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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作为硫酸盐还原体系替代 C 源的可行性及其影响因子
吴开轩 1,2，吴昭君 1,2，孙庆业 1,2*
(1. 安徽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肥 230601；2. 安徽省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验室，合肥 230601)
摘 要：为降低硫酸盐还原菌（SRB）处理酸性废水的经济成本，以乳酸钠作对照，分析了 3 种秸秆浸提液替
代乳酸钠作为 C 源的可行性，同时探究了不同 C 源、C 源定期投加、ρ（COD）/ρ（SO42-）、初始 pH 和重金属
浓度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结果表明：3 种秸秆浸提液均可作为替代 C 源，其中大豆秸秆浸提液作 C 源对硫
酸盐还原的效果最好；定期投加 C 源、提高 ρ（COD）/ρ（SO42-）对各 C 源体系硫酸盐还原有促进作用；降低
初始 pH、提高重金属浓度对硫酸盐还原有抑制作用；Mn（Ⅱ）浓度升高对各 C 源体系 SO42-去除效果影响不大，
在低浓度 Cu（Ⅱ）
、Fe（Ⅲ）条件下，乳酸钠体系 SO42-去除率高于 3 种秸秆体系，而在较高浓度 Cu（Ⅱ）
、Fe（Ⅲ）
条件下，3 种秸秆体系 SO42-去除率高于乳酸钠体系。可利用秸秆浸提液作为低成本 C 源，为处理较高浓度重金属
酸性废水提供经济可行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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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of straw as a substitute carbon source for sulfate reduction
system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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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hui Province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ngineering Laboratory, Hefei 230601)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acidic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SRB）, sodium lactate was used as the control carbon source, the feasibility of three straw extracts replacing
sodium lactate as carbon source was analyzed,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regular addition of carbon source, ρ(COD)/ρ(SO42-), initial pH, and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on sulfate reduction system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the three straw extracts could be used as alternative carbon sources to remove
SO42-, among which soybean straw extracts had the best removal effect; adding carbon sources regularly and increasing ρ(COD)/ρ(SO42-)had the original promoting effect on sulfate of each carbon source system; reducing the
initial pH and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can inhibit the effect of sulfate reduction; The increase
of Mn(Ⅱ)content has little effect on sulfate removal, at low concentration of Cu(Ⅱ),Fe(Ⅲ)conditions, The SO42removal rate of sodium lactate system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hree straw systems, and in the relatively high
concentration of Cu(Ⅱ),Fe(Ⅲ)conditions, the SO42- removal rate of the three straw system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odium lactate system. Straw extract can be used as a low-cost carbon source to provide an economic and
feasi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acidic wastewater with high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Key words: carbon source; impact factor; wastewater treatment; heavy metal; sulfate reduction
酸性矿山废水（acid mine drainage，简称 AMD）
是含硫化物矿石或矿渣受到生物化学反应形成的，
通常具有高浓度硫酸盐及低 pH，并且排放出的铜、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 通信作者:

铁、锰、镉、镍等重金属含量普遍较高，直接排放
会增加河流和地下水中金属和硫酸盐污染物，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都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在排放前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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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治理十分 必要 [1-2] 。 硫酸 盐还原菌 （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简称 SRB）是一类厌氧原核生物，
广泛存在于湖泊、沼泽、稻田、石油沉积物、地下
管线和部分工业废水等多种缺氧环境中[3-4]。 目前，
以硫酸盐还原菌为代表的生物处理法与传统的化学
法相比，具有成本低、效果好、工艺稳定、适用性
强及可回收利用等优点，已在全球许多含硫酸盐废
水处理系统中得到应用，特别是用于酸性矿井排水、
地下水、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治理[5-6]。SRB 处理酸性
废水的作用机理为：SRB 利用有机底物（如乳酸盐）
作为 C 源和电子供体，来异化硫酸盐还原为硫化氢
（H2S）沉淀废水中的溶解金属，同时在硫酸盐降
解过程中产生碱度，使酸性废水的 pH 上升[7-8]。
硫酸盐还原过程需要营养物质、缓冲能力和电
在 Postgate C
子供体的长期供应来维持 SRB 活性[9]。
培养基中，SRB 可利用乳酸钠作 C 源将硫酸盐转化
为硫化物，该过程相对稳定且硫酸盐去除率较高，
但也存在系统运行成本过高的问题[10]。Qazi 等已经
证实，SRB 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作为电子
受体和营养物质[11]。Dev 等提出 SRB 的活性取决于
营养物质的有效性，特别是碳和氮的来源 [12] 。Lu
等对农业废弃物（如废渣和秸秆）等廉价耐用的有
机 C 源进行了评估，并证实了随着纤维素、半纤维
素 和 木 质 素 的 降 解 ， 硫酸 盐 还 原 效 率 可 能 会提
高[13]。在我国各农作物秸秆均是廉价而丰富的农业
废弃物，目前对秸秆的处理主要有家庭和电厂燃烧、
秸秆还田、制作生物质肥料等方式，但存在着处理
成本较高的问题[14-15]。由于秸秆富含丰富的有机质、
氮、磷、钾 、钙和镁等，因而可考虑用秸秆替代乳
酸钠作为缓释 C 源，达到以废治废的目的，避免资
源浪费，同时降低硫酸盐还原体系运行成本[16]。
本研究主要以玉米秸秆、大豆秸秆、水稻秸秆
和乳酸钠（对照组）为有机底物，探究了不同碳源、
C 源定期投加、ρ（COD）/ρ（SO42-）
、初始 pH 及
重金属浓度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评价秸秆作
为硫酸盐还原体系替代 C 源的可行性。

1
1.1

材料与方法

菌群筛选与分析
从铜陵市钟鸣镇受酸性废水污染的农田土壤中
分离培养得到混合菌，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混合
菌群测序。
1.2 富集培养
1.2.1 秸秆浸提液制备 玉米秸秆、大豆秸秆和水
稻秸秆取自安徽颍上迪沟生态公园附近的农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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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下烘干，用粉碎机粉碎，加蒸馏水（蒸馏水与
秸秆的质量比为 15∶1）煮沸摇匀，121 ℃灭菌 20
min 后备用。
1.2.2 Postgate C 培养基制备 KH2PO4 0.5 g·L-1，
NH4Cl 1.0 g·L-1，CaCl·6H2O 0.1 g·L-1，MgSO4·7H2O
2.0 g·L-1，Na2SO4 1.0 g·L-1，FeSO4·7H2O 0.1 g·L-1，
乳酸钠 3 ml·L-1，酵母膏 1.0 g·L-1，抗坏血酸 0.1
g·L-1，
并用 1 mol·L-1 的 HCl 及 NaOH 调至 pH=7.0。
1.2.3 培养方法 以乳酸钠为 C 源，将配好的培养
基灭菌后转入 250 mL 的厌氧瓶中，按 5 %的接种量
接种所筛选的硫酸盐还原菌群（以下简称 SRBs）
，
盖上橡胶塞，用封口膜封口摇匀，置于 35 ℃的恒
温培养箱中黑暗培养，直至培养基变黑且发出臭鸡
蛋味，说明此时已获得富集菌液。
1.3 试验设计
1.3.1 不同 C 源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在初始
pH=7，ρ(COD)/ρ(SO42-)=3，乳酸钠为 C 源，不添加
重金属条件下配置培养基，将培养基灭菌后转入
250 mL 的厌氧瓶中，按 5 %的接种量接种 SRBs，
盖上橡胶塞，用封口膜封口摇匀，置于 35 ℃的恒
温培养箱中黑暗培养，连续 8 d 用注射器从厌氧瓶
中取出菌液测定 pH 及 SO42-浓度。相同条件下设置
3 个平行，pH 及 SO42-浓度取平均值（以下试验均
设 3 个平行且取平均值）
。再分别以玉米秸秆浸提
液、大豆秸秆浸提液、水稻秸秆浸提液和甲酸替代
乳酸钠为 C 源配制培养基，C 源的投加量按化学需
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一致的原则
对乳酸钠进行换算，其他操作方法相同。
1.3.2 定期投加农作物秸秆浸提液对硫酸盐还原体
系的影响 在初始 pH=7，ρ(COD)/ρ(SO42-)=3，玉米
秸秆浸提液为 C 源，不添加重金属条件下配制 5 批
培养基，按 5 %的接种量接种 SRBs，盖上橡胶塞，
用封口膜封口摇匀，置于 35 ℃的恒温培养箱中黑暗
培养。以 pH 及 SO42-为指标，第 1 批在第 7 天测定；
第 2 批在第 7 天取出 5 mL 菌液再加入 5 mL 秸秆浸
提液，在第 14 天测定；第 3 批分别在第 7 天和第 14
天取出 5 mL 菌液再加入 5 mL 秸秆浸提液，在第 21
天测定；第 4 批分别在第 7 天、第 14 天和第 21 天
取出 5 mL 菌液再加入 5 mL 秸秆浸提液，在第 28 天
测定；第 5 批分别在第 7 天、第 14 天、第 21 天和
第 28 天取出 5 mL 菌液再加入 5 mL 秸秆浸提液，在
第 35 天测定。再分别以大豆秸秆浸提液和水稻秸秆
浸提液为 C 源配制培养基，其他操作方法相同。
1.3.3 ρ(COD)/ρ(SO42-)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在初始 pH=7，乳酸钠为 C 源，不添加重金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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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配置 6 份培养基，
将培养基中的 SO42-固定为 1 500
mg·L-1，调节培养基中的 C 源含量，使各 C 源体系
中 ρ(COD)/ρ(SO42-)分别为 0.5、1、1.5、2、2.5 和 3。
将配好的培养基灭菌后转入 250 mL 的厌氧瓶中，
按 5 %的接种量接种 SRBs，盖上橡胶塞，用封口膜
封口摇匀，置于 35℃的恒温培养箱中黑暗培养，连
续 8 d 用注射器从厌氧瓶中取出菌液测定 pH 及
SO42-浓度。再分别以 3 种秸秆浸提液为 C 源，其他
操作方法相同。
1.3.4 初始 pH 对硫 酸盐 还原体系 的影响 在
ρ(COD)/ρ(SO42-)=3，乳酸钠为 C 源，不添加重金属
条件下配置 6 份培养基，
调节培养基的 pH 分别为 7、
6.5、6、5.5、5 和 4.5。将不同 pH 的培养基灭菌后
依次转入 250 mL 的厌氧瓶中，按 5 %的接种量接种
SRBs，盖上橡胶塞，用封口膜封口摇匀，置于 35 ℃
的恒温培养箱中黑暗培养，连续 8 d 用注射器从厌
Table 1

含 Fe(Ⅲ)废水
含 Mn(Ⅱ)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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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瓶中取出菌液测定 pH 及 SO42-浓度。再分别以 3
种秸秆浸提液为 C 源，其他操作方法相同。
1.3.5 重金属浓度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首先
驯化 SRBs，用浓 H2SO4 降低培养基的 pH 转入厌氧
瓶中，按 5 %的接种量接种 SRBs，并置于 35 ℃的
恒温箱中黑暗培养。等厌氧瓶中的培养基颜色变黑
后，转入 pH 更低的培养基中。按这种方法依次将
SRBs 接种于 pH=6.5、6.0、5.5、5.0 和 4.5 的培养
基中，建立其耐酸性。然后配制 pH=4.5 的人工合
成酸性废水（表 1）
。
最后向不同浓度 3 种废水中加入乳酸钠，
按5 %
的接种量接种 SRBs，并置于 35 ℃的恒温箱中黑暗
培养，8 d 后用注射器从厌氧瓶中取出废水测定
SO42-及重金属浓度。再分别以 3 种农作物秸秆浸提
液为 C 源，其他操作方法相同。

制备方法
以 NaSO4 和 CuSO4 为硫酸盐源，加自来水配置成 SO42-含量约为 1 500 mg·L-1 的模拟废水。调节 CuSO4
添加量，使 Cu(Ⅱ)浓度分别为 0、20、40、60 和 80 mg·L-1。
以 NaSO4 和 Fe2(SO4)3 为硫酸盐源，加自来水配置成 SO42-含量约为 1500 mg·L-1 的模拟废水。调节
Fe2(SO4)3 添加量，使 Fe(Ⅲ)浓度分别为 0、20、40、60 和 80 mg·L-1。
以 NaSO4 和 MnSO4·H2O 为硫酸盐源，加自来水配置成 SO42-含量约为 1500 mg·L-1 的模拟废水。调节
MnSO4·H2O 添加量，使 Mn(Ⅱ)的浓度分别为 0、20、40、60 和 80 mg·L-1。

1.4 分析方法
SO42-浓度采用铬酸钡分光光度法测定，pH 采
用 PHS-3C pH 计测定，重金属采用 ICP-MS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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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工合成酸性废水制备
Preparation of synthetic acid wastewater

废水种类
含 Cu(Ⅱ)废水

大

结果与分析

2.1

硫酸盐还原菌群结构
高通量测序结果分析表明，混合菌中主要优势
菌 属 有 Cellulomonas （ 平 均 37.80 % ）、
Lachnoclostridium（平均 24.99 %）
、Desulfovibrio（平
均 8.59 % ）、 Sphingomonas （ 平 均 8.03 % ） 和

Figure 1

Clostridium（平均 7.79 %）
。
2.2 不同 C 源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
5 种 C 源体系 SO42-去除率及 pH 变化（图 1）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随着反应时间增加，各体系硫
酸盐去除率都呈上升趋势。其中，甲酸和乳酸钠体
系 SO42-去除率迅速升高，最后分别稳定在 80 %和
75 %左右；玉米秸秆、大豆秸秆和水稻秸秆体系
SO42-去除率缓慢升高，最后分别稳定在 61 %、62 %
和 57 %左右。甲酸体系 pH 逐渐升高，其他几种 C
源体系 pH 先有所降低后逐渐升高至稳定值。

图 1 不同 C 源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on sulfate redu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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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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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次投加 C 源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Effects of multiple carbon sources on sulfate reduction system

Figure 3

图 3 不同 C/S 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S on sulfate reduction system

2.3 定期投加 C 源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每隔 7 d 往各农作物秸秆浸提液体系中投加 C
源，分别在第 7 天、第 14 天、第 21 天、第 28 天和
第 35 天测定体系中 pH 和 SO42-含量，得出 SO42-去
除率及 pH 变化（图 2）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 C 源
2体系 SO4 去除率及 pH 随着投加次数的增加呈上升
趋势。在多次投加玉米秸秆浸提液、大豆秸秆浸提
液和水稻秸秆浸提液后去除率可分别达到 73.38 %、

75.91 %和 71.15 %，且多次投加 C 源后水质均呈中
性，pH 可分别达到 8.15、8.19 和 8.07。说明可通过
多次投加秸秆浸提液提升体系 SO42-去除率，3 种秸
秆浸提液均可作为 C 源供 SRBs 利用，其中大豆秸
秆浸提液对硫酸盐去除效果最好。
2.4 ρ(COD)/ρ(SO42-)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不同 ρ(COD)/ρ(SO42-)（以下简称 C/S）条件下，
3 种秸秆浸提液及乳酸钠体系 SO42-去除率及 pH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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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图 3）
。由图可以看出，在 C/S 为 1、1.5、2、
2.5 和 3 条件下，
各体系 pH 先有所下降后大幅上升，
而在 C/S=0.5 条件下 pH 未下降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各体系 SO42-去除率在 C/S=0.5 时均不到 10 %，在
C/S=1 时均先上升后大幅下降，在 C/S=1.5 和 2 时
均先上升后略微下降，在 C/S=2.5 和 3 时稳步上升
至稳定值。在 C/S=2.5 和 3 条件下，玉米秸秆体系
SO42-去除率分别为 65.18 %和 68.16 %，大豆秸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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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SO42-去除率分别 66.44%和 70.09%，水稻秸秆体
系 SO42-去除率分别为 60.35%和 62.55%，乳酸钠体
系 SO42- 去除率分别为 77.66%和 80.05%。说明
C/S=2.5 和 3 对各体系 SO42-去除率影响不大。整体
来看，SO42-去除率随着 C/S 增大而增大，说明 C/S
是硫酸盐还原重要的控制因素，充足的 COD（有机
底物）对体系 SO42-去除率有促进作用。

图 4 不同初始 pH 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initial pH on sulfate reduction system

Figure 5

图 5 不同浓度重金属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heavy metals on sulfate reduction system

2.5 初始 pH 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不同初始 pH 条件下，
各体系 SO42-去除率及 pH
变化（图 4）
。整体来看，初始 pH 从 7 降至 4.5，玉
米秸秆浸提液体系、大豆秸秆浸提液体系、水稻秸
秆浸提液体系和乳酸钠体系的 SO42-去除率分别从
61 %降至 11.65 %、63 %降至 15.13 %、58 %降至
9.16 %、75.01 %降至 19.85 %，pH 分别从 7.68 降至
5.18、7.75 降至 5.23、7.51 降至 5.11、8.08 降至 5.26。
说明 pH 越低越不利于 SRBs 还原硫酸盐。
分段来看，
2在初始 pH=7 至 5.5，SO4 去除率及 pH 缓慢降低，
在 pH=5.5 至 4.5，SO42-去除率及 pH 迅速降低。
2.6 重金属浓度对硫酸盐还原体系的影响
分别以 3 种秸秆浸提液及乳酸钠为 C 源，得到
。由
各体系 SO42-去除率随重金属浓度变化（图 5）
2图可知，随着 Cu(Ⅱ)浓度升高各体系 SO4 去除率缓
慢下降；随着 Fe(Ⅲ)浓度增加各体系 SO42-去除率迅

速下降，且在 80 mg·L-1 时 SO42-去除率接近 0；随
着 Mn(Ⅱ)浓度增加各体系 SO42-去除率基本保持稳
定，说明在较高浓度重金属条件下，各离子对硫酸
盐还原的抑制作用为 Fe(Ⅲ)>Cu(Ⅱ)>Mn(Ⅱ)。
在 Cu(Ⅱ)、Fe(Ⅲ)浓度˂40 mg·L-1 条件下，乳酸
钠体系 SO42-去除率高于各秸秆体系，在 Cu(Ⅱ)、
Fe(Ⅲ)浓度>40 mg·L-1 后，乳酸钠体系 SO42-去除率
逐渐低于各秸秆体系。说明在处理较高浓度重金属
废水时，农作物秸秆作 C 源对硫酸盐去除效果优于
乳酸钠。
分别以乳酸钠、大豆、玉米和水稻为 C 源，含
铜废水中 Cu2+去除率随初始 Cu2+浓度变化见表 2，
含铁废水中 Fe3+去除率随初始 Fe3+浓度变化见表 3，
含锰废水中 Mn2+去除率随初始 Mn2+浓度变化见表
4。由表可知，4 种 C 源条件下，含铜废水中 Cu2+
去除率、含铁废水中 Fe3+去除率、含锰废水中 M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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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率均随初始重金属浓度升高而降低。结合图 5，
说明初始重金属浓度升高，对体系 SO42-及重金属去
除均有抑制作用。
表 2 含铜废水中 Cu2+去除率
Table 2 Removal rate of Cu2+ from copper-containing wastewater
初始浓度/
(mg·L-1)
0
20
40
60
80

乳酸钠
0.00
99.30
53.38
37.78
16.69

去除率
大豆
0.00
99.15
63.13
42.42
21.69

/%
玉米
0.00
99.05
58.35
39.72
20.35

水稻
0.00
98.90
57.40
39.13
19.05

表 3 含铁废水中 Fe3+去除率
Table 3 Removal rate of Fe3+ from iron-containing wastewater
初始浓度/
（mg·L-1）
0
20
40
60
80

乳酸钠
0.00
88.9
55.68
21.42
0

去除率/%
大豆
玉米
0.00
0.00
86.85
85.15
55.13
55.2
26.45
24.68
0.1
0.11

水稻
0.00
84.95
55.23
24.94
0.06

表 4 含锰废水中 Mn2+去除率
Table 4 Removal rate of Mn2+ from manganese-containing
wastewater
初始浓度/
（mg·L-1）
0
20
40
60
80

3

乳酸钠
0.00
86.75
43.33
36.40
18.21

去除率/%
大豆
玉米
0.00
0.00
80.15
84.75
43.05
44.35
39.87
39.08
22.56
21.49

水稻
0.00
82.75
43.63
39.47
20.80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 SRBs 对甲酸和乳酸钠的利用比各
农作物秸秆更快且利用率更高，不同农作物秸秆对
SO42-去除率影响不大。这是因为 SRBs 可优先利用
甲酸和乳酸钠中小分子进行代谢增值，而各农作物
秸秆中的营养成分主要是纤维素、半纤维素及木质
素等[17]，需先被为水解成小分子物质再被利用。本
试验表明乳酸钠及 3 种秸秆浸提液体系 pH 先下降
后缓慢上升，与王婷等 [18]和王进等[19]的研究结果
一致。这是由于反应初期，SRBs 及产甲烷菌代谢
产生小分子有机酸及 H2S 使水体 pH 降低，并且纤
维素和半纤维素在厌氧条件下水解也会产生酸[20]，
随着反应的进行，SRBs 在异化硫酸盐的过程中不
断产生硫化物，通过形成金属硫化物沉淀增加碱度
使 pH 上升[21-22]。有研究表明，培养较长时间后体
系可供 SRBs 利用的有机质源或硫酸盐源会逐渐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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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23]，此时加入秸秆可提供 SRBs 所需营养物质继
续还原硫酸盐。综合考察硫酸盐去除效果和经济成
本，可通过不断投加农作物秸秆浸提液作为廉价 C
源高效还原硫酸盐。
这与 Roman 等[24]和 Pareek 等[25]
报道了纤维素可作为经济有效的缓释 C 源的观点一
致。
本研究表明 C/S=0.5 时，各体系硫酸盐去除率
均不到 10 %，pH 未有下降。与已有研究表明 SO42被完全还原所需的 C/S 最低为 0.67 相一致[26]。这是
由于 C 源不足（C/S˂0.67）时，SRBs 需同其他厌氧
微生物共同竞争营养源，此时体系没有足够的 COD
（有机底物）提供 SRBs 生长所必要的营养及电子
供体来生长代谢并还原硫酸盐，产甲烷菌也缺少有
机底物来代谢无法产生 H2S 降低体系 pH。随着 C/S
升高，硫酸盐去除率也升高，该结果与陈涛的结论
一致[27]。本试验 C/S 分别为 2.5 和 3 时，体系硫酸
盐去除率及 pH 相差不大且较稳定，因此实际利用
SRBs 去除硫酸盐应控制体系 C/S 在 2.5 至 3。
Papirio 等人探究了环境条件（如 pH、有机基
质、温度）对硫酸盐还原菌的影响并进行了详细的
综述，表明不同的硫酸盐还原菌生长最佳 pH 值在
5.5 到 9 之间[28]，与本研究结果相似。因为 pH 值对
微生物活动的影响主要是氢离子与细胞膜中的酶相
互作用，过酸的条件会破坏细菌结构，抑制细菌活
性，导致细菌代谢能力下降，且大部分微生物达到
了耐受的极限，不能够经受高浓度 H+冲击的硫酸盐
还原菌大量死亡，只有小部分微生物通过调节自身
机制适应酸性环境存活下来[29]。各体系 pH 最终值
随着 SO42-去除率的降低一同降低，这是由于硫酸盐
还原量降低使得溶液中可与金属结合生成金属硫化
物的 S2-减少，溶液的 pH 也随之降低。
废水中重金属去除主要依靠 SRBs 的异化作用
以及 SRBs 表面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
产生的吸附作用。异化作用是 SRBs
2将 SO4 还原为 S2-，S2-与重金属形成硫化物；EPS
对重金属的吸附机理较复杂，通常是几种机制共同
作用。EPS 表面的阴离子能吸附重金属，然而随着
重金属浓度升高，EPS 对重金属的吸附达到阈值，
对 SRBs 产生毒害作用，使 SRBs 含量降低进一步
影响异化作用，体系无法将 SO42-还原为 S2-，导致
SO42-及重金属去除率降低[30]。一般情况下，浓度较
高时 Cu(Ⅱ)毒性>Fe(Ⅲ)，与本试验研究结果相反。
可能是 SRBs 对 Fe(Ⅲ)生物利用度更高，EPS 对
Fe(Ⅲ)的吸附作用更强，从而 EPS 表面的 Fe(Ⅲ)含
量高于 Cu(Ⅱ)，导致毒性 Fe(Ⅲ)>Cu（Ⅱ）
，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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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Gopi 等研究结果相似[31]。
Hu 等研究发现 Cu(Ⅱ)浓度大于 20 mg·L-1 对
SRBs 有抑制作用[32] ，与本研究发现当 Cu(Ⅱ)>20
mg·L-1 后去除率逐渐降低的结果一致。这是由于浓度
较低时 Cu(Ⅱ)与 S2-结合生成沉淀降低了金属离子对
SRBs 的毒性，随着 SRBs 吸附 Cu(Ⅱ)饱和后，对
Cu(Ⅱ)的去除能力开始减弱，此时较高浓度的 Cu(Ⅱ)
对 SRBs 的毒性过高，抑制了硫酸盐还原[33]。本研究
表明在低浓度 Cu(Ⅱ)（˂20 mg·L-1）条件下，各秸秆
体系 SO42-去除率均在 50%左右，与张雅琳等利用甘
蔗渣发酵液为 C 源对 SO42-去除率可达 92 %相差很
大。这种差异可能是因初始 pH 不同导致，也可能是
由于张雅琳以甘蔗渣为 C 源，本试验是以秸秆为碳
源，SRBs 对不同有机底物的利用率不同[34]。本研究
中当 Fe(Ⅲ)浓度为 80 mg·L-1 时，各体系 SO42-及重金
属去除率基本为 0，此时培养基颜色始终不变黑，验
证了高浓度 Fe(Ⅲ)毒性过高导致 SRBs 死亡，进而影
响异化作用导致去除率降低。Mn(Ⅱ)浓度增加对
SO42-去除率影响不大，可能是由于 Mn(Ⅱ)是 SRBs
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少量的 Mn(Ⅱ)可被 SRBs 吸
收利用[35]。整体来看，较高浓度重金属条件下，各
秸秆体系硫酸盐去除效果好于乳酸钠体系。这是由
于农业废弃物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组
成，其中巯基、胺、酰胺和羟基等各种官能团对重
金属离子有很强的亲和力[36]，对高浓度重金属有一
定的缓冲作用，通过形成硫化物沉淀降低金属的毒
性，同时促进硫酸盐还原。另一方面乳酸钠是悬浮
生长体系的 C 源，而农作物秸秆为附着生长体系的
C 源，SRBs 可附着在秸秆颗粒上生长，形成复杂的
层结构，从而减弱金属离子的毒性[37]。
通过对 5 种 C 源体系 SO42-去除率比较可知，
SRBs 对小分子 C 源的利用效果更好，且 3 种秸秆
浸提液作 C 源 SO42-去除率均在 55 %以上，说明可
利用秸秆浸提液作为乳酸钠的替代 C 源。
大豆秸秆浸提液作 C 源对 SO42-去除效果最好，
且定期投加 C 源后 3 种秸秆浸提液体系硫酸盐去除
率均在 70 %以上，
其中在 C/S=2.5 和 3 条件下 SO42去除率相差不大，因而在处理酸性废水时可利用大
豆秸秆浸提液为 C 源，先用物理化学方法适当提高
废水的 pH，其次将 C/S 控制在 2.5 至 3，最后定期
投加 C 源来逐步提高体系硫酸盐去除率。
试验可知，处理较高浓度含 Cu（Ⅱ）废水、含
Fe（Ⅲ）废水时，3 种秸秆浸提液体系 SO42-去除率
均高于乳酸钠体系，因而在实际处理此类废水时可
用秸秆浸提液作 C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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