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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厌氧氨氧化（Anammox）工艺处理不同浓度废水时的脱氮性能、微生物群落与污泥特性的变化，构建了升流式污泥床反应器
（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UASB），研究不同进水浓度下氮素的转化与去除效率，并结合微生物分析手段探究各阶段微生物的群落演替与

污泥特性变化 . 结果表明，当处理高浓度进水时，氨氮和总氮去除率分别为 99.33% 和 92.96%；当切换为低浓度进水时，氨氮去除率为 91.99%，
总氮去除率降低至 74.09%，硝酸盐产生比例升高 . 扫描电镜结果发现，活性污泥由以短杆菌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球菌为主的聚集体，随着水力负
荷增大，污泥聚集、颗粒增大，溶解性 EPS 降低，污泥疏水性增强 . 微生物群落结构分析结果表明，Proteobacteria 在反应器内大量存在，丰度达到

了 29.68%，反应器内存在 Candidatus Brocadia 和 Candidatus Jettenia 两种厌氧氨氧化菌 . 在高浓度进水阶段，Candidatus Jettenia 的丰度较高

（1.24%）；当进水换为低浓度时，Candidatus Brocadia 的丰度达到了 1.23%，替代 Candidatus Jettenia 成为优势菌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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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 （UASB） was established to study nitrogen removal performance，microbial community and sludge
characteristics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anammox under different influent concentration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moval rates of ammonia nitrogen

and total nitrogen were 99.33% and 92.96%，respectively，for high-strength wastewater. When influent N-concentration was low，the removal rates of
ammonia nitrogen and total nitrogen were 91.99% and 74.09%，respectivel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ludge in the
reactor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dominant short rod-shaped microorganisms to spherical-shaped ones. Results of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alysis showed that Proteobacteria was abundant at the population of 29.68%. Two kinds of anammox bacteria，Candida Brocadia and Candida
Jettenia，were found in the reactor. under high N-concentration condition，the abundance of Candida Jettenia was at 1.24%. while the abundance of
Candida Brocadia reached at 1.23%，which replaced Candida Jettenia as the dominant genus，for low strength wastewater.

Keywords：anammox；influent concentration；nitrogen removal performance；microbial characteristics；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1

引言（Introduction）
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7 年全国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为 2607.78 万 t，其中，化学需氧量

（COD）排放量为 2143.98 万 t，氨氮排放量为 96.34 万 t，总氮排放量为 304.14 万 t. 水污染物中的氨氮和总氮
排放到河流和湖泊中，导致有害藻类过度生长繁殖，对我国水生生态系统造成了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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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健康（Liu et al.，2020；Weralupitiya et al.，2021）. 污水中氨氮、总氮的去除主要依赖于生物脱氨工艺，
传统的生物脱氮技术利用硝化和反硝化作用，通常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和有机物，导致污水处理厂能耗高、
运行成本高（Zhang et al.，2018），因此，高效低耗的生物脱氮工艺成为国内外研究与应用热点 .

厌氧氨氧化（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Anammox）工艺是目前最具应用前景的一种高效低耗新型

生物脱氮技术，相较于传统的硝化-反硝化脱氮技术，其完全不需要外加有机碳源，可节省约 60.0% 的曝气

量，且减少约 90.0% 的剩余污泥（Mulder，2003；夏沈阳，2016）. 近年来，Anammox 工艺已在污泥厌氧消化液、
畜禽养殖废水、垃圾渗滤液等高氨氮废水处理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研究与工程应用 . 世界上第一座分体式
Anammox 工艺在处理污泥厌氧消化液时，氨氮和总氮的去除率分别为 95.0% 和 85.0%，同时每年可以节省
250 t 甲醇和 27.5 万 kW·h 电能，还可以减少 40 t 剩余污泥（以干重计），合计可以节省 12.5 万欧元·a-1，减少
500 t·a-1 的 CO2 排放（王元月等，2013）.Chen 等（2021）利用厌氧氨氧化耦合反硝化（Coupling anammox with

denitrification）生物脱氮工艺处理畜禽养殖废水时，总氮去除率达到了 90.2%，处理能耗从 1.93 kW·h·m-3 降

低到 0.90 kW·h·m-3，实现了高效、低耗处理 .Zhang 等（2020）采用硝化-厌氧氨氧化工艺在中试规模处理热水
解污泥厌氧消化液，负荷达到了 0.51 kg·m-3·d-1，总氮去除率为 94.70%.

近年来，采用 Anammox 工艺处理低浓度生活污水已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如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部

分反硝化-厌氧氨氧化等工艺（Li et al.，2017）.Deng 等（2020）采用两段部分亚硝化同步厌氧氨氧化-反硝化

（Partial nitrification-simultaneous anammox and denitrification，PN-SAD）工艺处理低浓度生活污水时，总氮去除

率达到了 97.1%. 然而，由于 Anammox 菌生长相对缓慢，倍增时间长达 11 d，导致 Anammox 工艺启动时间较长

（Strous et al.，1998a），同时，厌氧氨氧化工艺处理低浓度生活污水时受诸多因素影响，原位启动厌氧氨氧化
工艺难度较大 . 外源接种厌氧氨氧化污泥是实现主流 Anammox 快速启动的有效措施，目前 Anammox 接种

污泥大多来自高氨氮污水处理工程，运行过程中需探讨不同底物浓度对 Anammox 脱氮、微生物特性的影响 .
因此，本研究先后开展高、低浓度污水的 Anammox 脱氮试验，探讨从高浓度向低浓度转换过程中脱氮性能与
微生物特性的变化，以期为 Anammox 在不同浓度污水处理的应用提供支持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为升流式污泥床反应器（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UASB）
（陈彦霖等，2018），具体如图 1 所

示 . 反应器由有机玻璃制成，有效容积为 5 L（高 106
cm、直径 7.82 cm），外部包裹一层保温布，起到保温和

避光的作用，顶端配有三相分离器，反应器内的温度
由恒温水浴循环系统维持在（35±2）℃. 采用蠕动泵

（LabV3，申辰）控制连续进水、回流和出水 . 反应器内

上升流速为 0.182~1.82 m·h-1，由 Anammox 反应产生的
氮气从反应器顶部的三相分离器逸出 .
2.2

接种污泥与驯化

UASB 内 的 接 种 污 泥 来 自 于 课 题 组 富 集 培 养 的

Anammox 活 性 污 泥（2 L），原 处 理 高 氨 氮（200~380
mg·L-1）污 水 ，Anammox 活 性 为 0.12 g·g-1·d-1，接 种 到

反应器后的 MLSS 为 4.06 g·L-1. 经过 18 d 驯化后，总氮
去除率达到 90.2%，实现了反应器的稳定启动 .

图1

UASB 反应器示意图（1. 出水箱；2.UASB ；3. 蠕动泵；4. 进
水箱）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UASB reactor

试验采用模拟废水，进水主要配有 NH4+-N 和 NO2--N，采用浓度比为 1∶1 的比例，分别由 NH4Cl 和 NaNO2

供给，浓度按需配制；其它组分如下：NaHCO3 753 mg·L-1、KH2PO4 25 mg·L-1、MgSO4·7H2O 260 mg·L-1、CaCl2

120 mg·L-1；另外还配有反应所需的一些微量元素，其中，微量元素液Ⅰ由 EDTA、FeSO4 配制，浓度均为 5 g·L-1，
微 量 元 素 液 Ⅱ由 EDTA、H3BO4、Mn Cl2·4H2O、CuSO4·5H2O、ZnSO4·7H2O、NiCl2·6H2O、NaSeO3、NaMoO4·2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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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浓度分别为 15、0.014、0.99、0.25、0.43、0.19、0.105、0.22 g·L-1.
2.3

试验设计

为了研究不同进水浓度对 Anammox 脱氮性能的影响及微生物菌群结构的变化，本试验在稳定启动后

主要分为两个运行阶段，第Ⅰ阶段（第 1~23 d）为高浓度进水阶段，第Ⅱ阶段（第 24~89 d）为低浓度进水阶段 .

高、低浓度污水的划分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王元月等，2013；Li et al.，2017；张文龙等，2019；姜黎安等，
2020；Han et al.，2020）. 不同阶段的主要运行参数如表 1 所示 .
2.4

计算公式

污染物去除率（η）、氨氮和总氮等污染物的容

积 负 荷（PLR，kg·m-3·d-1）、NO2--N 消 耗 量 和 NH4+-N
消耗量之比（Rs：∆NO2--N/∆NH4+-N）、NO3--N 生成量与

NH4 -N 消耗量之比（Rp：∆NO3 -N/∆NH4 -N）相关的计
+

-

+

算公式分别见式（1）~（4）.

η=

Rp =

表1

不同阶段的主要运行参数

Main operational parameters of the two stages

阶段

时间/d

HRT/d

第Ⅰ阶段

1~23

2.00

第Ⅱ阶段

24~89

0.33、0.25、0.20

进水 NH4+-

进水 NO2-N/

200.00±6.54

200.00±5.21

N/（mg·L ）
-1

47.36±16.58

C inf - C eff
× 100%
C inf

PLR =
Rs =

Table 1

C inf × Q
24
×
VW
1000

[ NO -2 - N ]inf - [ NO -2 - N ]eff
[ NH +4 - N ]inf - [ NH +4 - N ]eff

[ NO -3 - N ]eff - [ NO -3 - N ]inf
[ NH +4 - N ]inf - [ NH +4 - N ]eff

（mg·L-1）

47.98±4.36

（1）
（2）
（3）
（4）

式中，Cinf 为污染物进水浓度（mg·L-1），Ceff 为污染物出水浓度（mg·L-1），Q 为反应器进水流量（L·h-1），Vw 为反应

器有效容积（L），
［NO2--N］inf 为反应器进水亚硝酸盐浓度（mg·L-1），
［NO2--N］eff 为反应器出水亚硝酸盐浓度

（mg·L-1），
［NO3--N］inf 为 反 应 器 进 水 硝 酸 盐 浓 度（mg·L-1），
［NO3--N］eff 为 反 应 器 出 水 硝 酸 盐 浓 度（mg·L-1），
［NH4+-N］inf 为反应器进水氨氮浓度（mg·L-1），
［NH4+-N］eff 为反应器出水氨氮浓度（mg·L-1）.
2.5

水质指标分析方法

根据《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测定主要的水质指标，NH4+-N 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

NO3--N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NO2--N 采用 N-（1-萘基）-乙二胺光度法测定，SS、VSS 采用重量法测定，pH、
DO 和 ORP 均用便携电极检测（WTW，Multi 340i，Germany）.
2.6

污泥样品扫描电镜观察

先将待测样品从反应器内取出，依次经过戊二醛固定、磷酸盐缓冲液冲洗和乙醇溶液脱水后，紧接着分

别用无水乙醇∶乙酸异戊酯=1∶1（体积比）溶液及纯乙酸异戊酯进行置换，然后将置换后的样品放入干燥器
干燥 8 h；干燥结束后，将制备好的样品粘贴在扫描电镜铝板上，用 IB-5（Giko）型离子溅射镀膜仪在样品表面
镀一层 1500 nm 厚的金属膜，最后用扫描电镜（S-3000N，Hitachi，Japan）对样品进行观察拍照 .
2.7

样品污泥粒径观察

分别在反应过程的第 0、20、87 d 采集新鲜的污泥样品进行测定 . 样品从反应器内采集后，采用激光粒度

分析仪（Mastersizer 2000，Malvern，UK）进行测定 .
2.8

EPS 的测试

取 40 mL 活性污泥混合液，4 ℃下 4400×g 离心 30 min，泥饼用 10 mL 超纯水洗涤，洗涤液和上清液合并

后定容至 40 mL，获得溶解性胞外聚合物（Soluble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S-EPS）. 泥饼用 20 mL
超纯水洗涤重新悬浮，加入 120 μL 甲醛，在 4 ℃冰箱放置 1 h 后，再加入 8 mL 1 mol·L-1 NaOH 溶液，4 ℃放置
3 h，10000×g 离 心 20 min，上 清 液 定 容 至 40 mL，获 得 固 着 性 胞 外 聚 合 物（Bound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B-EPS）.S-EPS 和 B-EPS 之和即为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EPS），分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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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ry 法（Lowry et al.，1951）和 Dubois 法（Jimenez et al.，2013）测 定 EPS 中 蛋 白 质（Protein，PN）和 多 糖

（Polysaccharide，PS）的含量 .
2.9

DNA 提取、基因扩增及高通量测序

采用 FastDNA® SPIN Kit for soil（MP Biomedicals，Santa Ana，CA，U.S）试剂盒提取污泥总 DNA，具体按

说明书操作；提取得到的 DNA 通过琼脂凝胶电泳进行定性检测，经过分光光度计进行浓度、纯度检测，DNA
样品放置于-80 ℃冰箱保存 .

针对细菌的 16S rRNA 的 V4 区，使用通用引物 515F（5′
-GTGCCAGCMGCCGCGGTAA-3′
）和 806R（5′
-

GGACTACHVGGGTWTCTAAT-3′
）
（Caporaso et al.，2011）进行 PCR 扩增，PCR 反应条件跟体系与上文相同 .

PCR 扩增产物经 2% 的琼脂糖凝胶检测，使用凝胶回收试剂盒进行纯化，并经过定量分析后构建 MiSeq 文库，
利用 Illumina MiSeq 测序平台完成测序 .

3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氮的转化与去除
高浓度阶段（阶段Ⅰ）和低浓度阶段（阶段Ⅱ）氮的转化与去除如图 2 所示 . 阶段Ⅰ（第 1~23 d）是高浓度进水

阶段，氨氮和亚硝态氮的进水浓度均为 200 mg·L-1，总氮的容积负荷为 0.20 kg·m-3·d-1，出水氨氮和亚硝态氮

图2
Fig.2

各阶段氮的转化与去除（a. 进、出水氮浓度和 HRT 变化；b. 氨氮、亚氮及总氮的去除率；c.Rs 和 Rp 的变化）

Remov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nitrogen（a.Nitrogen concentration in inlet and outlet water and change of HRT；b.Removal rates of ammonia
nitrogen，nitrite and total nitrogen；c.Changes in Rs and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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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1.17、0.07 mg·L-1，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 硝酸盐产生量从 12.36 mg·L-1 升高至 35.74 mg·L-1，
在初始阶段硝态氮的产生量较少，推测原因是接种污泥中含有一定的异养反硝化菌，可以利用污泥的胞外
聚合物（EPS）等发生反硝化反应，随着污泥的逐步淘洗和不断驯化，异养反硝化菌逐渐被 Anammox 菌属替

代，Anammox 反应的优势渐趋明显（彭绪亚等，2011），该阶段的 Rs 为 1.02，Rp 为 0.24，Rs 略低于理论值（1.32），
Rp 与理论值（0.26）
（Strous et al.，1998）吻合较好；总氮去除率在第 7 d 达到 95.8%，反应器实现了高效脱氮 .

阶 段 Ⅱ（24~89 d）为 低 浓 度 进 水 阶 段 ，进 水 氨 氮 、亚 硝 态 氮 浓 度 分 别 为（47.36±16.5）、
（47.98±4.36）

mg·L-1，出水氨氮和亚硝态氮平均浓度分别为 4.35、1.54 mg·L-1，系统表现出较强的脱氮效果 . 为进一步提升

系统脱氮性能，在反应进行的第 38 d，HRT 从 0.33 d 逐步降低至 0.20 d，出水氨氮浓度出现了一定波动（1.27~
10.65 mg·L-1），亚硝态氮浓度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1.38~1.57 mg·L-1），两者的去除率一直都维持在 90.0% 以

上，总氮的去除率从 72.6% 提高到 80.0%，总氮的去除负荷也从 0.23 kg·m-3·d-1 提升到 0.39 kg·m-3·d-1，高于
很多文献报道的生活污水的脱氮负荷（Li et al.，2017）. 此外，Rs 为 1.01，较上一阶段（1.02）几乎没有变化，但

Rp 达到 0.43，明显高于上一阶段（0.24），且远高于 Anammox 反应的理论值（0.26）.Rp 升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
反应器进水没有采用氮吹，进水携带大量 DO（1.34 mg·L-1）进入到反应器中，在相同氨氮负荷下，低浓度进水
引入更多 DO，导致硝酸盐产生比例升高 . 当 HRT 从 0.33 d 降低至 0.20 d 时，Rp 从 0.35 升高至 0.54，表明进水

DO、进水流量是导致 Rp 升高的主要因素，这说明厌氧氨氧化工艺处理低浓度污水时，较大的进水流量与 DO
将导致硝酸盐产生比例升高 .
3.2

污泥特性

3.2.1

扫描电镜

图 3 为不同时期 UASB 反应器内污泥样品的扫描电镜观察图 . 由图 3a 可见，接种污泥样品

主要由丝状物质和粘性物质组成；启动阶段第 12 d，污泥样品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粘性物质，但已经出现了

少量的短杆菌和球状菌（图 3b）；运行第 39 d，污泥样品中大量球形菌、短杆菌共存，并由丝状纤维物质相互
连接（图 3c）；运行第 56 d，随着颗粒的增大和系统内功能细菌的不断生长及进水的冲刷作用（上升流速为

1.82 m·h-1），污泥中的粘性物质进一步减少，剩下更多的球菌聚集体（图 3d）. 有研究报道，Anammox 颗粒污泥

图3
Fig.3

反应器内不同时期污泥扫描电镜照片（a. 接种污泥，b. 启动第 12 d 污泥，c. 运行第 39 d 污泥，d. 运行第 56 d 污泥）

SEM images of sludge sample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reactor（a~d represent sludge samples of inoculated sludge，start-up day 12，
operation day 39 and 56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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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球形或者卵形的球菌聚集体为主（Dalsgaard et al.，2003；陈彦霖等，2018），电镜图片中微生物形态与典型
的厌氧氨氧化菌形态一致（Egli et al.，2003）.
3.2.2

污泥粒径

反应器内污泥粒径的变化如图 4 所

示，从接种污泥到阶段 I（第 20 d），Anammox 污泥粒径
d50 从 26.35 μm 增大至 39.76 μm，增大了 50.9%；运行

至阶段 II（第 87 d），污泥粒径继续增大至 68.74 μm，较

上一阶段增大了 72.9%. 污泥粒径的增大的原因可能

在于反应器采用较短 HRT，经过不断地的冲刷、淘洗，
厌氧氨氧化细菌在反应器中逐步占据优势 . 随着

Anammox 污泥粒径的不断增大 ，系统的脱氮负荷也
不断提升，这说明粒径对污泥活性有很大的影响 . 有

研究表明，颗粒较小的污泥对不利条件变化的抵抗性
较差，当环境条件变化剧烈时，Anammox 污泥的活性
将会降低（Strous et al.，1998；Arrojo et al.，2006）. 较大
粒径的污泥可以更好地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保证
Anammox 反应更好地进行 .
3.2.3

污泥 EPS

图4
Fig.4

不同阶段污泥粒径的变化

Change of sludge particle size in different stages

EPS 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对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 本研究分别选取了反应器

运行第 10、30 和 58 d 的污泥样品进行 EPS 测定 . 反应器内 B-EPS 和 S-EPS 的组成及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 .
由图可知，B-EPS 总体呈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S-EPS 的下降较为明显 .S-EPS 下降的原因与系统进水的冲刷

有关，进水流量不断增加，溶解性 EPS 被冲刷淘洗出反应器 . 另外，总 EPS 中 PN 含量从 51.6% 升高到 70.3%，
表现为 PN/PS 比值持续升高，从第 10 d 的 1.06 升高到第 58 d 的 2.36，且 B-EPS 中 PN/PS 比值在第 2 阶段维持

在较高水平，达到 4.13. 结合图 3 和图 4 可知，随着污泥粒径的增加，总 EPS 中 PN 含量及 PN/PS 比值都增大，
这表明 EPS 中蛋白质对 Anammox 污泥的颗粒化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Yan et al.，2015；杨明明等，2019）. 蛋白

质的增加可以影响颗粒的疏水性和表面电荷，从而加强细胞间的亲和力，更有利于形成致密的颗粒结构

（陈方敏等，2018），提高污泥的沉降性能 . 另外，PN 属于疏水性物质，而 PS 则属于亲水性物质，污泥表面的

相对疏水性与 PN/PS 比值密切相关（p=0.969）
（Dignac et al.，1998；张丽丽等，2007）. 随着 PN/PS 比值的增加，
污泥 EPS 中 PN 占据主要地位，污泥疏水性不断增强，污泥沉降性也会不断加强，从而触发 Anammox 污泥的
颗粒化过程（Liu et al.，2004；Jørgensen et al.，2017；Hu et al.，2021）.

图5

3.3

微生物群落结构

不同阶段的 EPS 变化及 PN/PS 比值（a. 固着性胞外聚合物，b. 溶解性胞外聚合物）

Fig.5

Changes of EPS and ratio of PN to PS in different stages（a.B-EPS，b.S-EPS）

为了进一步探究系统的脱氮性能，本研究分别在不同阶段采集了 UASB 内部的絮体污泥进行微生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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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分析 . 图 6a、6b 和图 7a 显示了 UASB 运行过程中微生物菌群结构组成和变化，其中，图 6a 在门水平上反映
了微生物的变化，图 6b 和图 7a 则反映了属水平上的变化 .

从图 6a 可以看出，Actinobacteriota、Proteobacteria、Chloroflexi 和 Bacteroidota 为主要菌门 . 在第 50 d，TN

去除率达到 75.72%，与此同时，包含氨氧化菌（AOB）和亚硝酸盐氧化菌（NOB）的 Proteobacteria 在系统内大

量存在（Bergey et al.，1958），丰度达到 29.68%；从接种污泥到试验运行的第 85 d，Bacteroidota 丰度从 19.11%
升高到 32.47%，Planctomycetota 也从 1.52% 升高到 6.24%，这反映了与脱氮相关的功能菌群动态变化情况

（Gonzalez-Martinez et al.，2015）.

UASB 中微生物菌群结构变化（a. 门水平；b. 脱氮菌种变化；Seed、Startup、D12、D19、D34、D40、D50 和 D85 分别代表接种污泥、启动阶

图6

段及系统运行第 12、19、34、40、50、85 d 的污泥）
Fig.6

图7
Fig.7

Changes of microbial flora in UASB

典型菌属丰度热图（菌种丰度采用对数（log10）转化）
（a）和环境因素对菌群结构影响的冗余性分析（b）

The dominant bacteria in heatmap（abundance is log10 transferred）（a）and RDA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micro⁃
bial community（b）

关键菌属的变化如图 6b 和图 7a 所示 .UASB 反应器内发现了 Candidatus Brocadia 和 Candidatus Jettenia

两种厌氧氨氧化菌 . 在启动阶段，Candidatus Brocadia 的丰度远高于 Candidatus Jettenia，分别为 1.24% 和

0.25%；在第 1 阶段，Candidatus Jettenia 丰度增长显著，而 Candidatus Brocadia 丰度明显降低；到了第 2 阶段，
进水由高浓度换成低浓度，此时 Candidatus Brocadia 丰度增长到 1.23%，成为优势菌属 . 第 1 阶段中，系统内

的亚硝态氮浓度非常低（0.03 mg·L-1），到了第 2 阶段，随着进水流量的不断增大，系统内的亚硝态氮浓度明

显升高（1.54 mg·L-1），据此可以推测，Candidatus Brocadia 比 Candidatus Jettenia 更适应低浓度环境（Zhao et
al.，2019），且 Candidatus Brocadia 具有更多的疏水表面，易形成颗粒污泥（Ali et al.，2018），与第 2 阶段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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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增加的现象一致 .Nitrosomonas 是主要的 AOB，Nitrospira 和 Nitrolancea 是主要的 NOB（Bergey et al.，1958；
姜超等，2017），随着反应的进行，AOB 总体呈下降趋势，NOB 呈上升趋势，出水氨氮由上一阶段的 1.17
mg·L-1 上升到 4.35 mg·L-1，推测氨氮升高的原因与 AOB 降低、NOB 升高有关，更多的亚硝态氮被 NOB 氧化成

硝态氮 . 另外，从第 1 阶段到第 2 阶段的过程中，反应器内 AOB/NOB 及 AnAOB/NOB 的比值不断降低，这是
导致第 2 阶段 Rp 升高的主要原因 .

为了探究环境因子对菌群结构的影响，将水力停留时间（HRT）、进水总氮浓度（TNinf）、Rs、Rp 和氮去除负

荷（NLR）与功能微生物进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RDA），结果如图 7b 所示 . 在启动阶段和第 1 阶

段，微生物菌群与 HRT 和 TNinf 呈正相关，此时反应器内的功能微生物主要受 HRT 和 TNinf 的影响；到第 2 阶
段，由于 TNinf 升高、HRT 缩短，NLR 升高，且 Rp 比值升高，菌群结构较第 1 阶段发生了较大变化 .

4

结论（Conclusions）
1）本研究所建立的升流式污泥床反应器（UASB）系统对高浓度进水有非常好的去除效果，氨氮和总氮

去除率分别达到了 99.33% 和 92.96%.

2）当进水由高浓度转变为低浓度时，由于进水 DO 与较大的水力负荷作用，亚硝酸盐氧化菌（NOB）不断

增殖，硝酸盐产生比例提高，导致总氮的去除率有所下降，为 74.09%.

3）处理低浓度氨氮废水时，通过提升水力负荷，有利于污泥的聚集、颗粒增大，溶解性 EPS 降低，污泥

疏水性增强 .

4）反应器内存在大量的 Proteobacteria 门，其丰度达到了 29.68%，反应器内还发现了 Candidatus Brocadia

和 Candidatus Jettenia 两种厌氧氨氧化菌 . 高浓度进水阶段，Candidatus Jettenia 的丰度较高（1.24%）；当进水
换为低浓度时，Candidatus Brocadia 的丰度达到 1.23%，替代 Candidatus Jettenia 成为优势菌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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