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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采用 4 组不同 NH4 鄄N 浓度的曝气生物滤池,分析滤池在 7 个曝气比条件下对海水养殖外排水的

净化效果。 结果表明:生物滤池启动阶段,生物膜成熟期随 NH4 鄄N 浓度的升高而缩短,高 NH4 鄄N 浓度滤池

的生物膜成熟期较其它三组滤池缩短了 10 d 左右。 滤池启动成功后,在相同曝气比条件下,随 NH4 鄄N 浓

度的升高,4 组滤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平均去除率由 81. 1%降至 73. 3% ;高 NH4 鄄N 浓度滤池的出水 NO2 鄄N
浓度与其它三组相比增加了 10 倍,最终达到 2. 6 mg / L。 随着曝气比的逐步增大,4 组滤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平均去除率先升高后降低,在曝气比为 10 颐1 时平均去除率达到最大值(88. 2% )。 本研究表明,选取 4
mg / L 的 NH4 鄄N 浓度,维持曝气比 10 颐1 是生物滤池运行的理想条件:生物滤池启动周期较短,出水 NH4 鄄N
去除效果达到最佳且 NO2 鄄N 浓度较低,从而实现对海水养殖外排水的最佳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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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stable operated biological filter under four NH4 鄄N concentrations on purification of mariculture
external drainage were analysed on the conditions of seven different aeration ratio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during the
start鄄up stage of biological filter,the biofilm mature period shortened with increasing NH4 鄄N concentrations. The bio鄄
film mature period of filter under higher NH4 鄄N concentration was ten day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three filters of low
NH4 鄄N concentrations. After the biological filter was started successfully,with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NH4 鄄N con鄄
centrations,the capacity of filters under the same aeration ratio in removing effluent NH4 鄄N decreased from 81. 1%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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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3% .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filters of low NH4 鄄N concentrations,the effluent NO2 鄄N concentrations of the
filter under higher NH4 鄄N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by ten times and eventually reached 2. 6 mg / L. In the four biologi鄄
cal filters,the mean removal rates of effluent NH4 鄄N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aeration ra鄄
tios. The average removal rates of effluent NH4 鄄N achieved the highest when the aeration ratio was 10 颐1. Therefore,the
ideal aeration ratio for the operation of biological filter was 10 颐1 and the suitable NH4 鄄N concentration was selected as
4. 0 mg / L. Under these conditions,the biological filter has a shorter start鄄up period,which reached the best removal ef鄄
ficiency of effluent NH4 鄄N and lower concentration of effluent NO2 鄄N,so as to achieve the best purification effect on
the mariculture external drainage.
Key words:recirculating seawater aquaculture;biological filter;purification;NH4 鄄N

摇 摇 随着我国海水养殖业迅猛发展,未被利用的

饵料、动物代谢产物以及死亡个体等大量排放到

养殖环境中;海水养殖的自身污染导致近海水体

严重富营养化,而富营养化是我国赤潮、绿潮等爆

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威胁着近海生态系统[1鄄2]。 曝

气生物滤池作为循环海水养殖系统的核心处理装

置,以生物填料及附着生长的生物膜为介质净化

海水养殖外排水,具有负荷变化适应性强、生态友

好及运行维护方便等优点[3鄄4]。
生物滤池去除污染物的过程犹如“黑箱冶,其

影响因素多而复杂,如 pH、温度、水力负荷、曝气

比、底物浓度、碳氮比和 CODMn等
[5]。 其中,NH4 鄄

N 浓度和曝气比(曝气量与进水量在单位时间内

的体积比)作为主要因素,分别通过对生物膜结

构和功能以及滤池的抗氨负荷能力产生调控作

用,进而影响生物滤池净化养殖外排水的效果[6]。
研究发现,曝气生物滤池主要依靠富集于生

物膜上的氨氧化细菌、硝化细菌对海水养殖外排

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去除[7]。 NH4 鄄N 通过作用于

生物膜上微生物的代谢机制净化污染物,在一定

范围内,提高 NH4 鄄N 浓度有助于促进微生物的新

陈代谢,从而加快滤池内微生物对养殖水体中污

染物的净化,而过高的 NH4 鄄N 浓度则抑制系统中

微生物的好氧代谢过程,不利于提高滤池的水质

净化效果[8]。 目前,NH4 鄄N 浓度和曝气比在城市

和工业污水处理领域研究颇多,刘飞等[9] 研究发

现在浸没式生物滤池内,淡水养殖水体中污染物

的去除效果随 NH4 鄄N 浓度的升高而下降。 Im
等[10]研究表明污水处理厂处理城市污水过程中,
NO2 鄄N 的转化速率受 NH4 鄄N 浓度影响,合理控制

NH4 鄄N 浓度能有效提高污水净化效果。
在滤池运行阶段,合理的曝气比不仅有利于

养殖水体中生物膜的更新,使其保持较高活

性[11],而且还可以加快氧在膜内的传递速率,从
而促进有益细菌的新陈代谢及污染物的去除[12]。
但是,过高曝气比并不能使养殖水体中的溶氧浓

度持续升高,反而加快动力消耗,导致运行成本增

加[13鄄14]。 因此,NH4 鄄N 浓度和曝气比的合理选定

对提高滤池净化水质效果及进一步优化设计工艺

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本文通过建立 4 组不同 NH4 鄄N 浓度的曝气

生物滤池,以模拟海水养殖外排水为处理对象,探
讨在滤池启动阶段,NH4 鄄N 浓度对滤池内生物膜

上微生物组成及成熟期变化的影响;滤池启动成

功后,进一步分析 7 个曝气比条件对稳定运行的

4 组滤池净化海水养殖外排水水质效果的差异,
由此确定适宜培养生物膜上有益细菌的 NH4 鄄N
浓度及滤池运行需要的理想曝气比。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实验装置

曝气生物滤池装置如图 1 所示,滤器尺寸

椎1. 4 dm 伊 6 dm,有效体积为 20. 4 dm3,蓄水桶有

效容积为 200 dm3。 实验选定爆炸棉为滤池填料,
其材质为聚乙烯(PVA),密度为 40 g / dm3,高度

为 5. 8 dm,填料清洗干净、浸泡消毒后使用。
1. 2摇 实验方法

实验共运行 4 组 NH4 鄄N 浓度的生物滤池—A

滤池(1. 0 mg / L)、B 滤池 (2. 0 mg / L)、C 滤池

(4. 0 mg / L)、D 滤池(8. 0 mg / L),每组设置 7 个

曝气比,分别为 3 颐1、4 颐1、5 颐1、6 颐1、8 颐1、10 颐1、12 颐1
(在恒定的进水流量基础上,此实验通过调节滤

池内气石改变曝气量来控制不同曝气比),系统

运行条件:pH 7. 4 ~ 8. 0,盐度为 28. 0 ~ 29. 5,DO
大于 6 mg / L,水量 200 L,水温 23 ~ 25益,水力停

留时间为 22 min。 采用鳌山卫近海的新鲜海水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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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模拟海水养殖外排水,方法参照 Zhu 等[11],各
生物滤池化学成分添加量见表 1。

滤池启动阶段,分别在各组滤池内加入微生

态净水剂(5 g),其富含硝化细菌、氨氧化细菌、芽
孢杆菌及乳酸菌等益生菌,菌含量为 104. 0CFU / g,

以进行生物膜上有益细菌的培养。 实验期间,取
样时间为早上 9:00 ~ 9:30,每隔 10 d 取样,分别

在第 19 d 和第 40 d 进行换水,以加快生物膜成

熟。 在滤池启动成功后第 72 h 时,分别进行各组

滤池水样的采集,以监测各水质参数。

图 1摇 曝气生物滤池装置[15]

Fig. 1 Aerated biological filter device

表 1摇 模拟海水养殖外排水的化学成分添加量

Tab.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imulated marine water drainager

成份 化学式 A 滤池 / mg·L-1 B 滤池 / mg·L-1 C 滤池 / mg·L-1 D 滤池 / mg·L-1

氯化铵 NH4Cl 1. 0 2. 0 4. 0 8. 0

碳酸氢钠 NaHCO3 2. 5 5. 1 10. 2 20. 3

硫酸镁 MgSO4·7H20 2. 6伊10-2 5. 2伊10-2 1. 0伊10-1 2. 1伊10-1

磷酸二氢钾 KH2PO4 1. 1伊10-1 2. 2伊10-1 4. 4伊10-1 8. 9伊10-1

磷酸氢二钠 Na2HPO4 1. 2伊10-1 2. 3伊10-1 4. 6伊10-1 9. 2伊10-1

氯化铁 FeCl3·6H2O 3. 6伊10-3 7. 3伊10-3 1. 5伊10-2 2. 9伊10-2

1. 3摇 水质分析

采用 YSI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分别测定温度、
盐度、pH 和 DO,按照《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
4鄄2007)测定其他水质指标,见表 2。

表 2摇 水质指标测定方法

Tab. 2 Determination of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CODMn 碱性高锰酸钾法

NH4 鄄N 次溴酸盐氧化法

NO2 鄄N 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NO3 鄄N 锌镉还原法

总异养细菌、氨氧化细菌、硝化细菌 菌落形成单位(CFU)法

1. 4摇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通过 SPSS19. 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P<0. 05 即认为有显著性差异,P<0. 01 即

认为差异极显著,采用 Origin8. 5 软件作图。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滤池启动阶段微生物数量变化

微生物数量在滤池启动阶段(即生物膜成熟

时期)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 A、B、C、D 4 组滤池

生物膜上总异养细菌数量均随时间增加,最终在

40 d 左右时稳定在 106. 0 CFU / mL。 各滤池氨氧化

细菌数量变化趋势与异养细菌相同,A、B、C 滤池

氨氧化细菌数量达到相对稳定至少需要 50 d,D
滤池则需要 40 d 左右,最终维持在 105. 6 ~ 105. 9

CFU / mL 范围内。 硝化细菌数量随 NH4 鄄N 浓度的

增大及氨氧化细菌的繁殖而增多,最后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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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0 ~ 105. 9 CFU / mL 范围内。 异养细菌是生物膜

上三种细菌中最先达到稳定的,其次是氨氧化细

菌,最后是硝化细菌,这可能是由于在生物膜形成

初期,海水养殖外排水中已含有少量异养细菌,优

先其他两种细菌附着在滤池填料上。 氨氧化细菌

繁殖速率随 NH4 鄄N 浓度的升高而加快,且大于硝

化细菌,因此氨氧化细菌达到相对稳定的时间相

对于硝化细菌较短[16]。

图 2摇 NH4 鄄N 浓度分别为 1. 0 mg / L、2. 0 mg / L、4. 0 mg / L 和 8. 0 mg / L 时滤池启动阶段微生物数量的变化

Fig. 2 Microbial biomasses during the start鄄up stage of filter when NH4 鄄N concentrations were 1. 0 mg / L、2. 0 mg / L、4. 0 mg / L

and 8. 0 mg / L,respectively

2. 2摇 滤池启动阶段出水无机氮浓度变化

出水无机氮浓度在滤池启动阶段变化情况如

图 3 所示。 A、B、C、D 4 组滤池均存在类似的变

化趋势:滤池启动至第 5 d,出水 NH4 鄄N 浓度占无

机氮比例较高,均超过 80. 0% ,第 9 d 起,出水

NH4 鄄N 浓度占比开始稳定下降,至第 18 d 均降至

10. 0% 左右;出水 NO2 鄄N 浓度占比起初较低,均
不足 2. 0% ,在滤池启动第 9 d 起有所升高,至第

18 d 均超过 30. 0% 。 这是由于在异养细菌和氨

氧化细菌作用下,循环海水养殖系统中出水 NH4 鄄
N 与 NO2 鄄N 间的转化。

傅雪军等[17] 研究表明当生物滤池中 NO2 鄄N
浓度迅速下降时标志着滤池启动成功。 滤池启动

第 20 d 起,4 组滤池中出水 NO2 鄄N 浓度占比逐渐

降低,达到迅速下降至不足 10. 0% (即滤池启动

成功)的时间依次为第 39、35、30 和 25 d。 生物滤

池启动时间随 NH4 鄄N 浓度升高而缩短,高 NH4 鄄N
浓度滤池 (D 滤池) 较三组低 NH4 鄄N 浓度滤池

(A、B、C 滤池)生物膜成熟期缩短了 10 d 左右。
主要原因是滤池内 NH4 鄄N 浓度不断升高,为硝化

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适宜的营养环境,利于其

充分发挥净化水质作用,有助于出水 NO2 鄄N 被进

一步氧化[18]。 处理海水养殖外排水的生物滤池

启动时间相对较长,至少需要 25 d,与罗国芝

等[19]报道一致,这说明与淡水相比,微生物的生

长繁殖周期在海水养殖外排水的高盐度环境下

较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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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NH4 鄄N 浓度分别为 1. 0 mg / L、2. 0 mg / L、4. 0 mg / L 和 8. 0 mg / L 时滤池启动阶段各无机氮浓度占比变化情况(红

色箭头指示生物滤池启动时间)
Fig. 3 Concentration proportions of NO3 鄄N,NO2 鄄N and NH4 鄄N during the start鄄up stage of filter when NH4 鄄N concentrations were

1. 0 mg / L、2. 0 mg / L、4. 0 mg / L and 8. 0 mg / L,respectively (The red arrow indicates the biological filter start time)

2. 3摇 滤池启动成功后出水 NH4 鄄N 的净化效果

滤池启动成功后,在不同曝气比条件下,各滤

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平均去除率如图 4 所示。 4 组

滤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平均去除率在同一曝气比

条件下无显著性差异,各滤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平

均去除率在曝气比分别为 3 颐1、4 颐1、5 颐1、6 颐1、
8 颐1、10 颐1、 12 颐1 时依次是 58. 5% 、 75. 0% 、
77. 8% 、81. 3% 、85. 1% 、88. 2% 、84. 7% 。 可见随

曝气比增大,各生物滤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平均去

除率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在曝气比为 10 颐1 时平

均去除率达到最大值(88. 2% ),在 12 颐1 的曝气

比有所下降。 这可能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大

曝气对水体的扰动利于生物膜的加速更新,提高

生物膜活性[21]。 不仅如此,曝气比的增大还有助

于加快氧在养殖水体与生物膜间的传递速率,保
证微生物将 NH4 鄄N 在有氧条件下转化为 NO2 鄄N,
进而提高污染物的净化效果[22],而过高曝气比可

能导致养殖水体湍动程度过大造成生物膜脱落,
不利于滤池充分发挥净化养殖外排水的作用[23]。

适合各生物滤池运行的曝气比条件为 5 颐1 ~
12 颐1,在此曝气比范围内,各滤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平均去除率均超过 80. 0% 。 SPSS 统计分析表

明:曝气比为 3 颐1 和 4 颐1 时滤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

平均去除率均与曝气比为 10 颐1 时存在显著性差

异(P<0. 05),而其他曝气比梯度(5 颐1、6 颐1、8 颐1、
10 颐1、12 颐1)间无显著性差异。 在本实验条件下,
为保证滤池对海水养殖外排水的最佳净化效果且

避免增加不必要能耗,维持曝气比在 10 颐1 为生物

滤池运行的理想条件。
在 7 个曝气比条件下,4 组滤池对出水 NH4 鄄

N 的平均去除率依次为 81. 1% 、80. 4% 、79. 7% 、
73. 3% ,可见各滤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去除效果随

NH4 鄄N 浓度的升高而降低。 这是由于当 NH4 鄄N
负荷增大时,膜上细菌没有充足时间对养殖外排



第 1 期 李悦悦,等:摇 曝气比和 NH4 鄄N 浓度影响生物滤池净化海水养殖外排水效果研究 51摇摇摇

水中的 NH4 鄄N 和 NO2 鄄N 进行降解[21],故生物滤

池对污染物的净化效果也随之降低。

图 4摇 不同曝气比条件下各生物滤池 72 h 内对

出水 NH4 鄄N 的平均去除率

Fig. 4 The average removal rates of effluent NH4 鄄N

under different gas鄄water ratios and different
biological filters

2. 4摇 滤池启动成功后出水 NO2 鄄N 浓度的变化

滤池启动成功后,各生物滤池出水 NO2 鄄N 浓

度在不同曝气比条件下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 在

相同曝气比条件下,各滤池中出水 NO2 鄄N 浓度随

NH4 鄄N 浓度的升高而增加,与三组低 NH4 鄄N 浓度

滤池的出水 NO2 鄄N 平均浓度相比,高 NH4 鄄N 浓度

滤池增加了 10 倍,最终达到 2. 6 mg / L。 这是由

于与生物膜上附着的硝化细菌相比,氨氧化细菌

更易摄取溶氧利用,当 NH4 鄄N 负荷升高时,硝化

细菌的代谢活性受到一定限制,从而使滤池内在

氨氧化细菌作用下产生的 NO2 鄄N 不能及时

去除[24]。
4 组滤池在曝气比为 3 颐1 时出水 NO2 鄄N 浓度

分别为 4. 8伊10-2 mg / L、3. 3伊10-1 mg / L、1. 1 mg /
L、3. 2 mg / L,均为最高值,这与 Hanaki 等[25] 研究

结果一致。 A、B 滤池中出水 NO2 鄄N 浓度在不同

曝气比条件下无显著性差异,而 C、D 滤池则不

同,其中 C 滤池的出水 NO2 鄄N 浓度随曝气比的升

高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在曝气比为 10 颐1 时

出水 NO2 鄄N 浓度达到最低,为 3. 1伊10-1 mg / L,与
Hellinga 等[26]研究结果一致。 这说明当曝气比较

低时,曝气量存在不足导致硝化作用不完全,从而

导致 NO2 鄄N 浓度明显升高。 综合以上分析,考虑

到滤池内过高的出水 NO2 鄄N 浓度,影响对海水养

殖外排水的净化效果,因此,选取 4 mg / L 的 NH4 鄄
N 浓度,维持曝气比在 10 颐1 为曝气生物滤池运行

的理想条件。

图 5摇 不同曝气比条件下各生物滤池出水 NO2 鄄N

浓度的变化

Fig. 5 The changes of effluent NO2 鄄N concentrations

under different gas鄄water ratios and different
biological filters

3摇 结摇 论

(1)滤池启动成功后,4 组滤池在相同曝气比

条件下对出水 NH4鄄N 的平均去除率随 NH4鄄N 浓度

的升高而下降,由 81. 1% 降至 73. 3%;与三组低

NH4鄄N 浓度滤池出水 NO2鄄N 平均浓度相比,高
NH4鄄N 浓度滤池增加了10 倍,最终达到2. 6 mg / L。

(2)滤池启动成功后,滤池对出水 NH4 鄄N 的

平均去除率随曝气比的逐步增大呈先升后降趋

势,在曝气比为 10 颐1 时,出水 NH4 鄄N 的平均去除

率达到最大值(88. 2% )。
(3)选取 4 mg / L 的 NH4 鄄N 浓度,维持曝气比

在 10 颐1 为曝气生物滤池运行的理想条件,从而实

现对海水养殖外排水的最佳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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