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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以丝状真菌为载体强化

反硝化细菌脱氮的方法，属于污水生物处理技术

领域。本发明方法包括：接种适量的泥水混合液

于反硝化富集培养液中培养，得到反硝化细菌的

菌悬液；接种Talaromyces  flavus  S1斜面培养

基接种于PDB培养基中，摇床培养获得成熟的菌

丝球；将反硝化细菌菌悬液接种到含有成熟菌丝

球的反硝化培养液中，以强化反硝化细菌的脱氮

效果，且重复收集菌丝球。本发明方法中使用的

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比目前已有的

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固定化反硝化细菌的

脱氮效果好，其不仅具有操作简单、沉降性能好

和重复利用率高等优点，还强化反硝化细菌的脱

氮效果，对今后反硝化细菌的实际应用提供依

据，还开拓了Talaromyces  flavus  S1的实际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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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定化反硝化细菌，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化反硝化细菌是以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作为固定化载体得到的；所述固定化反硝化细菌的制备包括：

（1）获得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

（2）将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成熟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同时接种到待处理

的废水中，得到以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为载体的固定化反硝化细菌。

2.一种强化反硝化细菌脱氮效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是以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作为反硝化细菌的固定化载体，再利用固定化的反硝化细菌进行脱氮处

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1）获得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

（2）将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成熟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同时接种到待处理

的废水中，得到以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为载体的反硝化细菌的菌丝球，培养处理一段

时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反硝化细菌菌悬液以

0.5‑2%体积比加入，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添加量为3‑8g/100mL废水。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培养条件为：温度28±2

℃，转速为100‑150r/min，培养时间为1‑3天。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硝化细菌菌悬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A）培养反硝化细菌：取适量的污水处理厂缺氧池的泥水混合液，接种到反硝化培养液

中，厌氧摇床培养，连续培养多次，离心得到反硝化细菌菌体；

（B）制备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取适量菌体重悬于灭菌水中，获得反硝化细菌的菌悬液。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的制

备包括：

（a）制备Talaromyces  flavus  S1的菌悬液：取Talaromyces  flavus  S1的斜面培养基，

接种于装有玻璃珠的灭菌水中，放于摇床中震荡，进行血球计数，得到Talaromyces  flavus 

S1的孢子菌悬液；

（b）培养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取适量孢子菌悬液，接种到PDB培养基中，摇

床培养3~5天，获得成熟的菌丝球。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的反硝化培养液主要成分

为：KNO3  2  g/L，C6H12O6   1.298  g/L，MgSO4·7H2O  0.2  g/L，微量元素  2ml/L，磷酸盐缓冲液

（pH=7.5）50ml/L，余量为水。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的孢子悬浮液接种量为10%

的体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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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丝状真菌为载体强化反硝化细菌脱氮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以丝状真菌为载体强化反硝化细菌脱氮的方法，属于污水生物处

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人类不合理地使用含氮肥料、乱排放污水以及垃圾渗滤液的未处理泄露，

导致水体中含有大量的硝酸盐。而硝酸盐的过量，其会威胁人类的健康，如急性高铁血红蛋

白症和蓝婴综合症。因此，近年来，人们一直致力于去除地下水中的硝酸盐。而相比物理法、

化学法的成本高、效果差、难以实施等局限，使用生物法来去除水体中的硝酸盐污染，备受

人们的关注。

[0003] 水体中的硝酸盐去除主要通过反硝化作用来减少，而参与反硝化作用的微生物多

样多样。通常将能进行反硝化作用的微生物统称为反硝化微生物，如Proteobacteria，

Bacteroidetes，Firmicutes，Gracilibacter等。反硝化细菌在缺氧或厌氧的条件下，利用

自身碳源和外加碳源作为电子供体，以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为电子受体，通过体内的硝酸盐

还原酶、亚硝酸盐还原酶等，将水体中的硝酸盐转化为N2，从而完成水体中的硝酸盐去除，

达到总氮的去除效果及去除有机物的目的。因此，反硝化细菌在去除水体中硝酸盐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深受大家的青睐。

[0004] 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直接向水体中投加反硝化细菌的效果并不能获得理想效

果，为避免微生物在水体中的流失，强化技术被用于水体的实际应用中。强化微生物技术，

是指利用物理、化学等手段，将目标微生物固定在载体中，在保证微生物原有的活性的基础

上，还提高微生物的浓度，对微生物起着保护作用，提高抗冲击性。同时，在回收利用强化产

物上，其有利于产物的分类，减少浪费现象。因此，寻找一种合适的强化方式，对反硝化细菌

进行固定，在水体脱氮上具有重大的应用前景。通常根据强化的固定类型，分为物理吸附、

化学吸附和生物吸附，常见的物化吸附材料有聚氨酯泡沫、聚乙烯醇、海藻酸钠等，但其在

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反硝化微生物的活性，影响着水体的脱氮效果。

[0005] 目前，已有文献报道采用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进行脱氮，这一报道的菌丝球

培养方式为副球菌(一种反硝化细菌)和绿色木霉菌共培养，获得混合菌丝球来去除河道污

水污染物。其具有较高的去除效果，但存在着混合菌丝球培养时间长、成功率低等缺陷。

发明内容

[0006] 基于上述问题，本发明提针对反硝化细菌的实际应用提出来一种更为高效的反硝

化细菌固定化方法，该方法采用丝状真菌Talaromyces  flavus  S1(蓝状菌属)的菌丝球作

为反硝化细菌的固定化载体进而对污水进行处理，有效地提高了污水处理效果。与球现有

的采用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作为固定化载体进行脱氮的方法相比，本发明采用先培养

菌丝球后接种反硝化细菌的方式，其大大提高了菌丝球制备的成功率，有效地缩短菌丝球

固定化反硝化细菌的时间；同时，本发明可针对绝大多数的反硝化细菌，避免了某种反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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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和可制备菌丝球的菌种间的相互作用。总之，本发明方法更为高效，为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应用到反硝化细菌的水体处理提供依据。

[0007] 本发明通过丝状真菌Talaromyces  flavus  S1来制备菌丝球，使其成为微生物强

化的优良载体，进而建立一种比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更为高效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为载体的反硝化细菌固定化方法，其不仅具有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的重复利

用、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还可以强化反硝化细菌的脱氮效果。

[0008]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固定化反硝化细菌，所述固定化反硝化细菌是以

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作为固定化载体得到的。

[0009]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固定化反硝化细菌的制备包括：

[0010] (1)获得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

[0011] (2)将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成熟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同时接种到待

处理的废水中，得到以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为载体的固定化反硝化细菌。

[0012]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强化反硝化细菌脱氮效果的方法，所述方法是以

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作为反硝化细菌的固定化载体，再利用固定化的反硝化细

菌进行脱氮处理。

[0013]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包括：

[0014] (1)获得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

[0015] (2)将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成熟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同时接种到待

处理的废水中，得到以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为载体的反硝化细菌的菌丝球，培养处理

一段时间。

[0016]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反硝化细菌菌悬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7] (A)培养反硝化细菌：取适量的污水处理厂缺氧池的泥水混合液，接种到反硝化培

养液中，厌氧摇床培养，连续培养三次，离心得到反硝化细菌菌体；

[0018] (B)制备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取适量菌体重悬于灭菌水中，获得反硝化细菌的菌悬

液；

[0019]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中泥水混合液需用磷酸盐缓冲液(pH＝7)进行冲

洗，过200目筛，去除杂质。

[0020]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中活性污泥与蒸馏水以1:4体积比进行稀释，静

置1小时后，取中层的泥水混合物10ml，加入反硝化培养液90ml，放于锥形瓶中。

[002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中的反硝化培养液主要成分为：KNO3  2g/L，

C6H12O6  1.298g/L，MgSO4·7H2O  0.2g/L，微量元素2ml/L，磷酸盐缓冲液(pH＝7.5)50ml/L，

余量为水。

[0022]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的磷酸盐缓冲液由Na2HPO4  0.908g/L和NaH2PO4 

0.25g/L混合而成。

[0023]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的厌氧条件是通入氩气10分钟，来去除多余的氧

气。

[0024]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中反硝化细菌菌体是通过4000r/min，15分钟的

离心获得。

[0025]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反硝化细菌的菌悬液为1g/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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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的培养条件是：转速130r/min，温度28±2℃，培

养周期时间是5天。

[0027]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的制备包括：

[0028] (a)制备Talaromyces  flavus  S1的菌悬液：取Talaromyces  flavus  S1的斜面培

养基，接种于装有玻璃珠的灭菌水中，放于摇床中震荡，进行血球计数，得到Talaromyces 

flavus  S1的孢子菌悬液；

[0029] (b)培养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取适量孢子菌悬液，接种到PDB培养基

中，摇床培养3～5天，获得成熟的菌丝球；

[0030]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中丝状真菌Talaromyces  flavus  S1来自于江南

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固废控制与资源化实验室筛选所得，具体特性参考于《丝状真菌

Talaromyces  flavus  S1在污泥中的成球特性及改善脱水性能的研究》。

[003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中的摇床培养条件为：温度28±2℃，转速为

130r/min，培养时间为5～6天。

[0032]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a)中的血球计数为7.8×107～9.3×107个/L。

[0033]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b)中的孢子悬浮液接种量为10％的体积比。

[0034]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b)中的PDB培养基主要成分为：200g/L土豆去皮煮

熟，20g/L  C6H12O6混合均匀，121℃，20min高压灭菌。

[0035]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2)中的反硝化细菌菌悬液以0.5‑2％体积比加入，

与5g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添加量为3‑8g/100mL废水。

[0036]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2)中的反硝化细菌菌悬液以1％体积比加入，与

5g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同时加入到100ml的模拟废水中。

[0037]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2)中的培养条件为：温度28±2℃，转速为100‑

150r/min，培养时间为1‑3天。

[0038]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2)中的摇床培养条件为：温度28±2℃，转速为

130r/min，培养时间为1.8天。

[003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0] 本发明对Talaromyces  flavus  S1菌进行了菌丝球的制备，以其菌丝球为载体，通

过将反硝化细菌进行固定化。反硝化细菌利用菌丝球独特的空间结构和生物相容性，吸附

在菌丝球的表面及内部，形成了以菌丝球为中心的反硝化细菌混合菌球。其不仅提高反硝

化细菌的生物量，还提升抗冲击能力。将其应用到污水中，明显强化了反硝化细菌的脱氮能

力。

[0041] 本发明以Talaromyces  flavus  S1为载体进行反硝化细菌的固定化，以此固定化

反硝化细菌的强化脱氮效果。其不仅具有操作简单、沉降性能好、可重复利用性高等优点，

其可有效地固定化反硝化细菌的硝氮去除能力，增强水体总氮的去除效果，从而改善水质

的恶化情况。且固定化的反硝化细菌，其回收利用率高，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本发明不仅

为Talaromycesflavus  S1菌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应用前景，还为水体的硝酸盐去除提供了更

为高效的固定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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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2] 图1为实施例1的硝酸盐去除情况；

[0043] 图2为实施例1的总氮去除情况；

[0044] 图3为实施例1的菌丝球循环利用过程中的硝酸盐去除情况；

[0045] 图4为实施例1的菌丝球循环利用过程中的总氮去除情况；

[0046] 图5为实际废水的硝酸盐去除情况；

[0047] 图6为实际废水的硝酸盐去除情况；

[0048] 图7为菌丝球在实际废水处理循环利用的硝酸盐去除情况；

[0049] 图8为菌丝球在实际废水处理循环利用的总氮去除情况。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实验案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应当了理解，下面所做的具体描述的内容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不应以

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51] 实施例1：

[0052] (1)反硝化细菌的富集培养：取污水处理厂的缺氧池污泥若干。将其用磷酸盐缓冲

液(pH＝7)进行冲洗，通过200目筛，以去除多余的杂质。将活性污泥与蒸馏水以1:4的体积

比进行稀释。静置1小时后，取中层的泥水混合物10ml，放于锥形瓶中，加入反硝化培养液

(表1和表2)90ml，通入氩气来去除氧气，保证厌氧条件。当培养液的硝酸盐浓度降低到一定

程度后，取混合液进行4000r/min，15分钟的离心，获得反硝化细菌。同样方法重复培养三

次，即可获得相对丰度较高的反硝化细菌。

[0053] (2)反硝化细菌的菌悬液制备：将(1)中的反硝化细菌沉积物1g，用100ml灭菌水进

行重悬，以获得反硝化细菌的菌悬液，4℃冰箱保存。

[0054] (3)取Talaromyces  flavus  S1的斜面培养基，接种到装有玻璃珠的灭菌水中，放

于摇床中震荡，进行血球计数，得到Talaromyces  flavus  S1的孢子菌悬液；接种到PDB培养

基中，摇床培养5～6天，获得成熟的菌丝球；

[0055] (4)取Trichodermavirid的斜面培养基，接种到接种到装有玻璃珠的灭菌水中，放

于摇床中震荡，进行血球计数，得到绿色木霉的孢子菌悬液；接种到PDB培养基中，摇床培养

5～6天，获得成熟的菌丝球；

[0056] (5)将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成熟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或者

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同时接种到硝氮浓度为277mg/L，COD为650mg/L，pH为7.5，温度

为25℃的100m l模拟废水(表3)中，得到以Tala rom y ce s  f la v us  S1菌 (或者

Trichodermavirid菌)为载体的反硝化细菌的菌丝球；

[0057] (6)实验分为空白组1(仅添加培养液组)、空白组2(仅添加培养液和菌丝球)未固

定化反硝化菌组(添加培养液和反硝化细菌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固定组(添加反

硝化细菌、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和培养液组)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添加

反硝化细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和培养液组)固定组，每隔3小时测一次硝氮和

总氮的去除率，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

[0058] (7)收集步骤6)中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固定组(添加反硝化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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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和培养液组)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添加反硝化细

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和培养液组)固定组中的菌丝球，用磷酸盐缓冲液进行

多次清洗，以去除菌丝球中的反硝化细菌，再添加1％体积比的反硝化细菌，重新接种到反

硝化培养液中，以1.8天为一周期，测其最终的硝态氮和总氮浓度，以探究菌丝球的重复利

用效果；

[0059] 如图1所示，为不同实验组的硝酸盐去除情况，取成熟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

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5g，将其投加于反硝化培养液中(表1和表2)100ml，并添

加1ml的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分析菌丝球的硝酸盐吸附能力。结果表明：菌丝球的自身吸附

硝酸盐能力仅为24 .34mg/L，去除率为8 .83％，仅接种反硝化细菌的硝酸盐去除量为

168.52mg/L，去除率为61.20mg/L，而经过固定化后的反硝化细菌去除率有所增加，但存在

差距。采用现有文献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固定化，仅去除206.93mg/L的硝酸盐，去除

率为75.15％。使用本发明中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固定化反硝化细菌，其去除

率有所增强，为223 .40mg/L，去除率为81 .14％，相比于现有的菌丝球，其去除率增加了

5.99％。

[0060] 如图2所示：为不同实验组的总氮去除情况。菌丝球自身的总氮去除量仅为

36.35mg/L，总氮去除率仅为12.50％。采用固定化的反硝化细菌，其总氮去除效果有所提

升。采用本实验制备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固定化反硝化细菌，其总氮的去除可

达到225.64mg/L，去除率为78.41％，比现有的文献采用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固定化

的总氮去除量184.02mg/L，高出41.62mg/L，去除率高出14.46％。

[0061] 如图3所示：为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的循环

利用中的硝态氮去除能力。结果表明：两种菌丝球经过5次循环利用后，仍保持较高的固定

化效果。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经过5次利用后，其硝酸盐去除率从75 .15％转化为

74.20％，而本发明制备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经过5次利用后，其硝酸盐去除

率从81.14％转变为76.68％。从硝酸盐去除率出发：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的重复

利用性能好于之前文献报道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

[0062] 如图4所示：为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的循环

利用中的总氮去除能力。结果表明：两种菌丝球经过5次循环利用后，其总氮去除率仍保持

在较高的水平。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的总氮去除率从63.95％转化为62.81％，其总氮

去除效果未发生削弱。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的总氮去除率在经过5次循环利用

后，其从78.41％降低于68.46％，其总氮去除率仍高于现有的文献报道。

[0063] 表1反硝化培养液主要成分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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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表2反硝化培养液中的微量元素成分

[0066]

[0067]

[0068] 表3实施例中的模拟废水主要成分

[0069]

[0070] 实施例2：

[0071] (1)反硝化细菌的富集培养：取污水处理厂的缺氧池污泥若干。将其用磷酸盐缓冲

液(pH＝7)进行冲洗，通过200目筛，以去除多余的杂质。将活性污泥与蒸馏水以1:4的体积

比进行稀释。静置1小时后，取中层的泥水混合物10ml，放于锥形瓶中，加入反硝化培养液

90ml，通入氩气来去除氧气，保证厌氧条件。当培养液的硝酸盐浓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取

混合液进行4000r/min，15分钟的离心，获得反硝化细菌。同样方法重复培养三次，即可获得

相对丰度较高的反硝化细菌。

[0072] (2)反硝化细菌的菌悬液制备：将(1)中的反硝化细菌沉积物1g，用100ml灭菌水进

行重悬，以获得反硝化细菌的菌悬液，4℃冰箱保存。

[0073] (3)取Talaromyces  flavus  S1的斜面培养基，接种到装有玻璃珠的灭菌水中，放

于摇床中震荡，进行血球计数，得到Talaromyces  flavus  S1的孢子菌悬液；接种到PDB培养

基中，摇床培养5～6天，获得成熟的菌丝球；

[0074] (4)取Trichodermavirid的斜面培养基，接种到接种到装有玻璃珠的灭菌水中，放

于摇床中震荡，进行血球计数，得到绿色木霉的孢子菌悬液；接种到PDB培养基中，摇床培养

5～6天，获得成熟的菌丝球；

[0075] (5)将反硝化细菌菌悬液和成熟的Tala romy ces  f la vus  S1菌丝球和

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同时接种到硝氮浓度为138mg/L，COD为693mg/L，pH为7，温度为10

℃的100ml实际废水(表4)中，得到以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为载体的反硝化细菌的菌

丝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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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6)实验分为空白组(仅有实际废水组)、未固定化反硝化菌组(添加实际废水和反

硝化细菌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固定组(添加反硝化细菌、Trichodermavirid菌丝

球和实际废水组)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添加反硝化细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和实际废水组)固定组，每隔3小时测一次硝氮和总氮的去除率，分别如图

5和图6所示。

[0077] (7)收集步骤6)中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固定组(添加反硝化细菌、

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和实际废水组)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添加反硝化细

菌、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和实际废水组)固定组中的菌丝球，用磷酸盐缓冲液进

行多次清洗，以去除菌丝球中的反硝化细菌，再添加1％体积比的反硝化细菌，重新接种到

反硝化培养液中，以1.8天为一周期，测其最终的硝态氮和总氮浓度，以探究菌丝球的重复

利用效果；

[0078] 图5为菌丝球在实际废水中的硝酸盐去除情况。结果表明：仅使用1％的反硝化细

菌处理实际废水，其处理效果仅可降低到51.00mg/L，降低了46.56mg/L，去除率为47.72％。

经过固定化后，其硝酸盐去除率有所提高。使用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固定化组，其反硝

化细菌的硝酸盐去除率增加至50.48％，而使用本发明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固

定化反硝化细菌后，其硝酸盐减少至20 .13mg/L，减少了77 .43mg/L，硝酸盐去除率为

79.37％，比现有的文献中，处理实际废水的硝酸盐去除率提高了28.89％。

[0079] 图6为菌丝球在实际废水中的总氮去除情况。结果表明：固定化反硝化细菌有利于

总氮的去除。直接添加反硝化细菌来处理实际废水，其总氮去除率为47.25％。而采用之前

文献报道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进行固定化反硝化细菌，其总氮降低至53.51mg/L，去

除了49.25mg/L，去除率为47.92％。而采用本发明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来固定

化，其总氮去除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污水中的总氮经过42h的处理后，其从102.76mg/L

降低到23.33mg/L，去除率达到了77.29％，比现有文献的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固定，其

效果提高了29.37％。

[0080] 图7为两种菌丝球在循环利用过程中的硝酸盐去除情况。结果表明：经过5次循环

使用后，其固定化反硝化细菌的硝酸盐去除能力变化较小，仍具有较高的固定化能力，且

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的硝氮去除率(76.1％～79.37％)高于Trichodermavirid

菌丝球的固定化效果(48.12％～50.48％)。

[0081] 图8为为两种菌丝球在循环利用过程中的总氮去除情况。结果表明：菌丝球在重复

使用5次后，其总氮去除率无明显变化。Trichodermavirid菌丝球的固定化后的总氮去除率

为45.15～47.92％。而经过5次利用的Talaromyces  flavus  S1菌丝球其总氮去除率(76.23

～77.29％)明显高于目前文献报道的菌丝球总氮去除率。

[0082] 表4实际污水的主要成分

[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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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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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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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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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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