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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生物净水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

生物净水剂。通过将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

置于由养殖厌氧污水配制成的培养基中，然后将

复合菌株接种至培养基中，经振荡共培养、烘干

后，制得净水剂。由于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中的

碳表面含亲水性官能团、铁氧化物具有明显磁

性，致使复合材料呈现良好的水分散性及磁性分

离功能。载体上吸附的有机质能被微生物作为营

养底物高效利用，同时被碳铁氧体光催剂及微生

物酶协同催化降解，所以该净水剂具吸附与光‑

酶复合催化降解的多重净化作用，亲水且可磁性

分离，非常适用于养殖厌氧污水的规模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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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将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置于养殖厌氧污水配制成的培养基中，然后将6种菌株接

种至培养基中，经振荡共培养、烘干后，制得净水剂；所述6种菌株是将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浮游球衣菌（Sphaerotilus  natans）、污泥细小亚硝化菌

（Nitrosotenuis  cloacae）  、哈氏嗜纤维菌（Cytophaga  hutchinsoni）、脱氮硫杆菌

（Thiobacillus  denitrificans）、狭形小桩藻（Characium  angustum）的活化菌液按照质量

比8:4:4:2:1:1混合，所述的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50.00  g蕨叶粉末和25  g三氯化铁置于200  ml反应釜内胆中，加入150  ml去离子

水，反应温度为160‑200℃，反应时间为12‑24小时，生成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

（2）将步骤（1）制得的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依次经水、无水乙醇洗涤后，于60℃

干燥12h得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

（3）将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样品置于400‑500℃，氮气氛围中煅烧2h，得到

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基的配方为：葡萄糖10‑15g、NaCl  5.0‑8.0  g、养殖厌氧污水

1  L，pH  7.0‑7.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蕨叶粉末的粒径为0.1‑0.3cm。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的

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养殖厌氧污水指标为：COD  2000‑4000  mg/L、BOD  1000‑2500 

mg/L、SS  50‑200  mg/L、氨氮600  ‑800  mg/L  、总磷  30‑80  mg/L，pH为7.0‑8.0；养殖厌氧污

水使用前在  1.05  kg/cm2、121.0℃条件下灭菌3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的

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1）将100g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加入到50‑150  ml 由养殖厌氧污水配制成的培养

基中，得培养液；

2）将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浮游球衣菌（Sphaerotilus  natans）、污泥

细小亚硝化菌（Nitrosotenuis  cloacae）  、哈氏嗜纤维菌（Cytophaga  hutchinsoni）、脱氮

硫杆菌（Thiobacillus  denitrificans）、狭形小桩藻（Characium  angustum）的活化菌液按

照质量比8:4:4:2:1:1混合，将混合菌液按接种量为3%~4%的比例接入培养液中，在28‑30

℃、150  rpm条件下培养18‑22h；

3）沉淀出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置于20‑30℃的恒温箱里烘干，即制得净水剂。

6.一种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其

特征在于：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上有效活菌数为8.7×108～1.5×109  CFU/g。

7.一种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在处理养殖厌氧污水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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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微生物净水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

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

技术背景

[0002] “十三五”规划以来围绕“稳增长、保安全、促生态”等发展理念，在畜禽标准化建

设、科技创新推广和生态化养殖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我国畜禽养殖业

依然存在废弃物产生量大、综合利用水平低，部分地区畜禽养殖总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区

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养殖厌氧污水中有氨基酸、蛋白质和尿素等含氮磷的有机物，高

浓度的氮（磷）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更易引起有害病原体生长繁殖使水体发霉变臭，须在

施于承载能力有限土地环境之前进行处理，降低N、P浓度，避免硝态氮污染地下水及氮素超

标引起作物产量及品质下降，一方面达到污水安全资源化利用与土地安全生产可持续发

展，另一方面因地制宜使污水在周边环境安全达标排放。

[0003] 基于农业环境污染的性质特征，研究者们针对养殖厌氧污水的处理方法和工艺都

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分别利用了化学方法和生物方法对氮、磷、重金属离子及有机物分子

进行吸附、分离及生物/化学降解，单一的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目

标，但很难达到完全无害化和国家排放标准。活性炭通常被用作污水污染物的吸附剂，它对

于污水的色度和浊度都能有所改观，并且可作为微生物净水剂的载体，将微生物菌株固定

于碳载体形成的菌碳净水剂，往往具有物理吸附和酶催化降解的双重循环净化作用效果。

[0004] 蕨叶，是指蕨类植物的叶片，主要成分为生物碱（生物活性及光学活性的含羧基碱

性物）、酚类化合物（多羟基含氧基团）、黄铜类化合物（含羟基、甲氧基、烃氧基、异戊烯氧基

等含氧取代基）及甾体及三萜类化合物（含羟基、羰基、羧基基团），结构中存在丰富的含氧

基团，在166‑200℃无水熔融固体碱中被活化刻蚀获得表面缺陷和孔隙结构，水萃取及煅烧

处理后保留的部分植物体含氧基团可提高炭表面的亲水性及与氮/磷/硫的相互作用，利于

提升吸附光催化反应效率。

[0005] 铁氧化物是一种具有铁磁性的金属氧化物，同时其也具备光催化活性。申请公布

号为CN  108160037  A公开了一种改性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是将甘蔗粉末与铁溶液和氮磷

钾硅混合溶液混合，经碳化后，制得吸附有Fe3+等的生物炭，该改性生物炭不仅能降低土壤

中砷的流动性与有效性，同时还可以降低植物中镉和砷的含量，提高植物的产量。

[0006] 将铁氧化物与生物质炭、微生物复合制得净水剂，在现有技术中还未有报导。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

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本发明以自然界农林废弃物‑蕨叶为碳源，合成的材料应用于污

染物处理，实现了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废弃物与污水的双重污染治理；所制备的净水

剂具有吸附与光‑酶复合催化降解的多重净化作用，实现了微生物对养殖厌氧污水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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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化利用（氮磷有机肥）及微生物净水剂对沼液污染物的吸附、光催化‑酶催化协同降

解的循环效应，同时可利用铁氧体的磁性功能实现净水剂的分离及回收利用。

[0008]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的制备方法：将多孔

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置于由养殖厌氧污水配制成的培养基中，然后将6种菌株接种至培养

基中，经振荡共培养、烘干后，制得净水剂；所述的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将50.00  g蕨叶粉末和25  g三氯化铁置于200  ml反应釜内胆中，加入150  ml去

离子水，反应温度为160‑200℃，反应时间为12‑24小时，生成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

[0011] （2）将步骤（1）制得的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依次经水、无水乙醇洗涤后，于

60℃干燥12h得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

[0012] （3）将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样品置于400‑500℃，氮气氛围中煅烧2h，

得到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

[0013] 所述培养基的配方为：葡萄糖10  g‑15g、NaCl  5.0  ‑8.0g、养殖厌氧污水1  L，pH 

7.0‑7.2。

[0014] 所述的蕨叶粉末的粒径为0.1‑0.3cm。

[0015] 所述的养殖厌氧污水指标为：COD  2000‑4000  mg/L、BOD  1000‑2500  mg/L、SS  50‑

200  mg/L、氨氮600  ‑800  mg/L  、总磷  30‑80  mg/L，pH为7.0‑8.0；养殖厌氧污水使用前在 

1.05  kg/cm2、121.0℃条件下灭菌30min。

[0016] 所述的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的制备方法，具体

步骤为：

[0017] 1）将100g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加入到50‑150  ml 由养殖厌氧污水配制成的

培养基中，得培养液；

[0018] 2）将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浮游球衣菌（Sphaerotilus  natans）、

污泥细小亚硝化菌（Nitrosotenuis  cloacae）  、哈氏嗜纤维菌（Cytophaga  hutchinsoni）、

脱氮硫杆菌（Thiobacillus  denitrificans）、狭形小桩藻（Characium  angustum）的活化菌

液按照质量比8:4:4:2:1:1混合，将混合菌液按接种量为3%~4%的比例接入培养液中，在28‑

30℃、150  rpm条件下培养18‑22h；

[0019] 3）捞出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置于20‑30℃的恒温箱里烘干，即制得净水剂。

[0020] 一种如上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多孔碳‑铁氧

化物材料粉末上有效活菌数为8.7×108～1.5×109  CFU/g。

[0021] 一种如上所述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在处理养殖厌氧污水中的应

用。

[0022] 上述原料中采用的菌种可以由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常规菌种鉴定分离方法方便

地从自然界分离得到的，或通过商业渠道公开购买的菌种。本发明采用的菌种可从中国普

通微生物保藏中心、广东省微生物保藏中心等菌种库购买获得。

[0023] 上述菌种根据斜面保种培养基培养：

[0024] Ⅰ枯草芽孢杆菌培养基：胰蛋白胨10g、酵母膏5g、NaCl  10.0g、琼脂15‑20g、蒸馏水

1000mL，pH值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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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Ⅱ浮游球衣菌、哈氏嗜纤维菌培养基：蔗糖30 .0g、NaNO3  2 .0g、  K2HPO4·3H2O 

1.0g、KCl  0.5g、MgSO4·7H2O  0.5g、FeSO4·7H2O  0.01g、琼脂15‑20g、蒸馏水1000mL，pH值

7.0‑7.2。

[0026] Ⅲ污泥细小亚硝化菌培养基：(NH4)2SO4  2 .0g、NaH2PO4  0 .25g、K2HPO4  0 .75g、

MnSO4·4H2O  0 .01g、MgSO4·7H2O  0 .03g、Na2CO3  1 .0g、琼脂15‑20g、蒸馏水1000mL，pH值

7.2。

[0027] Ⅳ脱氮硫杆菌培养基：Na2S2O3·5H2O  5.0g、KNO3  2.0  g、KH2PO4  1.0  g、NaHCO3  0.5 

g、MgCl2·6H2O  0.25  g、FeSO4·7  H2O  0.01g、琼脂15‑20g  、蒸馏水1000mL，pH值7.0‑7.6。

[0028] Ⅴ狭形小桩藻培养：采用f/2培养基。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0] 1）将本发明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投放至养殖厌氧污水中，可利用微

生物分解污水中大分子有机物氨基酸、蛋白质等或将大分子有机物降解为小分子物质，铁

氧化物再将小分子物质光催化转化，从而去除养殖厌氧污水中大部分含氮磷的有机污染

物，使养殖污染物处理达到光催化氧化分解与微生物酶催化降解的协同净化效果；

[0031] 2）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投放于养殖厌氧污水，污水处理系统中微生

物异化Fe(Ⅲ)还原过程伴随着明显的脱氮除磷现象，可提高污水处理系统对含氮磷有机

物、多环化合物等难降解有机物的降解效率，对改善传统处理工艺脱氮除磷效果有重要意

义；

[0032] 3）由于微生物净水剂的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载体采用了农林废弃物‑蕨类

植物叶子为生物质碳源，合成的材料应用于污染物处理，实现了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

废弃物与污水的双重污染治理；制备的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载体表面含氧官能团（‑

OH、‑COOH等）丰富，这些带电性基团与水中的氢质子/氢氧根离子发生静电相互作用，使多

孔碳‑铁氧化物材料与水有了更好的相溶性；同时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载体表面上的带电

性基团会与氮、磷、硫的孤对电子发生静电作用，提高了对污染物的吸附效率；其次400‑500

℃煅烧过程也提高了碳粉末的纯度和孔隙度，为吸附反应提供了更多的活性位点，增加了

对污染物的吸附；

[0033] 4）通过将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载体与微生物共培养，所制得的净水剂多孔碳‑铁

氧化物材料载体上有效活菌数为8.7×108～1.5×109  CFU/g，提高了碳铁氧体载体对微生

物的吸附固定效率；

[0034] 5）在净水剂中，由于定植于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上的微生物将材料上吸附的有

机质等作为营养物质高效利用，既净化了水质，又可将自身代谢的产物作为彼此利用的营

养底物，利于保持有效活菌数，维持微生物活性，促进微生物菌群对污染物协同降解；同时

该净水剂可将有机分子光催化分解，并且具有磁性分离功能；

[0035] 6）本发明以养殖厌氧污水作为菌碳材料共培养基的主要成分，提高了微生物在养

殖厌氧污水中的适应性，实际使用时微生物活性高，使用寿命长；

[0036] 7）本发明所制备的净水剂具有吸附、光催化氧化分解与生物酶降解的多重净化作

用、亲水且可磁性分离的特点、净化效果稳定且易于处理等优点，非常适用于养殖厌氧污水

的规模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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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进一步公开而不是限制本发明，以下结合实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8] 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具体步骤为：

[0039] 1、具有亲水性、磁性和光催化功能的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的制备

[0040] 1）将50.00  g蕨叶粉末（粒度为0.1‑0.3  cm）和25  g三氯化铁置于200  ml反应釜内

胆中，加入150ml去离子水，反应温度为160‑200℃，反应时间为12‑24小时，生成碳前驱体‑

氢氧化铁复合材料；

[0041] 2）将步骤1）制得的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依次经水、无水乙醇洗涤后，于60

℃干燥12h得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

[0042] 3）将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样品置于400‑500℃氮气氛围中煅烧2h，得

到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

[0043] 2、将100g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加入到50‑150ml  养殖厌氧污水培养基中，将

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浮游球衣菌(  Sphaerotilus  natans)、污泥细小亚硝

化菌（Nitrosotenuis  cloacae ）、哈氏嗜纤维菌（Cytophaga  hutchinsoni)、脱氮硫杆菌

（Thiobacillus  denitrificans）、狭形小桩藻(Characium  angustum)的活化菌液按照质量

比8:4:4:2:1:1混合，制得混合菌液，然后按照菌液接种量为3wt%～4wt%的比例接入养殖厌

氧污水培养基，在28‑30℃、150  rpm条件下培养18‑22h，形成混合菌液，最后捞出多孔碳‑铁

氧化物材料粉末载体，置于20‑30℃的恒温箱里烘干，即制得净水剂；碳铁氧体载体上有效

活菌数为8.7×108～1.5×109  CFU/g；4℃条件下保存的净水剂在使用前于常温下放置8‑12

小时恢复生物活性即可直接投放于污水。

[0044] 实施例1

[0045] 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具体内容为：

[0046] （1）具有亲水性、磁性和光催化功能的碳铁氧体载体的制备

[0047] 1）将50.00  g蕨叶粉末（粒度为0.15  cm）和25  g三氯化铁置于200  ml反应釜内胆

中，加入150ml去离子水，反应温度为180℃，反应时间为18小时，生成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

合材料；

[0048] 2）将步骤1）制得的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依次经水、无水乙醇洗涤后，于60

℃干燥12h，得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样品；

[0049] 3）将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样品置于400℃氮气氛围中煅烧2h，得到多

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

[0050] （2）将100g多孔碳铁氧体载体加入到100ml  养殖厌氧污水培养基中，将枯草芽孢

杆菌（Bacillus  subtilis）、浮游球衣菌(  Sphaerotilus  natans)、污泥细小亚硝化菌

（Nitrosotenuis  cloacae ）、哈氏嗜纤维菌（Cytophaga  hutchinsoni)、脱氮硫杆菌

（Thiobacillus  denitrificans）、狭形小桩藻(Characium  angustum)的活化菌液按照质量

比8:4:4:2:1:1混合，制得混合菌液，然后按照菌液接种量为3.5wt%的比例接入养殖厌氧污

水培养基中，在30℃、150  rpm条件下培养20h；最后捞出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置于20℃的

恒温箱里烘干，即制得净水剂；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载体上有效活菌数为9.6×108～

1.5×109  FU/g；4℃条件下保存的净水剂在使用前于常温下放置10小时恢复生物活性即可

直接投放于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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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实施例2

[0052] 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具体内容为：

[0053] （1）具有亲水性、磁性和光催化功能的碳铁氧体载体的制备

[0054] 1）将50.00  g蕨叶粉末（粒度为0.15  cm）和25  g三氯化铁置于200  ml反应釜内胆

中，加入150ml去离子水，反应温度为160℃，反应时间为12小时，生成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

合材料；

[0055] 2）将步骤1）制得的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依次经水、无水乙醇洗涤后，于60

℃干燥12h得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

[0056] 3）将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样品置于500℃氮气氛围中煅烧2h，得到多

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

[0057] （2）将100g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加入到50  ml养殖厌氧污水培养基中，将枯

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浮游球衣菌(  Sphaerotilus  natans)、污泥细小亚硝化

菌（Nitrosotenuis  cloacae ）、哈氏嗜纤维菌（Cytophaga  hutchinsoni)、脱氮硫杆菌

（Thiobacillus  denitrificans）、狭形小桩藻(Characium  angustum)的活化菌液按照质量

比8:4:4:2:1:1混合，制得混合菌液，然后按照菌液接种量为3wt%的比例接入养殖厌氧污水

培养基中，在28℃、150  rpm条件下培养24h；最后捞出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置于30℃的恒

温箱里烘干，即制得净水剂；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载体上有效活菌数为9.1×108～

1.2×109  CFU/g；4℃条件下保存的净水剂在使用前于常温下放置8小时恢复生物活性即可

直接投放于污水。

[0058] 实施例3

[0059] 一种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具体内容为：

[0060] （1）具有亲水性、磁性和光催化功能的碳铁氧体载体的制备

[0061] 1）将50.00  g蕨叶粉末（粒度为0.15  cm）和25  g三氯化铁置于200  ml反应釜内胆

中，加入150ml去离子水，反应温度为200℃，反应时间为24小时，生成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

合材料；

[0062] 2）将步骤1）制得的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依次经水、无水乙醇洗涤后，于60

℃干燥12h得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样品；

[0063] 3）将碳前驱体‑氢氧化铁复合材料粉末样品置于450℃氮气氛围中煅烧2h，得到多

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

[0064] （2）将100g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加入到150  ml养殖厌氧污水培养基中，将枯

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浮游球衣菌(  Sphaerotilus  natans)、污泥细小亚硝化

菌（Nitrosotenuis  cloacae ）、哈氏嗜纤维菌（Cytophaga  hutchinsoni)、脱氮硫杆菌

（Thiobacillus  denitrificans）、狭形小桩藻(Characium  angustum)的活化菌液按照质量

比为8:4:4:2:1:1混合，制得混合菌液，然后按照菌液接种量为4wt%的比例接入养殖厌氧污

水培养基中，在25℃、150  rpm条件下培养20h；最后捞出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置于25

℃的恒温箱里烘干，即制得净水剂；多孔碳‑铁氧化物材料粉末载体上有效活菌数为8.7×

108～1.0×109  CFU/g；4℃条件下保存的净水剂在使用前于常温下放置12小时恢复生物活

性即可直接投放于污水。

[0065] 对比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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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与实施例1‑3基本相同，制得养殖厌氧污水培养的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

剂，区别仅在于前三个步骤（1）中制备的碳铁氧体载体不同，对比例1中为市面上出售的煤

质活性炭载体（比表面约1100  m2/g，孔容积为0.75  cm3/g）。

[0067] 性能测试：

[0068] 一、将不同材质的碳基载体投入到养殖厌氧污水，对其吸附效果进行比较。分别称

取100g不同材质的活性炭载体（即颗粒状煤质活性炭A、颗粒状椰壳活性炭B、颗粒状竹炭C、

碳铁氧体粉末D），投入到10L的沼液中，以未处理的沼液为对照，72h后分别测定其CODcr、

BOD5、氨氮、总磷等技术指标，计算活性炭对沼液中各指标的吸附率。

[0069] 实验结果见表1‑1。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前三者中煤质活性炭对养殖厌氧污水的

吸附能力较佳，其COD、BOD5、氨氮、总磷等吸附率都高于前两者；本专利中碳铁氧体粉末吸

附效果则优于A、B、C三者，且COD、BOD5、氨氮、总磷吸附率都有较明显提高，可见表面含氧官

能团促进了污染物的吸附，去污效果优于市售的不同形状活性炭。

[0070] 表1‑1 不同形状的碳基载体材料对养殖厌氧污水处理效果

[0071]

[0072] 二、取五个大小及水质完全相同的养殖厌氧污水水槽（10  L）进行测试，第一个投

放实施例1 的微生物净水剂；第二个投放实施例2的微生物净水剂；第三个投放实施例3的

微生物净水剂；第四个投放对比例1的菌碳净水剂；第五个不投放任何净水剂，作为空白对

照组。

[0073] 将100  g净水剂分别投放至养殖厌氧污水水槽（水质指标：COD  3080mg/L、  BOD 

1150mg/L、氨氮598mg/L、总磷  64mg/L），72h后，对所有的养殖厌氧污水（沼液）水槽进行水

质测定。水质检测标准参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 ），测定指标及数

据如下表1‑2、表1‑3所示。

[0074] 表1‑2  72h后不同微生物净化剂对污水指标浓度的作用效果

[0075]

[0076] 表1‑3  72h后不同微生物净化剂对污染物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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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0078]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实施例1‑3 的各项水质指标均优于对比例1，更明显优于对

照组。

[0079] 对比例2（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培养得到的生物活性炭，碳材料的使用寿命约

为28d，而采用本方法制备得到的生物活性炭的使用寿命约为43d，使用寿命提高了约

53.6%。）

[0080] 对比例3（以无水熔融混合固体减为溶剂、蕨叶为碳源制备炭载体，在养殖厌氧污

水配制成的培养基培养制得生物活性炭，负载在活性炭上的微生物有效活菌数为7.8×108

～1 .2×109  CFU/g，将100  g生物活性炭净水剂投放至养殖厌氧污水（水质指标：COD 

3080mg/L、  BOD  1150mg/L、氨氮598mg/L、总磷  64mg/L），处理72h后测定水质，测定指标及

数据如下表1‑4所示。）

[0081] 表1‑4 生物活性炭与光‑酶复合催化功能微生物净水剂对污水的处理效果

[0082]

[008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所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

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

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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