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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维持短程硝化稳定，保证亚硝酸盐高效积累，需要对污水处理系统亚硝酸盐氧化菌(NOB)的性质进行深入了

程

解。分别对 Nitrospira 以及 Nitrobacter 的动力学参数，以及在活性污泥系统、生物膜系统、颗粒污泥系统中 2 菌属特性进

行比较。经分析后认为，Nitrospira 相对于 Nitrobacter 比增长速率较低，对 O2，NO2-底物亲和性较好，适宜生长于低浓度

工

环境中，是 A2 /O、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中的主要 NOB 菌属；Nitrobacter 则适宜在高浓度环境中生长。在颗粒污泥
系统中，NOB 主要处于污泥内部，由于缺乏 O2，NO2- 更容易被淘汰出反应器。通过对比短程硝化主要控制参数，认为

境

NOB 的抑制策略包括：在活性污泥系统中维持合理的污泥龄(SRT)以及游离氨(FA)浓度；在生物膜系统中对溶解氧(DO)
以及水力停留时间(HRT)进行联合控制；在颗粒污泥系统中维持适量剩余 NH4+-N，并淘洗出掺杂其中的絮状污泥。此

外，利用“饱食饥饿”效应间歇曝气并维持较低的曝停比同样有利于阻止亚硝酸盐被 NOB 进一步氧化，保证短程硝化

环

稳定运行。

短程硝化；亚硝酸盐氧化菌(NOB)；Nitrobacter；Nitrospira；动力学参数；自养脱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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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相对于传统的硝化/反硝化工艺而言，全程自养脱氮(completely autotrophic nitrogen removal over ni⁃

trite, CANON)工艺为污水脱氮过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CANON 工艺几乎无需有机碳源、节省 57.5% 曝

程

气量的特点可以减少污水处理厂的药剂投加量以及能源消耗[1]，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市政污水 C/N 比通

工

常难以满足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4-2006)推荐值 4.0[2]的要求而导致需要投加外加碳源，CAN⁃

ON 工艺可以避免这一点，故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由于亚硝酸盐氧化菌(nitrite-oxidizing bacte⁃

境

ria, NOB)与氨氧化菌(ammonium-oxidizing bacteria, AOB)是共生关系，两者生长所需的环境条件较为相

报

似，当系统存在 AOB 时往往伴有 NOB 的生长。若 NOB 大量增殖，NO2- 被氧化为 NO3- ，将制约 CANON

环

效脱氮的基础和关键。

学

工艺的实际应用。因此，如何在保证 AOB 活性的同时对 NOB 的活性进行抑制，是 CANON 工艺能够高

程

很多研究者对短程硝化的实现条件进行了研究，但除了在中温条件下 SHARON(single reactor for

high ammonium removal over nitrite)工艺已投入实际工程应用之外，还没有其他具体应用的工程实例[3]，

工

部分有关 NOB 抑制策略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目前，SHARON 工艺经常与 ANAMMOX 工艺组合成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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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SHARON 工艺往往不具备中温条件，而导致短程硝

环

环

境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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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失效。而短程硝化这一基石若被忽视，厌氧氨氧化将无从谈起。因此，如何实现稳定的短程硝化仍

工

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以 NOB 为重点对其特性进行介绍，并探讨其抑制策略。

NOB 的微生物特性

NOB 主要包含硝化杆菌属 Nitrobacter、硝化螺菌属 Nitrospira、硝化球菌属 Nitrococcus 以及硝化刺菌

属 Nitrospina[4]。其中 Nitrobacter 和 Nitrospira 在污水处理系统中最为常见。两者能以氧为电子受体，将

NO2-氧化为 NO3-并获得能量。两菌属最适环境条件具有一定差异，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交替成为优势
菌种。

动力学参数直接反映了微生物增殖能力以及底物亲和能力，对于 Nitrobacter 和 Nitrospira 而言，分

别为 r 型和 K 型。以 r 型为增殖方式的 Nitrobacter 比增长速率 μ 以及半速率常数 Ks 均明显高于 K 型增殖方
式的 Nitrospira。

不同研究得出部分种属 NOB 的动力学参数

物的亲和性较差，该菌属在底物浓度较高的环境

μmax/ d-1
0.75[5]

Nitrospira
Nitrospira

Nitrospira 增殖速率明显较低，但其具有更好的底

Nitrospira

程

当中可以通过快速增长形成竞争优势。相应地，

0.22

工

Nitrobacter

充分利用仅存的底物，完成细胞生长以及细胞维

[8]

0.47[6]

0.26~0.45

[9]

0.33±0.14[11]

0.58±0.19[13]

1.40[14]

1.85[15]

0.43±0.08[7]

0.35~0.96[16]

K s, NO 2/ (mg·L-1)

0.90±0.07[7]

0.70±0.10[10]
0.52±0.14[11]
1.30±0.08[7]

1.50±0.09[10]
2.25±0.51[15]

境

Nitrobacter

K s, O 2/ ( mg·L-1)

0.69±0.10[11]
1.84[12]

Nitrobacter

物亲和性，当系统内营养物质较为匮乏时，可以
持过程。

Nitrospira 与 Nitrobacter 动力学参数

Kinetic parameters of Nitrospira and Nitrobacter

菌种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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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其中 Nitrobacter 增殖更加迅速，但对底

表1

Table 1

姚倩等[17]对污水厂好氧池污泥培养 120 d，维持混合液 NO2-浓度低于 2 mg · L-1，同时将溶解氧(dis⁃

solved oxygen, DO)值控制在 3~4 mg · L-1 时，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分析显

环

示，Nitrospira 占活性污泥微生物总量的 75%，Nitrobacter 仅占微生物总量的 0.1%。FUJITANI 等[8]控制连

续流反应器 NO2- 浓度低于 10 mg · L-1，在总计 359 d 培养时间中，Nitrospira 在全部微生物中最高占

学
报

88.3%。KIM 等[18]在维持 NO2-负荷为 0.29 kg · (m3 · d)-1 时，Nitrospira 占微生物总数的 59%，Nitrobacter 仅

占 5%；而在 NO2-负荷为 1.0 kg · (m3 · d)-1 时，则以 Nitrobacter 为优势菌种，占 64%，Nitrospira 仅占 3%。
NOGUEIRA 等[19]将 NO2-浓度短时间内由 10 mg · L-1 提高至 80 mg · L-1，原先占据优势的 Nitrospira 逐渐被

性，当 NO2-浓度较低时，Nitrospira 为主要 NOB 菌属。

程

Nitrobacter 取代，且该变化不可恢复。上述实验结论表明，环境条件对于 2 种 NOB 菌属具有一定的选择

工

针对 2 种 NOB 菌属在增殖性能以及底物亲和性能的差异性方面，有研究指出：Nitrobacter 处于底物

境

匮乏环境时会形成聚集体以减少合成以及分解代谢过程的能量损失，传质能力随着聚集体的形成相应

报

降低，微生物生命活动以细胞维持为主；而 Nitrospira 则是在浓度高峰期时形成聚集体，在低底物环境
时生命活动更加旺盛[19]。USHIKI 等[20]针对 NOB 的基因组进行分析，Nitrospira 含有编码细胞色素氧化酶

环

学

bd 基因，Nitrobacter 则包含编码细胞色素氧化酶 c 基因，其中氧化酶 bd 在氧浓度低时会被激活，使细菌

程

在限氧环境下得以完成细胞生长过程。据此认为，电子传递链末端氧化酶的差异是 2 种 NOB 存在氧亲
和力差异的主要原因。

工

不同的动力学参数导致 2 种 NOB 倾向于不同的生长环境。在天然水体当中，Nitrobacter 在土壤或水

境

体沉积物当中的丰度为 Nitrospira 的 200~500 倍，而 Nitrospira 多存在于径流当中[21]。针对市政污水厂而
言，污水几乎不含 NO2- 底物，在常规硝化反硝化工艺当中，NO2- 于好氧池内生成之后立刻被转化为

NO3-，因此，NO2-浓度常年维持在极为有限的水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Nitrospira 适合生长在天

然水体、污水厂主流系统等低浓度底物环境中。

环

环

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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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系统中的 NOB 特性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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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活性污泥系统 NOB 特性

物间循环流动的过程中所处环境条件各异，其环境适应性的优劣是决定其能否成为优势菌种的重要

原因。

部分 NOB 具有代谢有机物的能力，Nitrospira 无论处于好氧还是厌氧环境都能利用甲酸盐生存，其

细胞生长过程与 NO2-氧化过程相互独立，不会因 NO2-浓度过低而受到限制，在 O2、NO2-浓度受限环境

下具有更好的适应性[22]。HUANG 等[23]对好氧池污泥进行长时间观察后得知，在好氧池内，当 NO2-在 0~

4 mg · L-1 之间波动时，Nitrospira 丰度没有明显变化，而 Nitrobacter 的丰度呈上升趋势，同样说明 Nitro⁃

spira 增殖过程与 NO2-浓度没有直接联系，在 NO2-浓度受限条件下可保持稳定的增殖能力。

KOCH 等[22]通过实验发现，Nitrospira 中的一种 N. moscoviensis 可将污水中的尿素水解为 NH4+和 CO2，

学
报

反应过程如式(1)所示：

(1)

CO( NH 2 ) 2 + H 2 O + 2H+ → CO 2 + 2NH +4

AOB 利用尿素分解产物 NH4+进而为 Nitrospira 提供底物 NO2-，即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互利共生的交哺

关系。这种间接利用尿素作为能量来源的能力使 Nitrospira 在与其他同样以 NO2-为底物的微生物，如其

程

他种属 NOB、反硝化菌以及厌氧氨氧化菌对 NO2- 底物的争夺当中具有竞争优势。相对于异养菌而言，

工

NOB 生长更为缓慢，在市政污水源源不断进入处理设施的同时也伴有 NOB 的流入，这种接种与补充过

程是污水厂 NOB 的重要来源。于莉芳等[24]通过测定 NO2-氧化速率对西安市第二、第三污水厂 NOB 群落

境

与市政污水所含 NOB 的关系进行估算，两水厂中 NOB 的连续接种强度分别为 0.24、0.11 g · (g · d)-1，

并认为污水输送过程中存在有跌水或明渠等情况，一定程度上为 NOB 在管网中增殖创造有利条件。生

环

活污水中有 70% 的氮元素来自于尿液，新鲜尿液绝大部分的氮元素以尿素形式存在[25]，在 Nitrospira 的

代谢作用下可被转化为 NH4+ 。排水管网同样含有 AOB，接种强度约为 0.08 g · (g · d)-1[26]。在污水逐渐
流向水厂的过程中，Nitrospira 将污水中的尿素水解为 NH4+ ，供给 AOB 利用。污水流入至水厂后经过

学
报

4.5 h 左右的好氧运行，Nitrospira 氧气利用速率增至最高水平，NO2- 氧化能力得以完全恢复[27]。市政管
网具有一定的尿素浓度，而 Nitrospira 具有尿素代谢能力，将在管网系统中大量增殖，Nitrospira 得以成

程

为污水厂中 NO2- 氧化过程的主要承担者。因此，除了 Nitrospira 最适环境与污水厂运行工况相贴合之

外，还与管网的选择作用密不可分。

工

曾薇等[28]在采用 A2/O 工艺的市政污水处理系统当中发现，Nitrospira 的丰度高于 Nitrobacter 一个数量

级，且同样高于 AOB 或其他种属 NOB。此外，由于温度的变化直接导致水中氧含量变化。在夏季，

境

DO 含量在全年当中平均较低，此时会出现 Nitrobacter 丰度为 0 的状况。在冬季，由于 DO 含量相对回

报

升，会引起 Nitrobacter 逐渐增殖，在全部 NOB 当中可占 4.3%。此外，当 DO 变化时，Nitrospira 的群落

环

结构仍可保持稳定，而 Nitrobacter 群落结构随着 DO 降低发生明显变化[29]。可见，在 DO 不断变动的 A2/
生物膜系统 NOB 特性

程

2.2

学

O 工艺中，Nitrospira 菌属在数量上具有优势，同时其群落结构更为稳定。

生物膜系统当中，存在载体支撑微生物的生长是其相对于活性污泥系统的显著区别。ABZAZOU

等 对短程硝化 MBBR 微生物数量进行研究，DAPI 染色显示生物膜中 AOB 丰度为 4.16×108 cells · mL-1，

工

[30]

境

高于混合液 2 个数量级。而 NOB 不论是处于生物膜或是混合液中，其丰度均较为相近，如 Nitrospira 在
生物膜中丰度为 2.70×107 cells · mL-1，仅为混合液中丰度的 2 倍。不难看出，AOB 更倾向于生长在有载
体的环境中，而 NOB 则随着出水具有不断流失的可能性。

环

环

境

活性污泥系统在污水处理中十分常见，主要通过污泥回流维持系统生物量稳定。微生物在各构筑

LEENEN 等[31]分别对低温时 Nitrobacter 悬浮和附着生长状态下的 NO2-消耗速率进行测定，当温度为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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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时，附着态 Nitrobacter 的 NO2- 消耗速率为 30 ℃时的 70%，而悬浮生长状态下仅为 30 ℃时的 15%。

PERSSON 等[32]针对不同温度下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生物膜反应器进行研究，当 MBBR 的 NO2-平均浓度

0.42，且 Nitrobacter 的 16S rRNA 拷贝数均高于 Nitrospira。因此，在附着状态下，Nitrobacter 对低温环境

具有一定耐受能力，加大了低温环境实现短程硝化的难度。
2.3

颗粒污泥系统 NOB 特性
颗粒污泥作为一种无须载体支撑的颗粒状微生物聚集体，与传统生物膜相比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

的性质。当细菌以颗粒污泥的形式存在于污水处理系统中时，由于不同种细菌之间生长能力的差异，
不同细菌处在颗粒污泥中的不同位置，可以观察到污泥中细菌的分层现象。

POOT 等[33] 对不同运行工况下的短程硝化反硝化工艺颗粒污泥进行原位荧光杂交分析。其结果显

示，不论出水 NO3-浓度为 5 mg · L-1 或是 25 mg · L-1，AOB 均处于污泥表层，在紧贴 AOB 层的里侧是多

数 NOB 的所在位置；另有少数 NOB 与 AOB 相互混杂，结构较为松散的 ANAMMOX 细菌位于污泥深层。

学
报

FANG 等[34]针对硝化颗粒污泥进行 FISH 分析后得出相似结论，并发现 AOB 占硝化菌群 75%~85%。很多
研究均表明，NOB 即使活性受到抑制时依旧有能力在污水处理系统当中保持丰度稳定，ISANTA 等[35]联

合使用 FISH 以及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技术分析指出，在 CANON 工艺的温度由 20 ℃降低至 12.5 ℃的过

程

程中，NOB 在 AOB、NOB 以及 ANAMMOX 细菌的总体中，稳定占 18%，且全部为 Nitrobacter，无 Nitro⁃

spira 检出。且当温度为 12.5 ℃时，需要 180 d 才可将 NOB 的占比淘洗至 1%。由于 AOB 的比增长速率大

工

于 NOB，同时具有更好的氧亲和性，其占据颗粒污泥表面抢先利用水中的溶解氧，更高的比增长速率

境

使 AOB 占据更大的比表面积从而形成一层结构密实的外壳包裹住 NOB。颗粒内部受传质阻力的影响形

成氧浓度梯度，位于颗粒较深层的 NOB 由于氧浓度有限从而活性受到抑制，同时由于 AOB 的保护作用
减少了 NOB 受到水流剪切应力而被冲刷至系统外的机会。

环

对于颗粒污泥反应器而言，不同污泥粒径对 NOB 的抑制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研究指出，颗粒污

泥粒径低于 50 μm 时亚硝酸化率约为 75%，而当粒径超过 100 μm 时该值可增至 90%[36]。根据斯托克斯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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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当颗粒密度不变时颗粒沉淀速度与粒径平方呈正比。因此，可通过设定一合理的沉淀时间仅针

对大颗粒进行截留，将含有高活性 NOB 的小颗粒淘洗至处理系统外，以阻止 NO2- 被进一步氧化。因
此，颗粒污泥之所以具有较为理想的短程硝化效果，原因之一是 AOB 居于外层，NOB 居于内层的结构

程

形式能够限制 NOB 的生长；同时对于一体化的颗粒污泥而言，大量的 ANAMMOX 菌导致 AOB 产生的

工

NO2-及时被 ANAMMOX 菌消耗，NOB 既缺乏生长基质 NO2-，也缺乏电子受体 O2，导致最终被淘汰出反

3

抑制策略研究现状

境

应器。此外，通过对粒径等因素的人为控制也起到一定辅助作用。

报

大量研究人员针对 NOB 与 AOB 的环境适应性差异，通过调节系统运行参数，如维持适量游离氨

环

(free ammonia, FA)或游离亚硝酸(free nitrous acid, FNA)浓度；或维持较低的污泥停留时间(sludge reten⁃

学

tion time, SRT)；或对 DO 浓度加以限制；或采用间歇曝气的方法均获得了一定的 NOB 抑制效果，典型

程

研究结果见表 2。

对于活性污泥系统，由于微生物均混杂于泥水混合液中，可通过主动排泥的方式制定合理的 SRT，

工

从而将 NOB 从处理系统中移除。水力旋流器为一种微生物分离设备，由于 AOB 与 ANAMMOX 菌形成的

境

颗粒相对较大，而 NOB 颗粒较小，经离心后将与 AOB 以及 ANAMMOX 菌，这一技术解决了抑制 NOB
需要短 SRT，而有效持留 ANAMMOX 菌需要长 SRT 之间的矛盾。WETT 等[47]研究发现，应用水力旋流器

前后，DEMON(deammonnification)工艺中 AOB 的 SRT 由 28 d 缩短至 9 d，ANAMMOX 菌的 SRT 则由 28 d

环

环

境

工

低于 20 mg · L-1 且温度为 19 ℃时，NO3-产量与总氮去除量之比为 0.14，而在温度为 10 ℃时，该比值为

延长至 53 d。此外，维持一定的 FA 浓度同样有利于抑制 NOB 的活性。孟婷等[48]对污水厂活性污泥进行

报

程
工

表2
Table 2

游离亚硝酸/( mg·L )

NOB 在不同环境下的主要抑制参数

Major inhibition parameters of NOB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游离氨/( mg·L-1) [20,39-40]

-1 [7,37-38]

环境 2

0.08

0.02

污泥龄/d

环境 1

[41-43]

环境 2

3

4.2

环境 1

环境 3

0.7

溶解氧/( mg·L )

环境 1

环境 3
10~20

6.0

-1 [44-46]

环境 21)
0.3~0.5

3.0

注：1) 为间歇曝气工况，t（曝气）∶t（停曝）=10 min∶10 min。

环境 3

环境 2

0.85

0.03

环境 41)

环境 31)
1.8

0.3

接种，将 FA 浓度由 0.3~3.0 mg · L-1 提高至 9.4~14.6 mg · L-1 后，NO2--N 积累率由 11% 提升至 90%。AL⁃

MEIDA 等[49] 将同步短程硝化-反硝化及厌氧氨氧化工艺中 FA 浓度由 3.0 mg · L-1 提高至 9.0 mg · L-1，
NO3--N 产量与 NH4+-N 去除量之比由 0.459 降至 0.328，NO3- 产量相对降低说明 NOB 的活性受到抑制。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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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对 NOB 部分基因的表达起到调节作用，与 C、N 同化过程相关的基因所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当 FA

浓度处于 14.8 mg · L-1 时，代谢 NO2-、分解糖原基因的表达过程受到抑制，表观上体现为微生物 NO2-代
谢速率以及运动性下降，活性降低[50]。

生物膜系统相对于活性污泥系统而言，由于 SRT 理论值为无限长，因此，可行的抑制手段更为有

程

限。相较于 NOB 而言，AOB 对 O2 的亲和性能更强，可通过对 DO 进行限制减少 NOB 利用 O2 的可能性，以

工

抑制其对 NO2--N 进一步氧化的过程。王会芳等[51]以陶粒作为填料，维持 DO 浓度处于 1.20~1.75 mg · L-1，
当水力停留时间(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HRT)由 9 h 降至 7 h 时，生物膜 CANON 反应器总氮去除率由

境

79.16% 降至 71.68%；而当 DO 超过 1.75 mg · L-1 时，短程硝化遭到破坏。也有研究指出，当曝气量超过

35.8 m3 · (m3∙h)-1 时，以海绵为载体的 CANON 工艺，TN 去除率稳定在 79.4% 不再增加；以改性聚乙烯为

环

填料时，当曝气量高于 6.3 m3 · (m3 ∙h)-1 时，TN 去除率由 77.6% 剧烈下降至 11.1%[52]。附着在不同类型的

填料的生物膜对 O2 的传递性能各异，HRT 或 DO 应控制在合适范围内，以强化生物膜污泥持留性能，改
善脱氮效果。

学
报

对于颗粒污泥系统，不同类型微生物生长在颗粒的不同位置。由于 NOB 处于颗粒内层，维持出水

仍保持一定的 NH4+-N 浓度，可降低颗粒中 O2 的渗透深度，可减少其利用 O2 的机会以限制其活性。如

PÉREZ 等[53]维持颗粒污泥系统 DO 恒定为 1.0 mg · L-1，将出水 NH4+-N 浓度由 3 mg · L-1 增至 12 mg · L-1，

程

观察到出水 NO3- 由 30 mg · L-1 降至低于 10 mg · L-1。POOT 等[33] 维持 DO 为 4 mg · L-1，出水 NH4+-N 浓度

工

在 2~5 mg · L-1 之间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此外，针对性地将絮状污泥淘洗出颗粒污泥系统同样有利于

减少系统中 NOB 的数量。孙延芳等[54]研究了同时包含颗粒及絮状污泥的 CANON 工艺，在不同 SRT 下微

境

生物的群落结构，定量 PCR 结果表明：相比于维持絮状污泥 SRT 为 30 d，在不排出絮状污泥时虽然

报

ANAMMOX 菌丰度增加了 1.5 倍，但 NOB 丰度相比增加了 47 倍。因此，对于絮状污泥与颗粒污泥混合

环

的系统而言，针对絮状污泥设定合理的 SRT 有利于短程硝化的稳定。

学

在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系统当中，Nitrospira 在全体 NOB 中占据主要地位[55]，比增长速率为 0.22~

程

0.79 d-1[5,8,11]。相对地，AOB 比增长速率为 1.30~1.45 d-1[13,43]。当系统 SRT 较低时，NOB 增殖的数量无法
弥补排泥所造成的损失量，久之将从系统中被淘汰；AOB 得益于较高的比增长速率仍可为系统所持

工

留，进而实现 NO2- 积累。WU 等[43] 针对不同 SRT 下 AOB 选择器内硝化细菌构成情况进行模拟。其结果

境

显示，无论 NH4+ 浓度在 1~15 mg∙L-1 内取何值，随着 SRT 高于 6 d，NOB 均可大量增殖，在硝化细菌中
最高占 30%。由此不难看出，较低的 SRT 是短程硝化稳定发生的必要条件。不论是单纯以 NO2-积累为

目标的短程硝化工艺或是一体式脱氮的 CANON 工艺，均应对 SRT 合理控制，为强化 CANON 工艺

环

境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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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MMOX 细菌持留性能而对 SRT 过量延长将导致 NOB 丰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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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除采用常规限氧曝气方式外，以瞬时增加水中含氧量的方式进行间歇曝气同样具有稳定的 NOB 抑

制效果。在停止曝气的过程中，AOB 以及 NOB 均受到氧浓度的限制，而当曝气恢复时，仅 AOB 具有氧

的“饱食饥饿”特性使 NH4+ 氧化速率高于 NO2- 氧化速率，形成 NO2- 积累[56]。付昆明等[57] 采用间歇曝气

策略对流量为 22.0 L · d-1 连续流生物膜反应器的短程硝化过程进行恢复，控制曝气量为 1.0 L · min-1，

连续进气 14 h，停曝时间 10 h，经过 3 d，出水 NO2-积累率由 0% 增至 24.5%，恢复为连续曝气后，NO2-

积累率不稳定，并在随后接近为 0%。此外，曝停时间比作为间歇曝气的重要控制参数，同样影响到短
程硝化效果。实验表明，曝停比在 1∶1 时，经过 22 d 可将 NO2-积累率由 18% 稳定至 90% 以上；而曝停

比为 3∶1 及 3∶2 时，分别耗时 29 d 和 23 d 才实现上述效果。同时，曝停比在 3∶2 和 3∶3 时，可以在

初始 DO 浓度为 4.0~4.5 mg∙L-1 条件下维持短程硝化的稳定性，即缩小曝停比有利于抑制 NOB 的活性[57]。

间歇曝气已投入到污水厂实际运行之中，如 DEMON 工艺，就是在 SBR 中利用短程硝化与厌氧氨氧化

过程对碱度的生成与消耗，通过 pH 信号控制曝气的开启与关闭过程。当混合液 pH 升至约 7.03 时，开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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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曝气并维持 DO 在 0.4 mg · L-1，此时主要进行短程硝化反应同时消耗碱度；当 pH 降低 0.04 后关闭曝

气，主要进行 ANAMMOX 反应同时使混合液碱度升高[58]。该运行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保证所产生的 NO2尽可能用于 NH4+氧化过程，并在奥地利 Strass 水厂投入应用。

结论

程

4

工

1) NOB 的 2 类主要菌群为 Nitrospira 和 Nitrobacter，其中 Nitrospira 增殖方式为 K 式，其比增长速率较

境

低，同时对 O2，NO2-亲和性较高，适于生长在低底物浓度环境。而 Nitrobacter 增殖方式为 r 式，对底物
亲和性较差，比增长速率相对较高，适于在沉积物或高浓度环境下生存。

2) Nitrospira 是市政污水处理系统中的主要 NOB 菌属，可通过水解尿素的能力与 AOB 形成交哺关

环

系，同时具有利用甲酸盐代谢的能力。在生物膜系统中，NOB 多处于混合液当中，相比于附着在填料

上生长的 AOB 而言更容易随水流流出。在颗粒污泥系统中，NOB 居于 AOB 的内层，由于传质阻力作用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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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O2 无法全部进入生物膜内层，同时由于大量 ANAMMOX 细菌存在，使 NO2-及时被 ANAMMOX 细菌

消耗，NOB 在颗粒污泥中可利用的底物较为有限。

3) NOB 抑制策略包括：通过 SRT 对 NOB 进行筛分；维持合理的 FA 以及 DO 浓度；维持出水一定的

程

NH4 -N 浓度；适当排出颗粒污泥系统中的絮状污泥；采用间歇曝气并维持较低的曝停比。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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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nitritation, en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nitrite accumulation,

it’s essential to have insight into the properties of ordinary nitrite oxidizing bacteria (NOB) species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The kinetic parameters of Nitrospira and Nitrobacte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enus

bacteria in the activated sludge system, biofilm system, and granular sludge system were compared. Nitrospira

had a lower specific growth rate and a better affinity for O 2 and NO2- substrates than Nitrobacter. The former

学
报

bacteria were suitable for growth in low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s,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the main NOB genus

in A2 /O and nitritation-anammox process, while the latter ones were suitable for growth in high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s. In granular sludge system, NOB mainly existed in the interior of the sludge, and were easy to be

eliminated from the reactor due to the lack of O 2, NO2- substrates. Through comparing the main control

程

parameters for nitritation, the NOB inhibition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as: maintaining a reasonable sludge

工

retention time (SRT) and free ammonia (FA) concentration in activated sludge system, adjusting dissolved
oxygen (DO) and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HRT) systematically in biofilm system, sustaining an appropriate

境

amount of residual NH4+- N, and washing out the flocculation from granular sludge. Furthermore, using intermittent

aeration based on“cyclic feeding”and maintaining lower ratio of aeration and anaerobic time were propitious to

环

prevent further oxidation of nitrite by NOB, trigger the stability of nitr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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