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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污染底泥原位修复

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该菌剂包含异养硝化

菌、好氧反硝化菌、聚磷菌和降解有机质菌，均分

离自沉水植物根系部位。所述植物附载型菌剂可

有效改良污染底泥，底泥的氨氮消除高达90％以

上，为沉水植物存活提供有利条件，且所述菌剂

借助植物根系作为吸附载体使得微生物修复效

率提升3～5倍，同时增强了菌剂的抗水冲刷能

力。该菌剂对污染底泥达到了原位“生态清淤”的

目的，避免了异位工程清淤的二次污染，同时实

现了水生态的长久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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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包括异养硝化菌、好氧反硝化菌、聚磷菌和降

解有机质菌；

所述异养硝化菌、好氧反硝化菌、聚磷菌和降解有机质菌均是从沉水植物根系筛选获

得的；

其中，所述异养硝化菌为类恶臭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lloputida)H15菌株，其保藏

编号为CGMCC  No.19258；

所述好氧反硝化菌为脱氮喜脂环菌(Alicycliphilus  denitrificans)D60菌株，其保

藏编号为CGMCC  No.19260；

所述聚磷菌为耳炎假单胞菌(Pseudomonas  otitidis)P23菌株，其保藏编号为CGMCC 

No.19257；

所述降解有机质菌为昆明假单胞菌(Pseudomonas  kunmingensis)M60菌株，其保藏编

号为CGMCC  No.1925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其中，各组分菌株所占重量比例分别

为：异养硝化菌30-45％，好氧反硝化菌30-35％，聚磷菌10-20％，降解有机质菌15-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其中，在所述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

中，总活菌数量不低于1.0×109cfg/g。

4.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采集沉水植物根系进行培养筛选，获得异养硝化菌、好氧反硝化菌、聚磷菌和降解有机

质菌；

分别将异养硝化菌、好氧反硝化菌、聚磷菌和降解有机质菌活化并发酵培养，然后将发

酵液按比例混合，获得混合发酵液；

将混合发酵液吸附于基质上，然后低温烘干造粒即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基质为硅藻土或沸石粉。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在所述混合发酵液中，各组分菌株所占重量

比例分别为：异养硝化菌30-45％，好氧反硝化菌30-35％，聚磷菌10-20％，降解有机质菌

15-20％。

7.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在处理污染底泥中的应用。

8.污染底泥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向污染底泥中投加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

2)种植沉水植物。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处理方法，其中所述沉水植物为苦草、狐尾藻和/或金鱼藻。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处理方法，其中，在投加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3-10天之后

种植沉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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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污染底泥原位修复的植物附载型菌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泥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消减污染底泥的植物附载型微

生物菌剂及其制备。

背景技术

[0002] 污染底泥的形成

[0003] 水体污泥的发黑发臭主要是在缺氧或厌氧状态下，水体内有机污染物发生系列物

理、化学、生物作用的结果。有机污染物入河是造成水体污泥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机污

染物主要包括有机碳源污染物、有机氮源污染物以及含磷化合物，这些污染物主要来自水

体沉降的大量的有机物的分解，并在分解过程中消耗大量的溶解氧，造成底泥缺氧，厌氧微

生物大量繁殖并分解有机物产生大量致黑致臭物质。据调查，目前河湖黑臭水体污染底泥

能够达到0.4～1m的厚度，因此，底泥上泛也是水体污染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0004] 污染底泥的特点

[0005] 污染底泥通常呈胶体状，渗透系数很低，又由于内部厌氧微生物新陈代谢生成的

生物膜和无机物沉淀以及黏土颗粒双电层厚度的增加，减少了土体中的有效孔隙，降低了

试样内部孔隙的连通性，使污泥试样渗透系数进一步降低。这样造成单一微生物修复形式

长期停留于底泥表层，因此微生物菌剂修复底泥周期过长，且修复不彻底。

[0006] 目前常用的污泥处理技术及缺陷

[0007] 目前，污染底泥控制技术主要有异位处理技术和原位处理技术两大类。异位处理

技术是将污染底泥挖掘出来运输到其它地方后再进行处理，即将水体的内污染源转移走，

以防止污染水体。异位处理技术主要有疏浚、异位淋洗、玻璃化等，但是在应用最广泛疏浚

过程中必然产生大量的疏浚底泥，并且由于底泥含水量高、运输困难、污染成分不明确以及

无处堆积等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处理，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并且底泥中的污

染物质可能随着地表径流流入土壤及周围环境中，对堆积区周围的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原

位处理技术是将污染底泥封留在原处，采取措施阻止底泥污染物进入水体，即切断内污染

源的污染途径。原位处理技术主要有覆盖、固化、氧化、引水、物理淋洗、喷气、电动力学修

复、微生物修复和植物修复等。其中，化学药物对水体和底泥的污染往往超出了其修复的作

用；而物理的方法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只能改善一时，不能够维持长久生态平衡，生物

修复因其投资小、效果好、不造成二次污染等优点，已成为水体和底泥修复的重要手段之

一。

[0008] 我国微生物修复技术较晚，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如今各个环保领

域都能看到微生物菌剂的身影。但是目前市场上使用微生物菌剂修复污染底泥还存在很多

缺陷：首先，底泥修复菌剂对污染底泥的渗透性极低，导致菌剂对底泥的修复效果只能停留

在表面；其次，底泥修复菌剂对不同污染的针对性差，如底泥中的高氨氮浓度去除效率低，

显然会严重影响底泥恢复；最后，底泥修复菌剂抗冲刷能力差，单纯的微生物菌剂在流动水

域下无法长时间的存留并发挥作用。近些年提出的微生物-植物联合修复概念，且多数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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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阶段。目前所应用的植物和微生物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只是靠单独菌剂与单

独植物的随机搭配，缺乏二者联合行之有效的相互作用研究，从而多数情况下只能行使单

独的功能，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联合，修复效果也达不到长久的预期的目标。因此，提供和开

发一种具有针对性、稳定性和高效性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和河道污泥的原位生态修复

技术对于河道污染底泥的治理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9] 基于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10] 1 .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包括异养硝化菌、好氧反硝化菌、聚磷菌

和降解有机质菌；

[0011] 所述异养硝化菌、好氧反硝化菌、聚磷菌和降解有机质菌均是从沉水植物根系筛

选获得的；

[0012] 其中，所述异养硝化菌为类恶臭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lloputida)H15菌株，其

保藏编号为CGMCC  No.19258；

[0013] 所述好氧反硝化菌为脱氮喜脂环菌(Alicycliphilus  denitrificans)D60菌株，

其保藏编号为CGMCC  No.19260；

[0014] 所述聚磷菌为耳炎假单胞菌(Pseudomonas  otitidis)P23菌株，其保藏编号为

CGMCC  No.19257；

[0015] 所述降解有机质菌为昆明假单胞菌(Pseudomonas  kunmingensis)M60菌株，其保

藏编号为CGMCC  No.19259。

[0016] 2.根据1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其中，各组分菌株所占重量比例分别为：

异养硝化菌30-45％，好氧反硝化菌30-35％，聚磷菌10-20％，降解有机质菌15-20％。

[0017] 3.根据1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其中，在所述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中，

总活菌数量不低于1.0×109cfg/g。

[0018] 4.1-3任一项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0019] 采集沉水植物根系进行培养筛选，获得异养硝化菌、好氧反硝化菌、聚磷菌和降解

有机质菌；

[0020] 分别将异养硝化菌、好氧反硝化菌、聚磷菌和降解有机质菌活化并发酵培养，然后

将发酵液按比例混合，获得混合发酵液；

[0021] 优选地还包括将混合发酵液吸附于基质上，然后低温烘干造粒即得。

[0022] 5.根据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基质为硅藻土或沸石粉。

[0023] 6.根据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在所述混合发酵液中，各组分菌株所占重量比例

分别为：异养硝化菌30-45％，好氧反硝化菌30-35％，聚磷菌10-20％，降解有机质菌15-

20％。

[0024] 7.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在处理污染底泥中的应用。

[0025] 8.污染底泥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向污染底泥中投加如1-3任一项所述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

[0027] 2)种植沉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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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9.根据8所述的处理方法，其中所述沉水植物为苦草、狐尾藻和/或金鱼藻。

[0029] 10.根据8所述的处理方法，其中，在投加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3-10天之后种植

沉水植物。

[0030] 【生物材料保藏】

[0031] 本发明的异养硝化菌菌株保藏于：

[0032]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保藏日期为2020年1月

2日、保藏编号CGMCC  No.19258；该保藏单位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0033] 本发明的好氧反硝化菌株保藏于：

[0034]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保藏日期为2020年1月

2日、保藏编号CGMCC  No.19260；该保藏单位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0035] 本发明的聚磷菌菌株保藏于：

[0036]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保藏日期为2020年1月

2日、保藏编号CGMCC  No.19257；该保藏单位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0037] 本发明的降解有机质菌菌株保藏于：

[0038]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保藏日期为2020年1月

2日、保藏编号CGMCC  No.19259；该保藏单位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0039]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

[0040] 本发明所提供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由多种微生物混合而成，活菌数量高，对

于总氮、氨氮、磷、和COD去除率高于单一菌种。所使用的菌种环境适应性强，对环境无二次

污染，是环境友好型菌剂；所用微生物生殖代谢终产物为水和氮气及二氧化碳，从根本上降

低污泥和污水中氨氮，从而保证了植物的存活，磷元素和有机质的转化也有利于植物的生

存和生长。同时该菌剂与沉水植物的协同作用使得植物的根部可以作为菌剂中微生物的载

体，随着植物的扎根深入底泥，对污染底泥进行深度修复，解决了当前底泥微生物菌剂对底

泥渗透性低和抗冲刷能力差的难题。

[0041] 所述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可使污泥明显改善，其中氨氮降低率可达90％以上，

且不含有化学物质，对环境无二次污染，是对环境友好型的菌剂。同时，所述复合微生物菌

剂制备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在富营养化黑臭水体污染底泥和水体修复方面具有广阔的

前景。

[0042] 本发明的创新性主要有两点：

[0043] 第一、提出从沉水植物根系分离筛选黑臭水体污染底泥修复菌株，并经过优选获

得植物附载型菌剂，解决已有菌剂修复效率低、渗透性差且易被冲刷的难题；

[0044] 第二，筛选获得耐高氨氮的异养硝化菌和好氧反硝化菌，并将其加入底泥修复菌

剂中，针对性的解决现有菌剂对底泥高氨氮去除率低的问题，为恢复生态系统提供有利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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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5] 图1显示了沉水植物根系上所附载的异养硝化菌株的定量结果。

[0046] 图2显示了在进行抗冲刷模拟实验之后，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水体变化。其中A为对

照组的水体状况，B为实验组的水体状况。

[0047] 图3显示了通过本发明的植物附载型菌剂与植物的协同修复，河道污染底泥中的

氨氮浓度修复情况。

[0048] 图4显示了河道污染底泥修复之前和之后的表层变化，其中A为修复之前的河道表

层状况，B为修复之后的河道表层状况。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参照

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50]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方法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所用的试剂如无特别说明均

为可商购的试剂。

[0051] 实施例1菌株筛选

[0052] 在本发明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中，用于降解污染底泥的异养硝化细菌由以下

方式获得：

[0053] 采集完整的河湖沉水植物根系于无菌采集袋中，生理盐水浸泡，最大转速涡旋

2min后220rpm振荡2h，于铵盐为唯一氮源的富集培养基A中进行富集培养30天。经过梯度稀

释，选择合适的稀释浓度涂布LB，1/10LB和R2A等固体培养基，挑选出形态单一的菌落进一

步纯化培养。将获得的菌株进行功能筛选，选取硝化能力最强的菌株即为植物附载型异养

硝化细菌，其保藏号为CGMCC  No.19258。

[0054] 其中，所述富集培养基A为(1L)：硫酸铵0.5g，丁二酸钠5g，乙酸钠2g，氯化钠0.3g，

微量元素50ml。其中，每1L微量元素含有：磷酸氢二钾5g，硫酸镁2.5g，氯化钠2.5g，硫酸亚

铁0.05g，硫酸锰0.05g。

[0055] 在本发明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中，用于降解污染底泥的好氧反硝化细菌由以

下方式获得：

[0056] 采集完整的河湖沉水植物根系于无菌采集袋中，生理盐水浸泡，最大转速涡旋

2min后220rpm振荡2h，于硝酸盐为唯一氮源的富集培养基B中进行富集培养30天后经过梯

度稀释，选择合适的稀释浓度涂布LB，1/10LB和R2A等固体培养基，挑选出形态单一的菌落

进一步纯化培养，再进行功能验证，选取反硝化能力最强的菌株即为植物附载型好氧反硝

化细菌，其保藏号为CGMCC  No.19260。

[0057] 其中，所述富集培养基B为(1L)：硝酸钾0.7g，丁二酸钠5g，乙酸钠2g，微量元素

50ml。其中，每1L微量元素含有：磷酸氢二钾5g，硫酸镁2.5g，氯化钠2.5g，硫酸亚铁0.05g，

硫酸锰0.05g。

[0058] 在本发明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中，用于降解污染底泥的聚磷菌由以下方式获

得：

[0059] 采集完整的河湖沉水植物根系于无菌采集袋中，生理盐水浸泡，最大转速涡旋

2min后220rpm振荡2h，于高磷酸盐的富集培养基C中进行富集培养30天后经过梯度稀释，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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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合适的稀释浓度涂布LB，1/10LB和R2A等固体培养基，挑选出形态单一的菌落进一步纯化

培养，再进行功能验证，选取聚磷能力最强的菌株即为植物附载型聚磷细菌，其保藏号为

CGMCC  No.19257。

[0060] 其中，所述富集培养基C为(1L)：磷酸二氢钾0.06g，硫酸铵2g，乙酸钠5g，氯化钙

0.2g，微量元素50ml。其中，每1L微量元素含有：磷酸氢二钾5g，硫酸镁2.5g，氯化钠2.5g，硫

酸亚铁0.05g，硫酸锰0.05g。

[0061] 在本发明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中，用于降解污染底泥的降解有机质菌由以下

方式获得：

[0062] 采集完整的河湖沉水植物根系于无菌采集袋中，生理盐水浸泡，最大转速涡旋

2min后220rpm振荡2h，于高COD的富集培养基D中进行富集培养30天后经过梯度稀释，选择

合适的稀释浓度涂布LB，1/10LB和R2A等固体培养基，挑选出形态单一的菌落进一步纯化培

养，再进行功能验证，选取COD去除能力最强的菌株即为植物附载型降解有机质细菌，其保

藏号为CGMCC  No.19259。

[0063] 其中，所述富集培养基D为(1L)：丁二酸钠2g，葡萄糖1g，乙酸钠5g，硫酸铵2g，硝酸

钠0.5g，微量元素50ml。其中，每1L微量元素含有：磷酸氢二钾5g，硫酸镁2.5g，氯化钠2.5g，

硫酸亚铁0.05g，硫酸锰0.05g。

[0064] 实施例2微生物菌剂的制备

[0065] 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6] 首先采用实施例1的方法由沉水植物根系筛选获得保藏号为CGMCC  No.19258的异

养硝化菌、保藏号为CGMCC  No.19260的好氧反硝化菌、保藏号为CGMCC  No.19257的聚磷菌

和保藏号为CGMCC  No.19259的降解有机质菌；然后进行以下操作：

[0067] 1)发酵种子的制备：将保藏号为CGMCC  No .19258的异养硝化菌、保藏号为CGMCC 

No.19260的好氧反硝化菌、保藏号为CGMCC  No.19257的聚磷菌和保藏号为CGMCC  No.19259

的降解有机质菌分别按照2-3％的接种量接种于种子培养基(LB培养基)上进行活化，培养

温度为30℃，转速150rpm，培养18～24h，OD600达到0.8～1。

[0068] 2)功能菌剂发酵培养：将各菌种按5％的接种量接入发酵培养基中,发酵条件为温

度30-35℃，pH为6.5-7.5左右，转速150-300rpm，溶氧＞20％，罐压0.02-0.05MPa，发酵培养

10～20h(优选12～20h)，发酵液OD600达到10以上，根据实际底泥的污染情况，将各菌株按照

比例混合，配得混合发酵液。

[0069] 其中，各菌株的发酵培养基见表1：

[0070]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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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3)将上述混合发酵液直接吸附于基质上，优选硅藻土、沸石粉，然后低温烘干造

粒。

[0073] 实施例3：复合菌剂对高氨氮污染底泥的高效处理

[0074] 以菌剂中所含总菌株的重量计，本实施例所使用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包含以下质量

分数的菌株：

[0075]

[0076] 其中，所述菌剂中的总活菌数量为5.0×109cfg/g。

[0077] 采取典型的高氨氮的河道污染底泥(氨氮浓度为625mg/kg)置于长宽高为60*50*

40cm的玻璃缸中，加入厚度为15cm的黑泥，再加入深度为20cm的黑臭污水，按照50mg/cm2投

加复合菌剂，加入微型曝气装置保证溶氧在3mg/L以上。同时设置不加菌剂的对照试验，其

他条件完全相同。

[0078] 投菌7天后，实验组底泥厚度有一定的减少，其中污染底泥表层变黄的厚度明显增

加，氨氮减少到42mg/kg，去除率达93.3％，对照组同时期未发生明显变化。投菌30天后，实

验组黑泥厚度明显减少，氨氮进一步降低到11mg/kg，去除率高达98％，实验组和对照组具

有显著差异。

[0079] 结果证明，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对氨氮具有高度的耐受性，并对污染严重的

底泥具有有效的改善能力，同时能够有效削减污染底泥厚度，去除污染底泥中高负荷的营

养物质。实验组和对照组底泥氨氮等指标见下表：

[0080] 表2实验组投菌7天和30天对污染底泥的改善效果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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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表3对照组相对实验组同时期的底泥指标

[0083]

[0084] 实施例4：复合菌剂与吸附载体(植物)协同修复污染底泥

[0085] 以菌剂中所含总菌株的重量计，本实施例所使用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包含以下质量

分数的菌株：

[0086]

[0087] 其中，所述菌剂中的总活菌数量为1.0×109cfg/g。

[0088] 采取典型的高氨氮的河道污染底泥置于长宽高为60*50*40cm的玻璃缸中，加入厚

度为15cm的黑泥，再加入深度为20cm的黑臭污水，按照50mg/cm2投加菌剂，加入微型曝气装

置保证溶氧在3mg/L以上。投加复合菌剂之后第7天种植20株苦草，同时设置不加菌剂的对

照试验。

[0089] 投菌7天后，实验组底泥厚度有一定的减少，其中污染底泥表层变黄的厚度明显增

加，对照组未变化。种植苦草5天后，提取根系上附载的细菌总DNA，利用qPCR对本发明菌剂

的异养硝化菌进行定量(见图1)，发现实验组植物根系上吸附了大量异养硝化菌。30天后，

黑泥厚度明显减少，实验组和对照组具有显著差异。

[0090] 结果证明，本发明的复合菌剂具有高效的消减污染底泥和改善黑臭水体的作用，

并且能够有效的提高沉水植物的存活率(提高60％)。

[0091] 根据实施例3的实验可知，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对污染底泥具有有效的改善

能力，但是经过多次试验的结果发现，当污染底泥厚度减少约1.5cm时，很难再进一步削减，

并且表层底泥的氨氮由于菌剂的作用虽然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是更深层的底泥氨氮并没有

有效的去除，推测这主要是因为微生物无法进入到深层的黑泥中发挥作用。

[0092] 本发明通过沉水植被的种植和扎根，发现对底泥削减厚度比单纯微生物菌剂的处

理效果高出1倍。并且通过对照组实验证明，该效果并不是来自于植物的修复。

[0093] 对异养硝化菌剂的追踪发现：微生物菌剂随着根系进入底泥内部，且每毫升洗脱

液中含有104数量级拷贝数，这说明植物的根可以作为微生物吸附载体进入底泥深处，从而

进一步的对污染底泥进行了高效的消减和修复。实验组和对照组底泥的各指标参见下表：

[0094]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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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实验组种植苦草23天后(即投菌后30天)，植物的存活率为100％，且生长茂盛，其

中，实验组的底泥指标变化见下表。

[0097] 表5

[0098]

[0099] 对照组种植苦草23天后(即投菌后30天的同时期)，植物的存活率为40％，生长状

况较差。其中，对照组的底泥指标变化见下表。

[0100] 表6

[0101]

[0102] 实施例5：复合菌剂具备高效的抗冲刷能力

[0103] 以菌剂中所含总菌株的重量计，本实施例所使用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包含以下质量

分数的菌株：

[0104]

[0105] 其中，所述菌剂中的总活菌数量为3.0×109cfg/g。

[0106] 采取典型的河道污染底泥置于长宽高为60*50*40cm的玻璃缸中，加入厚度为15cm

的黑泥，再加入深度为20cm的黑臭污水，按照50mg/cm2投加菌剂，加入微型曝气装置保证溶

氧在3mg/L以上。投加后第7天种植20株苦草，同时设置不加菌剂的对照试验。

[0107] 投菌7天后，底泥厚度有一定的减少，其中污染底泥表层变黄的厚度明显增加。种

植苦草10天后，用直径为3cm的水管向水体表面一端通入流量为0.2L/S的污水10min，对水

体和底泥进行冲刷模拟实验。3天后，实验组中水体澄清，基本恢复原样；对照组水体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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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草叶面沾满泥土(见图2)。种植苦草23天后，黑泥厚度明显减少，实验组和对照组具有显

著差异。

[0108] 结果证明，本发明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复合菌剂具备高效的抗冲刷能力，菌剂微

生物以植物的根系和叶片作为载体，显著的增加了其固定能力以抵御外界水流的冲刷，从

而长久有效的发挥着改善污染底泥和水质的功能。

[0109] 实验组和对照组冲刷前后水质的指标见下表：

[0110] 实验组水质变化情况参见表7。

[0111] 表7

[0112]

[0113] 对照组同时期的水质变化情况参见表8。

[0114] 表8

[0115]

[0116] 实施例6：植物附载型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实地修复实验

[0117] 以菌剂中所含总菌株的重量计，本实施例所使用的植物附载型微生物菌剂包含以

下质量分数的菌株：

[0118]

[0119] 其中，所述菌剂中的总活菌数量为5.0×109cfg/g。

[0120] 本实施例所使用的试验区为典型的黑臭水体河道，宽度为5米，深度为平均1.5米，

其底泥污染严重，呈完全黑臭的胶体状态，氨氮含量大于400mg/kg，整个河道寸草不生。

[0121] 用围网围出一条10米长的河道，随后均匀投撒植物附载型复合微生物菌剂，并及

时投加碳源和曝气，运行期间采用间断曝气，使溶氧维持在3mg/L以上。

[0122] 投菌第7天种植沉水植物(例如金鱼藻和狐尾藻)若干，此时水温为25℃。

[0123] 经过了一周的菌剂修复，氨氮降至100mg/kg左右，此时种植沉水植物，则基本上保

证了植物的存活。随后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利用植物根部为载体，菌剂进入到底泥深处发挥

作用，底泥进一步改善(见图4)。底泥的氨氮指标和表面变化分别参见图3和图4。

[0124] 通过本发明，证明了植物附载型菌剂能够有效的去除污染底泥的高氨氮浓度，其

与沉水植物的协同作用可对污泥进行深度修复并可抵御河流的冲刷，具备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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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本发明打破了目前微生物菌剂的原位生态修复的局限性，达到了高效而长久的生

态修复目标，提供了重要“生态清淤”的思路。

[0126]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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