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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及

利用其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属于污水

深度处理领域。该方法步骤如下：(1)生物滤池填

料制备和构建；(2)生物滤池的启动；(3)生物滤

池的运行。在该方法中硫自养反硝化细菌以硫磺

为电子供体，将水中的硝酸根还原为氮气，去除

水中的硝氮；菱铁矿提供无机碳源支持自养反硝

化反应进行，并同时释放出铁离子化学除磷，从

而实现滤池的同步脱氮除磷。本发明的生物滤池

构造简单，启动方便，运行稳定，脱氮除磷效率

高，适用于对污水的深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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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一、生物滤池的填料制备和构建：将菱铁矿和硫磺分别制备成粒度为0.5-5mm的颗

粒材料并清洗，然后将菱铁矿和硫磺均匀混合装填反应器；

步骤二、生物滤池的启动：将富集菌液和培养基混合，将混合液泵入反应器中，静态培

养3-5d后，重新泵入新的培养基，如此反复直至反应器挂膜成熟，检测出水硝氮浓度稳定；

步骤三、生物滤池的运行：反应器出水硝氮浓度保持稳定后，将待处理污水泵入反应

器，调节水力停留时间，完成污水中氮与磷的同步去除，出水达标后排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菱铁矿和硫磺按照(2～4)：1的体积比均匀混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菱铁矿和硫磺制备的颗粒材料在装填前用清水冲洗，冲洗出水的

pH值为7-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反应器为底部进水、顶部出水的上流式反应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的富集菌液筛选富集自厌氧污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将富集菌液和培养基混合，接种量为7％～10％。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的富集菌液为硫自养反硝化细菌富集菌液。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的培养基成分为：Na2S2O3  5g/L，KNO3  2g/L，KH2PO4  2g/L，

NaHCO32g/L，FeSO4  0.01g/L，NH4Cl  0.5g/L，MgCl2  0.5g/L。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

和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水力停留时间为6～48h。

10.一种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经过步

骤一和步骤二处理后的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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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及利用其同步去除水中氮和磷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深度处理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及利用其

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水处理生物脱氮过程是微生物在好氧条件下将氨氮转化为硝氮，异养反硝

化细菌在缺氧条件下以有机碳源为电子供体将硝氮逐步转化为氮气。传统的生物除磷是利

用聚磷菌等微生物在好氧的条件下吸收磷、缺氧条件下释放磷完成的，这两个过程都需要

有机碳源。将生物脱氮和生物除磷串联合并形成的A2/O等工艺可以达到脱氮除磷目的，但

是工艺复杂。而且生物脱氮和除磷过程是以脱氮菌和除磷菌的生物活动为基础实现的，因

此将两者串联合并进行脱氮除磷时，无可避免的需要考虑两种微生物的生存环境问题：污

泥龄，好氧厌氧平衡，溶解氧和有机物等的竞争问题。这使得该工艺难以高效地同步脱氮除

磷，工艺控制难度较高。此外，传统生物脱氮除磷串联工艺依赖于水中的有机物，当进水有

机物不足或水中碳氮比较低时，需要额外添加有机物(通常为甲醇)，除了增加处理成本外

还可形成二次污染。

[0003] 针对低碳氮比污水的脱氮问题，人们开发一种基于硫自养反硝化细菌的硫磺/石

灰石自养反硝化脱氮系统(SLAD)，该系统无需有机碳源即可脱氮。但是该系统存在除磷效

果不明显，出水硬度高等问题。针对SLAD存在的问题，中国专利申请号：ZL2010105243393，

申请日：  2010年10月29日，发明创造名称：黄铁矿作为生化填料脱氮除磷的方法，公开了黄

铁矿和石灰石作为填料实现同步脱氮除磷的方法，该申请案依赖于硫自养反硝化细菌以黄

铁矿为电子供体的生化过程脱氮反硝化，将脱氮硫杆菌以黄铁矿为硫源进行同步脱氮除

磷，但是以黄铁矿为硫源的硫自养反硝化菌的脱氮速率低，导致处理时间长脱氮能力不高

的问题；该申请案使用了石灰石、方解石或白云石，增加了运行成本，且对出水水质有影响，

出水水质的硬度较高。又如申请号：2012100953709，申请日：2012年4月1日，发明名称：一种

含氮磷污水同步脱氮除磷的方法，该申请案实现了脱氮硫杆菌脱氮技术和铁离子除磷技术

的自然融合，反应成本较低，但该申请案同样存在处理时间长脱氮能力不高的问题，且该申

请案没有中和pH的填料，系统pH很低，不利于系统高效稳定的运行。

[0004] 再如专利申请号：2014100638686，申请日：2014年2月25日，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

基于菱铁矿的脱氮除磷材料及其使用方法，其制备方法是把菱铁矿矿石破碎过40目筛，按

照菱铁矿粉、粘结剂、致孔剂适当的比例，或者按照菱铁矿粉、粘结剂适当比例加入发泡剂

的方式，获得以菱铁矿粉为主体的多孔颗粒材料，具有颗粒强度高、空隙率高、比表面积大、

微生物负载量大等特点。用该材料既是微生物的载体，又是厌氧微生物电子供体、除磷的吸

附剂。装填固定床以过滤方式处理废水，接种依赖硝酸盐的铁氧化菌为主的厌氧菌种液，在

无氧条件下微生物以菱铁矿中的亚铁为电子供体还原硝酸盐为氮气，并增强对磷的吸附作

用，主要用于废水同步脱除硝酸盐氮和磷酸盐。该申请案使用天然菱铁矿为填料，减少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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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复杂程度，但该申请案使用的厌氧铁氧化细菌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较高，生存竞争力较

差，难以高效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1.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传统生物水处理工艺在处理低碳氮比污水时，脱氮除磷效果不佳且成本高昂；硫

磺/石灰石系统脱氮效果很好，但是无法有效除磷，且出水硬度过高；黄铁矿系统可以有效

的脱氮除磷，但反应速度较慢，也存在出水钙离子过高的问题。针对以上不足，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及利用其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在连续进水的情况

下硫自养反硝化细菌利用硫磺为电子供体进行反硝化，菱铁矿中和产生的H+，释放无机碳

源支持反应的持续进行，同时释放出铁离子进行化学除磷，菱铁矿本身对磷也有较好的吸

附能力。

[0007] 2.技术方案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9] 本发明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一、生物滤池的填料制备和构建：将菱铁矿和硫磺分别制备成粒度为0.5-5mm

的颗粒材料并清洗，然后将菱铁矿和硫磺均匀混合装填反应器；

[0011] 步骤二、生物滤池的启动：将富集菌液和培养基混合，将混合液泵入反应器中，静

态培养3-5d后，重新泵入新的培养基，如此反复直至反应器挂膜成熟，检测出水硝氮浓度稳

定；

[0012] 步骤三、生物滤池的运行：反应器出水硝氮浓度保持稳定后，将待处理污水泵入反

应器，调节水力停留时间，完成污水中氮与磷的同步去除，出水达到城镇污水排放标准后排

放。

[0013] 更进一步地，步骤一中菱铁矿和硫磺按照(2～4)：1的体积比均匀混合。

[0014] 更进一步地，步骤一中菱铁矿和硫磺制备的颗粒材料在装填前用清水冲洗，冲洗

出水的  pH值为7-8。

[0015] 更进一步地，步骤一中反应器为底部进水、顶部出水的上流式反应器。

[0016] 更进一步地，步骤二中的富集菌液筛选富集自厌氧污泥。

[0017] 更进一步地，步骤二中将富集菌液和培养基混合，接种量为7％～10％。

[0018] 更进一步地，步骤二中的富集菌液为硫自养反硝化细菌富集菌液。

[0019] 更进一步地，步骤二中的培养基成分为：Na2S2O3  5g/L，KNO3  2g/L，KH2PO4  2g/L，

NaHCO3  2g/L，FeSO4  0.01g/L，NH4Cl  0.5g/L，MgCl2  0.5g/L。

[0020] 更进一步地，步骤三中水力停留时间为6～48h。

[0021] 本发明的一种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包括上述经过步骤一和步骤二处理后的反

应器。

[0022] 本发明的技术原理是利用硫自养反硝化细菌的生理生化特性，通过控制生物滤池

的粒度、填料比、进水水力停留时间等启动参数项，使硫自养反硝化细菌以硝酸根为电子受

体，硫为电子供体，菱铁矿为碳源来进行自养反硝化，以达成脱氮的目的，同时以菱铁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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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产物来化学除磷，实现生物脱氮除磷和化学除磷的耦合；且本发明使用硫源为电子供

体，拥有更快的自养反硝化速度，同时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氢离子作用于菱铁矿，释放出支持

自养反硝化的无机碳源，以及参与化学除磷的Fe。

[0023] 3.有益效果

[0024]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显著效果：

[0025] (1)本发明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将菱

铁矿和硫磺制成0.5-5mm的颗粒，按照菱铁矿/硫磺体积比为(2～4)：1填入反应器，反应器

经启动后可以同步去除低碳氮比废水中的氮和磷，适用于污水脱氮除磷深度处理以及地下

水的净化，脱氮除磷的效果显著。

[0026] (2)本发明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天然

菱铁矿和硫磺分布广泛，价廉易得，方法简单实用，反应器处理能力高。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实施例1处理人工配水同步脱氮除磷效果；

[0028] 图2是实施例2处理人工配水同步脱氮除磷效果；

[0029] 图3是实施例3处理实际废水同步脱氮除磷效果；

[0030] 图4是实施例4处理人工配水同步脱氮除磷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内容，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描述。

[003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3] 实施例1

[0034] 本实施例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处理

对象是由自来水、磷酸二氢钾、氯化铵和硝酸钾组成的人工配水，其中NO3--N28mg/L，PO43-

P3.1mg/L，  NH4+-N2mg/L，水温20℃，其它处理步骤为：

[0035] (1)生物滤池的填料制备和构建：将菱铁矿和硫磺分别制备成粒度为2mm颗粒材

料，菱铁矿和硫磺颗粒装填之前用清水冲洗干净，冲洗出水的pH值达到7-8即可。将菱铁矿

和硫磺颗粒按体积比为3：1均匀混合后装填反应器，该反应器为底部进水、顶部出水的上流

式反应器，形状以圆柱形为最佳。其中菱铁矿和硫磺的体积比对体系的同步脱氮除磷效果

影响重大，体积比过大时将降低电子供体硫磺的比表面积，降低脱氮速率；体积比过小时又

将使体系氮源不足，抑制脱氮能力，同时铁离子的减少也会使除磷能力下降。

[0036] (2)生物滤池的启动：将富集菌液和培养基混合(接种量10％)，用泵将混合液泵入

反应器中，静态培养四天后，重新泵入新的培养基，替换掉原有培养基，如此反复，直至反应

器挂膜成熟，出水硝氮浓度稳定；

[0037]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富集菌液筛选富集自普通厌氧污泥，该富集菌液为硫

自养反硝化细菌富集菌液，而培养基的成分则为：Na2S2O3  5g/L，KNO3  2g/L，KH2PO4  2g/L，

NaHCO3  2g/L，FeSO4  0.01g/L，NH4Cl  0.5g/L，MgCl2  0.5g/L。

[0038] (3)生物滤池的运行：反应器出水硝氮浓度保持稳定后，将待处理污水泵入反应

器，参照富集培养时培养基硝氮去除浓度的规律，根据污水硝氮浓度调节水力停留时间为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7512771 B

5



24小时，运行一个月，每天取样一次。完成污水中硝氮与磷的同步去除，出水达到城镇污水

排放标准后排放，结果如图1所示，最终出水硝氮浓度和磷酸盐浓度低于检测限，硝氮去除

率和磷酸盐去除率均达到100％。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实施例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基本

同实施例  1，所不同的是，本实施例步骤一中将菱铁矿和硫磺分别制备成粒度为0.5mm的颗

粒材料并清洗，然后将菱铁矿和硫磺以体积比为2：1的比例均匀混合装填反应器；步骤二中

将富集菌液和培养基混合，接种量为7％，静态培养3d后重新泵入新的培养基，直至反应器

挂膜成熟；步骤三中将待处理废水泵入反应器，水力停留时间为48小时，运行一个月，每天

取样一次，完成污水中的硝氮与磷的同步去除，出水达标排放，结果如图2所示，最终出水硝

氮浓度和磷酸盐浓度低于检测限，硝氮和磷酸盐去除率均为100％。

[0041] 实施例3

[0042] 本实施例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基本

同实施例  2，所不同的是，本实施例中的进水来自于常州某污水处理厂2级出水，进水综合

指标如下：  COD68mg/L，PO4
3--P0 .35mg/L，NO3

--N8 .498mg/L，NH4
--N0 .326mg/L，SO4

2--

S324.857mg/L。本实施例运行10天，每两天取样一次，取样结果如图3所示，最终出水硝氮低

于检测限，硝氮去除率为100％，出水磷酸盐逐渐下降，磷酸盐去除能力逐步恢复。

[0043] 实施例4

[0044] 本实施例的一种利用菱铁矿/硫磺生物滤池同步去除水中硝氮和磷的方法，基本

同实施例  2，所不同的是，本实施例步骤一中将菱铁矿和硫磺分别制备成粒度为5mm的颗粒

材料并清洗，然后将菱铁矿和硫磺以体积比为4：1的比例均匀混合装填反应器；步骤二中将

富集菌液和培养基混合，接种量为8％，静态培养5d后重新泵入新的培养基，直至反应器挂

膜成熟；步骤三中将待处理废水泵入反应器，水力停留时间为6小时，运行一个月，每天取样

一次，结果如图4所示，结果如图4所示麻醉中出水硝氮浓度为3.86mg/L，磷酸盐浓度为 

0.41mg/L，硝氮去除率86.22％，磷酸盐去除率86.78％。

[0045] 以上示意性的对本发明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该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

示的也只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所以，如果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该技术方案

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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