

[0029]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7)中，所述的活化为将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

化固定化小球置于活化水中在25℃‑30℃下活化培养2‑3天，所述的活化水组成如下：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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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铵190mg/L，磷酸二氢钾25mg/L，硫酸镁200mg/L，氯化钙300mg/L，葡萄糖12.2mg/L，微量

元素溶液1mL/L；所述微量元素溶液组成成分为：乙二胺四乙酸20.0g/L，硫酸锌0.43g/L，氯

化锰0.99g/L，氯化钴0.24g/L，氯化镍0.19g/L，硫酸铜0.25g/L，硒酸钠0.21g/L，钼酸钠

0.22g/L，硼酸0.014g/L。

[0030]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活化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在反应器

中的填充率为反应器容积的15％‑25％。

[0031] 本发明的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由于溶解氧传质受阻，容

易在固定化小球边缘形成好氧区而小球中心形成厌氧区，形成自然的好氧‑厌氧区分层，可

以避免氧气对Anammox菌及反硝化菌潜在的影响，从而快速启动SNAD工艺，高效处理废水。

此外包埋固定化微生物的生物量浓度高，且将游离的细菌固定在限定的空间内，可以使

AOB、Anammox菌与反硝化菌在系统内维持较高的细菌浓度和生物活性，并减少污泥流失，从

而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总氮去除率。

[003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33] 1、本发明的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由于溶解氧传质受阻，

容易在固定化小球边缘形成好氧区而小球中心形成厌氧区，形成自然的好氧‑厌氧区分层，

可以避免氧气对厌氧氨氧化菌及反硝化菌潜在的影响，从而快速启动SNAD工艺，使其高效

处理含氮废水。

[0034] 2、本发明的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包埋固定化微生物的生

物量浓度高，且将游离的细菌固定在限定的空间内，可减少污泥流失，有利于混合菌在系统

内维持较高的细菌浓度和生物活性，从而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0035] 3、本发明的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将具有溶胀性能的可溶

性淀粉作为载体，使菌泥附着在多孔的可溶性淀粉之间，避免了凝胶小球因网络孔隙过大

导致被包埋的菌部分流失，利用率低，同时固定化小球独立分散，不容易粘结在一起，韧性

大，更耐水力冲刷，使用寿命长。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应用实施例1的人工合成废水进出水的三氮浓度变化曲线图；

[0037] 图2为应用实施例1的人工合成废水的总氮去除率的变化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具体的描述，但本发明大的实施方式不限于

此。

[0039] 本发明采用的序批式生物过滤反应器(SBBGR)为现有技术，该反应器包括上反应

器和下反应器，上反应器和下反应器通过螺栓密封扣合在一起，上反应器内部为曝气区，下

反应器内部为反应区，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填充在下反应区中，下

反应区中的顶部设置有防止固定化小球球上浮进入曝气区的隔板，曝气区内设置有曝气装

置。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基于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固定化小球SNAD工艺快速启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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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步骤如下：

[0042] (1)将聚乙烯醇、海藻酸钠依次加入水中并分别加热搅拌溶解混合均匀，得到混合

液1，混合液1中聚乙烯醇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6％，海藻酸钠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2％，聚乙

烯醇为聚合度为1600‑1800、醇解度＞99％的聚乙烯醇

[0043] (2)将可溶性淀粉加入水中加热糊化，之后冷却至70～80℃，得混合液2，可溶性淀

粉与水的质量体积比为：1：33，单位：g/mL；

[0044] (3)将固含量为30％的水性聚氨酯乳液、混合液2依次加入混合液1中混合，得凝胶

液，水性聚氨酯在凝胶液中的的质量分数为0.6％；混合液2与混合液1的体积比为：1：25，单

位：g/mL；

[0045] (4)厌氧污泥经厌氧氨氧化菌富集培养，然后用去离子水洗净后在8000rpm下离心

10min，去除上清液，得到厌氧氨氧化菌泥，

[0046] 厌氧污泥经反硝化菌富集培养，然后用去离子水洗净后在8000rpm下离心10min，

去除上清液，得到反硝化菌泥；

[0047] 好养污泥经短程硝化菌富集培养，然后用去离子水洗净后在8000rpm下离心

10min，去除上清液，得到短程硝化菌泥；

[0048] 将凝胶液冷却到室温后，将厌氧氨氧化菌泥与反硝化菌泥混合均匀后，加入冷却

后的凝胶液中，混合均匀后得到菌胶混合液；

[0049] (5)取硼酸和氯化钙溶于水中，制备含有硼酸和氯化钙混合溶液，即为凝固液；所

述凝固液中硼酸的质量分数为4％，氯化钙的质量百分含量为3％；将凝固液分成两部分；

[0050] (6)将一部分凝固液加入菌胶混合液中，然后将另一部分凝固液加入短程硝化菌

泥，混合均匀后，加入体系中，然后静置使其充分交联10h，得到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耦合

反硝化固定化小球；固定化交联结束后用去离子水清洗3‑5次；将制备好的固定化小球在室

温下用配水活化培养两天，使微生物的活性得到充分的恢复；

[0051] (7)将上述活化后的固定化小球按体积填充率20％投加到序批式生物过滤反应器

(SBBGR)中；反应器中进水采用人工合成的模拟废水，利用时控开关控制进水蠕动泵和出水

电磁阀控制反应器的进出水过程，废水向上透过固定化小球，反应器进水口外接回流泵，回

流泵通过管路与上层反应器相连，将水从上层曝气区回流至下层反应区，保证反应器内废

水的有效循环，反应器运行周期为8h。反应器采用好氧、缺氧交替的运行方式，每个周期的

前20min从反应器底部进水1.67L，同时进行150min的微量曝气，60min的缺氧培养，然后再

经过微量曝气150min，缺氧培养115min后出水，出水用时5min，总运行周期为8h，控制排水

比为0.167，维持HRT为48h。

[0052] (8)反应器运行35天后成功启动SNAD工艺，实现对污水中的氮素的高效脱除，然后

进入稳定运行阶段，稳定阶段总氮去除率约为90％。

[0053] 应用实施例1：

[0054] 向实施例1的方法中通入人工合成废水，对废水进行处理，利用蠕动泵控制连续流

进水，控制水力停留时间为48h，控制反应器进水流速为0.125L/h；并利用蠕动泵控制出水

回流，出水电磁阀控制反应器的进出水；所述人工合成废水具体成分为：碳酸氢铵

(NH4HCO3)：190mg/L；氯化钙(CaCl2·2H2O)：300mg/L；硫酸镁(MgSO4·7H2O)：200mg/L；磷酸

二氢钾(KH2PO4)：25mg/L；葡萄糖12.2mg/L；1mL微量元素/L。所述微量元素具体成分为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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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四乙酸(EDTA)：20.0g/L；硫酸锌(ZnSO4·7H2O)：0.43g/L；氯化锰(MnCl2·4H2O)：0.99g/

L；氯化钴(CoCl2·6H2O)：0.24g/L；氯化镍(NiCl2·6H2O)：0.19g/L；硫酸铜(CuSO4·5H2O)：

0 .25g/L；硒酸钠(Na2SeO4·10H2O)：0 .21g/L；钼酸钠(Na2MoO4·2H2O)：0 .22g/L；硼酸

(H3BO4)：0.014g/L。

[0055] 每天测定一次氮素浓度，据此评价反应器运行状态及SNAD工艺启动效果。

[0056] 反应器运行35天后成功启动SNAD工艺,稳定阶段总氮去除率约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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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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