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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活性滤池对水中氨氮和亚硝酸盐氮去除效果研究
张萍萍，花日茂*，徐

微，张妍妍，胡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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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明确生物活性滤池对水中氨氮（NH4+-N）和亚硝酸盐氮(NO2--N)的去除效果及影响因素，采用连续
流生物活性滤池装置开展试验研究。试验期间进水 NH4+-N 在 0.69～1.25 mg·L-1，NO2--N 浓度为 0.06～0.38 mg·L-1，
试验装置处理规模为 180 L·d-1。结果表明，挂膜成功时，NH4+-N 和 NO2--N 去除效率分别为 71.32%～77.78%和
87.1%～98.6%；稳定运行期间异养菌和硝化细菌空间竞争较弱，表现在沿程对 CODMn、NH4+-N 和 NO2--N 去除效
果集中在 35 cm 以上的空间；在低于 5℃状况运行，生物活性滤池对 NH4+-N 有稳定的去除，而 NO2--N 去除效果出
现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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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al efficiency of NH4+-N and NO2--N in the biological aerated filter for drink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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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ntinuous flow devic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moval of NH4+-N, NO2--N in the water
through biological aerated filter (BAF)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were also analyz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value of NH4+-N was 0.69－1.25 mg·L-1, and the value of NO2--N was 0.06－0.38 mg·L-1 in raw water.
The charge of BAF was 180 L·d-1.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removal rates of NH4+-N and NO2--N were
71.32%－77.78% and 87.1%－98.6% in the end of biofilm formati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autotrphic bacteria and nitrifying bacteria in the space was weaker during stable operation as BAF removed CODMn, NH4+-N and
NO2--N mainly in the top of 35 cm; below 5℃, the removal rate of NH4+-N was stable but that of NO2--N was
desc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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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源中的氮一般以有机氮、氨氮、亚硝酸
盐氮、硝酸盐氮的形式存在，其中以氨氮及硝酸盐
氮所占的比例最大。常规处理对氨氮的去除率较低，
处理后的水中若含有较高的氨氮，会增加氯消毒的
需氯量(理论消耗量为 7.6 mg Cl2/ mg NH4+-N)。在管
网系统中，由于氨氮不完全硝化会生成大量的亚硝
酸盐氮，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1]。生物活性炭滤池
被证明是能同时去除可降解有机物、氨氮和亚硝酸
盐氮的有效工艺[2]。
作者考察了滤池中微生物富集期间、滤池稳定
运行期间、不同温度条件下 NH4+-N 和 NO2--N 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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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效果以及沿层硝化菌和异养菌的空间分布，为生
物活性滤池运行参数的优化与控制提供参考。

1

试验装置和方法

工艺流程
试验装置如图 1 所示。于 2011 年 8 月 3 日启动，
为保证挂膜成功后的稳定运行，采用自然挂膜的方
式。
生物强化活性滤池由 Φ80 cm 的有机玻璃柱制
成，根据填料不同分为 3 层，从上到下依次是活性
炭滤料层，高 60 cm﹙粒径范围 0.5~1.5 mm﹚；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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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砂滤料层，高 40 cm（粒径范围 0.5~1.2 mm）；沙
砾承托层，高 40 cm。运行时滤池不曝气水流采用
下向流。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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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又小于前者[7]。因此，生物膜形成期间，以有
机物去除率为前提，待有机物去除率稳定后，考察
亚 NO2--N 的去除率，当去除率均稳定在一定范围
内时，可以认定生物膜成熟。在近 50 d 的富集后滤
池内的硝化效果才稳定，表明挂膜成功。

Figure 2

图 2 挂膜阶段氨氮的去除率
Removal rate of NH4+-N during biofilm formatiom

Figure 3

图 3 挂膜阶段亚硝酸盐氮的去除率
Removal rate of NO2--N during biofilm formatiom

Figure 4

图 4 挂膜阶段 CODMn 的去除率
Removal rate of CODMn during biofilm formatiom

图 1 试验装置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et-up

表 1 原水水质
Table 1 Quality of raw water during the experiment
+

-

mg·L-1

CODMn

NH4 -N

NO2 -N

DO

4.05～6.48

0.69～1.25

0.06～0.38

4.25～7.15

原水水质
试验进水是根据一般微污染水源水的水质状
况，采取配水的方式模拟常规沉淀处理后的水，水
质如表 1 所示。
1.3 水质测定方法
各项水质指标按《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中
提供的标准方法进行测定；生物活性采用耗氧速率
法(OUR)的分析[3]。
1.2

2

结果与分析

挂膜期间氨氮和亚硝酸盐氮的变化
从图 2 和图 3 可知：在微生物驯化富集开始的
1 个月，氨氮和亚硝酸盐氮的去除率有较大的波动，
特别是 NO2--N 存在严重的积累现象。CODMn 的去
除达到稳定的时间则相对较快，如图 4。主要因为
对于一般的微污染原水而言，生物膜中的微生物可
以分为去除有机物的异养细菌和进行硝化作用去除
NH4+-N 和 NO2--N 的硝化细菌，后者是自养细菌，
生长速率要远远小于一般的异养细菌，而组成硝化
细菌菌群的亚硝化细菌和硝化细菌中，后者的生长
2.1

稳定期 NH4+-N 和 NO2--N 的沿层去除效果
稳定运行期间的活性生物滤池停留时间 15
min，进水水质如表 1，进水温度 25～15℃。
从试验可知，在进水端 35 cm 的范围内反应器
对 NH4+-N 的去除率为 75.8%，占总去除率的 93.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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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N 在上层出现了积累现象但是在 35 cm 左右处
去除率为 90.8%，占总去除率的 95.2%。这是因为
在这段范围内 NH4+-N、NO2--N 和溶解氧(DO)的浓
度比较高，很快传递到硝化菌所在的生物膜的次外
膜，进行硝化作用。在 35～100 cｍ这一范围内，系
统对 NH4+-N 和 NO2--N 的去除率占总去除率的 6.3
％和 9.2%。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此范围底物浓度低；
另一方面在这一范围内 DO 浓度（＜2 mg·L-1）比较
低，而硝化菌又是一种严格的好氧菌，理论计算得
使一分子的 NH4+-N 完全氧化成硝态氮需消耗 2 分
子的氧, 即 4.57 mg·mg-1 硝酸盐氮, 其中从 NH4+-N
转化为 NO2--N 需要约 3.43 mg·mg-1 亚硝酸盐氮[8] ,
而且其吸取水中溶解氧的能力比异养菌差，当水中
溶解氧浓度不足或氧透过膜到达硝化菌表面的传递
速率下降时，硝化反应会受到影响，表现为滤池对
氨氮的去除率较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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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长最终都受基质浓度的限制，对空间和 DO
的竞争并不明显。同时，在饮用水生物处理中硝化
细菌繁殖过程中形成的有机物产物和硝化细菌可以
作为异养细菌的主要基质，并且硝化细菌通过辅助
作用还可以提高异养细菌对微量有机污染物的降
解，这样硝化细菌可以促进异养细菌生长[11]。

Figure 7

图 7 不同温度下生物活性炭的 SOUR
SOUR of biofilm in BAC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温度对 NH4+-N 和 NO2--N 去除效果的影响
由图 6 可知，温度降低对氨氮的去除效果影响
不明显，而亚硝酸盐氮 25～15℃下的去除率平均在
95%左右，当低于 5℃时仅为 38％，这主要和代谢
的微生物种类有关。
为了考察温度对生物活性炭滤池生物活性的影
响，取炭层上部的滤料进行了不同水温下的比耗氧
速率(SOUR，specific oxygen uptake rate)试验，并计
算出单位体积滤料的比耗氧速率(SOUR)值，见图 7。
造成几个温度区间去除负荷差异的原因如下：
从微生物的生理特性来说，硝化菌大多适宜在常温
下生存，部分硝化菌如亚硝化杆菌(Nitrosomonas)
和亚硝化球菌(Nitrosococcus)适合于 2～40℃的水
温，硝化杆菌(Nitrobacter)适合 5～40℃水温条件[12]。
桑军强[13]试验结果表明，在 5℃时的微生物活性(用
耗氧速率 OUR 表征)是 10℃时的 65%左右；0.5℃时
微生物的活性是 10℃ 时的 25.1%。在低于 5℃以后，
硝化菌的活性及种类将大大受到限制，生长速率甚
至会降至 0[14]，而亚硝化作用不受影响，
出现 NO2--N
去除效果的降低，与图 6 的结果规律相似。
2.3

图 5 滤柱中 NH4+-N 和 NO2--N 浓度
Figure 5 NH4+-N and NO2--N concentrations along the BAF

图 6 温度对 NH4+-N 和 NO2--N 去除效果的影响
Figure 6 Removal effect of NH4+-N and NO2--N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Paul 等人[10]利用氧化还原微电极和溶解氧微电
极研究发现，虽然好氧氧化作用沿生物膜厚度方向
均存在，但异养细菌氧化作用发生在生物膜最外层，
而硝化作用更多地发生在生物膜次外层。在饮用水
处理中，由于进水中的基质浓度比较低，属于贫营
养环境，一般情况下 DO 比较充足，所以 2 种微生

3

小结

在近 50 d 的富集后，滤池内的硝化效果才稳定，
氨氮去除率稳定在 80%以上，亚硝酸盐氮的去除率
达到 90%以上，表明生物滤池微生物的驯化富集成
功。
在饮用水生物处理反应器运行期间，滤池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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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氨氮、亚硝酸盐氮的去除集中在 35 cm 以上的滤
料范围内，其中 NH4+-N 的去除率为 75.8%，占总
去除率的 93.7%；NO2--N 在上层出现了积累现象，
但是在 35 cm 左右处去除率为 90.8%，占总去除率
的 95.2%。
温度对氨氮的去除影响较小，生物滤池对氨氮
有较稳定的去除效果；而硝化菌在小于 5℃条件下，
活性会明显下降，表现对亚硝酸盐氮去除率的下降。
水温在小于 5℃时，生物活性炭滤池对亚硝酸盐氮
的去除能力相当于 5～10℃时去除能力 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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