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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评

价方法，其包括：步骤S1、提供可密闭式反应容器

和反应液；步骤S2、向所述可密闭式反应容器中

加入厌氧氨氧化污泥和反应液，使厌氧氨氧化污

泥和反应液接触；步骤S3、测试不同时间可密闭

式反应容器的压力，得到压力变化速率，以压力

的变化速率来表征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用该方

法无需搭建装置，实验成本低，实验周期短，可以

较快速的给出定性及半定量数据，效率可明显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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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评价方法，其包括：

步骤S1、提供可密闭式反应容器和反应液；

步骤S2、向所述可密闭式反应容器中加入厌氧氨氧化污泥和反应液，使厌氧氨氧化污

泥和反应液接触反应；

步骤S3、测试不同时间可密闭式反应容器的压力，求取压力变化速率，以压力的变化速

率来表征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中，测试不同时间可密闭式反应

容器的压力后，作出压力-时间关系曲线，以压力-时间关系曲线的斜率来表征厌氧氨氧化

污泥活性。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密闭式反应容器中厌氧氨氧化

污泥和反应液的装载量为可密闭式反应容器有效容积的85％-90％。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厌氧氨氧化污泥和反应液的

混合物中，厌氧氨氧化污泥固体物浓度为1.0-5.0g/L，优选为2.0-4.0g/L。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液中包括氨氮和亚硝

态氮，优选地，反应液中包括NH4Cl和NaNO2。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液中NH4
+的浓度为

100-500mg/L。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液中NO2-和NH4+的质量浓度之

比为1.0-1.4。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密闭式反应容器连接有

压力测试装置，通过压力测试装置测试可密闭式反应容器的压力。

9.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在恒定的温度下进行。

10.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在优化厌氧氨氧化工艺条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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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评价方法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评价方法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氮素污染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废水脱氮是污水治理的主要工作

之一。传统废水处理的氨氮脱除一般通过硝化和反硝化过程实现，硝化阶段氨氧化菌将氨

氮氧化为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氧化菌将亚硝酸盐氧化为硝酸盐；反硝化阶段异养反硝化菌

将硝化产物硝酸盐转化为氮气，实现废水的脱氮处理。氨氮转化为硝态氮依靠曝气来实现，

耗费大量的电能，反硝化过程必须有足够的碳源，城市污水及某些特种污水中，碳源(有机

物)往往不足，需要外加碳源，增加了运行成本，又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厌氧氨氧化脱氮过程

中厌氧氨氧化菌以CO2为碳源，以NO2-为电子受体，NH4+为电子供体，生成氮气(副产微量硝态

氮)，直接实现废水脱氮，氨氮氧化还原到氮气的过程大大缩短，效率高、物料、能源节省。厌

氧氨氧化工艺的科研与应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评定不同水质条件下厌氧氨氧化工艺的适

用性、不同影响因素下，厌氧氨氧化工艺的处理效率是厌氧氨氧化应用研究的重要内容。现

有技术中通常采用建立厌氧氨氧化小试工艺，改变操作条件或改变进水水质的方法进行上

述研究。然而，厌氧氮氧化菌对光和氧气等敏感，对生存环境要求严格，因此这种研究方法

存在试验装置搭建成本高，试验周期长，试验过程中工艺受冲击易崩溃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在研究厌氧氨氧化反应过程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利用压力变化来评价厌

氧氨氧化污泥活性的方法，将厌氧氨氧化污泥和反应液在可密闭式反应容器中接触，实时

测定反应容器内的压力变化，通过压力变化的速率反应厌氧氨氧化污泥在测试环境下的污

泥活性。该方法可以快速的对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进行评价，减少化验分析工作，劳动强度

低。

[0004]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评价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S1、提供可密闭式反应容器和反应液；

[0007] 步骤S2、向所述可密闭式反应容器中加入厌氧氨氧化污泥和反应液，使厌氧氨氧

化污泥和反应液接触；

[0008] 步骤S3、测试不同时间可密闭式反应容器的压力，得到压力变化速率，以压力的变

化速率来表征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在步骤S3中，测试不同时间可密闭式反应容器的压

力后，作出压力-时间关系曲线，以压力-时间关系曲线的斜率来表征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

[0010]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可密闭式反应容器中厌氧氨氧化污泥和反应液

的装载量为可密闭式反应容器有效容积的85％-90％，例如可以为85％、86％、87％、88％、

89％、90％以及它们之间的任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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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在厌氧氨氧化污泥和反应液的混合物中，厌氧氨氧

化污泥固体物浓度(MLSS)为1.0-5.0g/L，例如为1.0g/L、1.5g/L、2.0g/L、2.5g/L、3.0g/L、

3.5g/L、4.0g/L、4.5g/L、5.0g/L以及它们之间的任意值，优选为2.0-4.0g/L。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反应液中包括氨氮和亚硝态氮，优选地，反应液

中包括NH4Cl和NaNO2。

[0013]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反应液中还含有微量元素，所述微量元素包括Ca、

Mg、Fe、Cu、Zn和Mn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4]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反应液中NH4+的浓度为100-500mg/L。

[0015]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反应液中NO2-和NH4+的质量浓度之比为1.0-1 .4，例

如为1.0、1.1、1.2、1.3、1.4以及它们之间的任意值。

[0016]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可密闭式反应容器连接有压力测试装置，通过

压力测试装置测试可密闭式反应容器的压力。

[0017]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步骤S3在恒定的温度下进行，以避免温度的变化对

压力的影响。使用恒温振荡箱来控制恒温条件。

[0018] 本发明提供的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评价方法可用于优化厌氧氨氧化工艺条件。通

过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可以快速的考察不同影响因素如温度、pH等对厌氧氨氧化工艺运行的

影响，从而可以用于优化厌氧氨氧化工艺条件。

[0019] 本发明所提供的评价方法的测试原理是基于厌氧氨氧化反应过程，目前公认的厌

氧氨氧化反应总反应方程如下：

[0020] 1NH4++1.32NO2-+0.066HCO3-+0.13H+→1.02N2+0.26NO3-+0.066CH2O0.5N0.15+2.03H2O

[0021] 由反应过程来看，反应物全部为溶液中的离子，而产物中包含气体和水，一定条件

下反应生成的水的体积与气体体积相比可以忽略，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PV＝nRT，若反应

在密闭容器中进行，且温度保持恒定，则在反应进行过程中反应器内压力必然升高，在一定

范围内，压力升高的速度和程度与反应进程中氮气的生成速度和量正相关；而氮气生成量

与污泥活性正相关，因此反应器内压力的变化与污泥活性存在确定的关系。选择适宜的反

应器容积、反应液加入量、污泥加入量、测试时间段，则可以通过压力测试快速评价污泥活

性。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快速评价厌氧氨氧化污泥活性，一方面追求用时短，避免长时间的培

养驯化，另一方面追求操作上的便利化。在装置小型化、评价用泥少、评价用时短的情况下，

评价过程绝对产气量必然较小，而若以产气体积为直接测试指标，则要求测定绝对产气体

积，在绝对产气量小的情况下，测量误差更大，实现手段难度更大；选择压力作为测试指标，

不必关心绝对产气体积，只要密闭反应空间中的气相体积足够小，则压力变化就足够明显，

测量更加准确，也易于测量。另外，环境大气压变化不影响密闭空间的压力测量，但会影响

体积测量的准确性。

[0022] 基于厌氧氨氧化反应的厌氧反应和产气特性，以密闭容器中的压力变化表征厌氧

氨氧化污泥在不同条件下的相对活性，可以比较方便快速地优化厌氧氨氧化反应条件，考

察不同影响因素对厌氧氨氧化反应的定性及半定量影响。使用该方法评价厌氧氨氧化污泥

的活性无需搭建装置，实验成本低；实验周期短，可以较快速的给出定性及半定量数据；减

少化验分析工作，劳动强度低；可同时开展多个平行试验，效率可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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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所用的实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对比例2所用的实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pH与活性污泥活性关系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本发明并不受下述实施例限定。

[0027] 实施例1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压力测试方法考察pH对厌氧氨氧化工艺的影响

[0028] 步骤S1：

[0029] 该实施例中所用的实验装置的结构如图1所示，其包括反应瓶1，反应瓶1通过密封

塞2密封，反应瓶1的有效容积为200mL，密封塞2连接有精密压力计3用于测量反应瓶1内压

力。反应瓶1通过水浴槽4控制恒温状态。

[0030] 以NH4Cl和NaNO2配置反应液，反应液中NO2-和NH4+浓度分别为130mg/L和100mg/L，

每升反应液中加微量元素营养液Ⅰ和Ⅱ各1mL。放入恒温箱或恒温水浴恒温至33℃待用。

[0031] 微量元素营养液Ⅰ：EDTA  5000mg/L，FeSO4  5000mg/L；

[0032] 微量元素营养液Ⅱ：EDTA  5000mg/L，MnCl2·4H2O  990mg/L，ZnSO4·7H2O  430mg/

L，CoCl2·6H2O  240mg/L，CuSO4·5H2O  250mg/L，NaMoO4·2H2O  220mg/L，NiCl2·6H2O 

190mg/L，NaSeO4·10H2O  210mg/L，H3BO4  14mg/L。

[0033] 步骤S2：

[0034] 取七套如图1所示的反应装置备用。从实验室现有厌氧氨氧化试验装置中取浓缩

厌氧氨氧化污泥130mL加入烧杯，加入步骤一配制的反应液并调整至500mL，搅拌均匀，快速

分成十三份，其中七份分别加入前述六个有效容积为200ml的反应瓶1中(其它六份用于对

比例2)，再分别向每个反应瓶中加入反应液，使各个反应瓶中的反应液与污泥的体积之和

相等，均为175ml，再分别用稀盐酸或碳酸氢钠溶液调整六个反应瓶中反应液的pH分别为

7.0、7.4、7.8、8.2、8.6、9.0，另一反应瓶中反应液与污泥不调整pH，用作空白对比，实测

MLSS。然后用少量反应液将各反应瓶内反应液与污泥的体积之和调至相等，均为180ml。用

连接有精密压力计的密封塞密封反应瓶，放入恒温振荡箱内，调节温度至33℃，选择适当的

振荡速率开启振荡，振荡频率优选30-50RPM。实测空白对比反应瓶中厌氧氨氧化污泥MLSS

为2.3g/L。

[0035] 步骤S3：

[0036] 十分钟后每隔五分钟读一次精密压力剂的压力数据，实际测试时间30分钟，每套

装置读取7组数据，其结果见表1，分别作出不同pH条件下的压力-时间关系曲线，以其斜率

表征污泥活性。比较不同pH条件下测出的污泥活性大小。

[0037]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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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压力的单位为KPa。

[0040] 对比例1建立厌氧氨氧化小试工艺考察pH对厌氧氨氧化工艺运行的影响

[0041] 步骤一：

[0042] 新建一套厌氧氨氧化小试工艺装置，从正常运行的厌氧氨氧化工艺装置中取部分

污泥接种至新建厌氧氨氧化试验装置，调整停留时间、温度、pH等操作参数，连续运行培养，

大约半个月左右，工艺接种，启动成功。

[0043] 步骤二：

[0044] 配制与实施例1相同的反应液。即以NH4Cl和NaNO2配置反应液，反应液中NO2-和NH4+

浓度分别为130mg/L和100mg/L，反应液中配入适量的微量元素。采用pH自动调节方式将系

统pH控制在7.0左右，系统其它参数如温度、停留时间控制在最佳操作范围(试验温度控制

在33℃，停留时间控制在6小时)，进所配制的反应液，稳定运行3天取样，测试出水中NO2-和

NH4+浓度；之后保持温度、停留时间等参数不变，依次调整系统pH至7.4、7.8、8.2、8.6、9.0，

每个pH条件下稳定运行3天后取样分析出水NO2-和NH4+。

[0045] 步骤三：

[0046] 对比不同pH条件下的系统出水水质，判断最佳pH操作范围。试验数据如表2所示：

[0047] 表2

[0048]

pH 出水NO2-(mg/L) 出水NH4+(mg/L)

7.0 5.6 9.1

7.4 2.5 1.9

7.8 5.3 7.2

8.2 10.5 12.6

8.6 25.3 53.4

9.0 90.5 123.2

[0049] 分析试验数据可以发现，pH最佳操作范围在7.4附近，与实施例结论一致。但试验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11320265 A

6



实际用时一个月以上，期间试验装置搭建成本高，水样分析及试验工作量大。

[0050] 对比例2采用体积测量法考察pH对厌氧氨氧化工艺运行的影响

[0051] 步骤A1：

[0052] 该对比例中所用的实验装置的结构如图2所示，该装置包括反应瓶5、集气瓶6和排

水测量瓶7，反应瓶5、集气瓶6和排水测量瓶7之间通过连通管8依次连接。反应瓶5和集气瓶

6通过水浴槽9保持恒温状态。

[0053] 配制与实施例1中相同的反应液，放入恒温箱恒温至33℃待用。

[0054] 步骤A2：

[0055] 取六套如图2所示的反应装置备用。取实施例1中预留的六份厌氧氨氧化泥水混合

液加入六个200ml的反应瓶，再分别向每个反应瓶中加入反应液，使各个反应瓶中的反应液

与污泥的体积之和相等，均为175ml，再分别用稀盐酸或碳酸氢钠溶液调整六个反应瓶中反

应液的pH分别为7.0、7.4、7.8、8.2、8.6、9.0，然后用少量反应液将各反应瓶内反应液与污

泥的体积之和调整至为180ml。用瓶盖密闭反应瓶，瓶盖上有连通管将反应瓶与装有水的集

气瓶连接，通过集气瓶排水体积间接计量产气体积。将反应瓶及集气瓶一并放入恒温水浴

内，调节温度至33℃。

[0056] 步骤A3：

[0057] 十分钟后每间隔一定时间读取排水体积，实际测试数据如表3。以体积-时间关系

曲线的斜率表征污泥活性。比较不同pH条件下测出的污泥活性大小。

[0058] 表3

[0059]

[0060] 通过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对比例2中的灵敏度明显降低。

[0061] 应当注意的是，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

限制。通过参照典型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应当理解为其中所用的词语为描述性

和解释性词汇，而不是限定性词汇。可以按规定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对本发明作出

修改，以及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内对本发明进行修订。尽管其中描述的本发明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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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定的方法、材料和实施例，但是并不意味着本发明限于其中公开的特定例，相反，本发

明可扩展至其他所有具有相同功能的方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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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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