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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化硫氧化菌对海水养殖生境中

硫化物的控制效果研究

杨　 萌,　 赵阳国,　 王晓琼,　 王君鹏

(中国海洋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海水养殖生境中由于有机质积累以及缺氧条件导致硫化物大量产生,严重危及养殖环境健康。 为

此,创建海水养殖系统,以沸石为载体吸附固定化硫氧化菌株,通过定位布放固定化硫氧化菌袋,探究其对

生境中硫化物控制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固定化菌剂中活菌含量为 1. 9 × 107CFU / g,对硫化物的

控制效果受环境温度、pH、菌剂投加量的影响较大,对温度及 pH 变化有更好的耐受性;在温度为 30℃ 、pH
为 7. 0、150 r / min 的实验条件下,对硫化物的最大去除速率为 8. 3 mg / (g·h·L)。 在海水养殖环境中,将
沸石固定化菌剂平铺于土工布袋内,将布袋平铺于养殖系统沉积物-水界面,覆盖率 2. 5% ,固定化布袋菌

剂能够显著抑制环境中硫化物的产生,在缺氧条件下 7 d 内对硫化物的控制率达到 99% 。 本研究表明定

点布放硫氧化菌袋能够很好的控制养殖水体中硫化物,为其在海水养殖系统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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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of sulfide in aquaculture water by immobilized sulfur-oxidizing bacteria

YANG Meng,　 ZHAO Yang-guo,　 WANG Xiao-qiong,　 WANG Jun-peng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In marine aquaculture habitats,large amounts of sulfides are produced du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organic
matter and anoxic conditions,which seriously endanger the health of the aquaculture environment. For this purpose,a
marine aquacultur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o adsorb immobilized sulfur-oxidizing strains with zeolite as a carrier,and
the immobilized sulfur oxidizing bacteria bag was positioned and positioned to explore its control effect on the sulfides
in the habita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iable bacteria content in the immobilized micro-
bial agent was 1. 9 × 107 CFU / g,and the control effect on sulfides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pH,and dosage of the microbial inoculum,and the resistance to temperature and pH changes was better. The maximum
removal rate of sulphide unde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30℃,pH 7. 0,and 150 r / min was 8. 3 mg / (g·h·L). In
aquaculture environment,the zeolite immobilized microbial inoculum was laid in a geotextile bag and the cloth bag was
laid flat on the central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of the culture system. The coverage was 2. 5% . It was found that the
immobilized microbial inoculant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vulcaniz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The production of the
substance controlled 99% of sulfides within 7 days under anoxic condition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deployment of
sulfur oxidizing bacteria at fixed points can control sulphides in aquaculture waters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its ap-
plication in marine aquacultur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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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化物含量是判断海洋沉积物环境质量的一

个重要指标[1]。 当养殖区沉积物-水界面处于缺

氧还原态时,环境中丰富的硫酸盐还原菌(SRB)
就会以有机质为电子供体,将硫酸盐还原成硫化

物[2]。 同时在沉积物中的养殖生物排泄物、残留

饵料中的含硫氨基酸也将被微生物分解生成有毒

的 NH3和硫化物[3]。 养殖区中硫化物的产生与环

境参数也有很大关系,夏季水温高,微生物代谢旺

盛,加快了沉积物中氧的消耗和厌氧条件的形成,
有利于 SRB 的生长繁殖,硫化物形成速度加快,
沉积物中的高浓度硫化物通过扩散进入水体,直
接影响养殖生物的生存[4]。 硫化物在水中通常

以硫化氢(H2 S)、硫氢根(HS - )和硫离子( S2 - )
三种形态存在,其中硫化氢和硫氢根能够与蛋白

质的巯基基团结合形成共价键,破坏蛋白质的功

能,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毒性[5]。 据报道日本对虾

不同发育期的幼体可忍受的硫化氢的浓度小于

0. 07 mg / L[5]。 因此,对养殖环境中硫化物进行

控制是关系到养殖生物生存、生态环境健康的迫

切而现实的问题。
在封闭式养殖水体中,对硫化物的去除和控

制一般采用化学氧化法、物理沉淀法和生物氧化

法[6]。 曝气增氧是最常用的通过化学氧化实现

硫化物控制的方法,目前该技术仍是维持水体生

态系统健康的有效方法,不足之处是动力消耗大、
费用高,存在缺氧死角;通过投加飞灰、活性碳等

物理吸附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硫化物的

扩散,但缺乏持久性,也易形成二次污染[7];在某

些油气井的回注水中,通过添加硝酸盐,能够利用

热力学上的优势与硫酸盐竞争电子受体,从而限

制 SRB 还原硫酸盐[8],虽然这种利用化学药剂刺

激的生物防治法在一定领域有应用的潜力,显然

无法在海水养殖环境中应用,硝酸盐的投加势必

造成更严重的氮素污染。
相比之下,利用硫氧化微生物对水体及沉积

物中硫化物的氧化和对硝氮的还原能力,可对养

殖生境进行原位修复。 通过合理调节硫氧化菌群

与环境因子之间的作用关系,不但可以持续控制

沉积物中硫化物的产生,还有益于生态系统的健

康发展,是受损生境生态修复的重要方向。 在应

用微生物进行生态修复中,为了提高生物量以及

强化控制功能的持久性,多采用细胞固定化技术

对微生物进行固定化。 为此,本研究应用沸石吸

附固定从养殖区沉积物中筛选出的硫化物氧化菌

株,分析不同温度、pH 以及硫化物浓度等条件下,
固定化菌剂对硫化物的去除效果。 继而,将固定

化菌剂应用于海水养殖系统中,探讨固定化硫氧

化菌对硫化物的控制效果,为其在海水养殖中硫

化物的控制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海水养殖系统

海水养殖系统为长方体形状,尺寸为 100 cm
×90 cm ×40 cm,应用超白玻璃粘连而成。 养殖

系统外连废水过滤器,内有过滤棉,用于除去养殖

过程中悬浮物及微生物,系统中安置曝气泵和温

度计。
养殖系统底部装入高度约 20 cm 的养殖底

泥;上覆海水高度为 50 cm,底泥及海水均取自青

岛市黄岛区近海养殖区。 系统安装完毕,待泥沙

沉淀完全,水质澄清时,可以进行试验。 试验过程

中每天定时向系统内投加饵料,饵料为常规市售,
主要成分:蛋白 50% 、脂肪 10% 、纤维 3% 、灰分

17% 、钙 2% 、 总磷 1. 8% 、 水分 10% 、 赖氨酸

2. 3% 。 养殖系统每隔一周换水一次,换水量约三

分之一,每隔两周清洗一次过滤棉。
1. 2　 硫氧化菌

本研 究 使 用 的 硫 氧 化 菌 为 嗜 热 氢 弧 菌

(Hydrogenovibrio thermophilus),是本实验室从胶

州湾海水养殖区沉积物中富集筛选分离获得,该
菌种对硫化物氧化去除的最适条件是 pH 7. 0 ~
9. 0,温度 30℃ ~40℃。

硫氧化菌筛选的选择性培养基 ( g / L) [9]:
Na2S 1. 5,NaHCO3 2. 0,KH2PO4 1. 2,K2HPO4 1. 2,
NH4Cl 0. 4,MgCl2 0. 2,FeC6H5O7 0. 01,pH 7. 0,使
用灭菌海水进行配制。 用于菌株对硫化物氧化去

除效率测试的无机盐培养基,在上述选择性培养

基基础上,用不同浓度的 Na2S2O3代替 Na2S,制成

无机盐培养基,其它成分保持不变[10]。 在接种前

通氮气进行除氧 5 min,创造缺氧环境。
1. 3　 硫氧化菌的固定及特征

1. 3. 1　 菌剂的固定化

应用沸石以吸附法对菌剂进行固定化。 选择

的吸附材料为 15 目斜发沸石,采用 pH 5 的磷酸

对沸石进行化学改性,然后进行吸附固定化。 具

体方法如下:(1)用蒸馏水清洗沸石 3 次,之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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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进行高压蒸汽灭菌;(2)配制 pH = 5. 0 的磷

酸溶液,高压蒸汽灭菌;(3)按照 1 g 沸石:5 mL
磷酸溶液的比例将沸石加入到磷酸溶液,30℃、
150 r / min 振荡 30 min,取出静置 24 h 后,用灭菌

蒸馏水润洗 2 ~ 3 次,除去多余磷酸;(4)在 150
mL 厌氧瓶中加入 45 mL 选择性培养基、5 mL 硫

氧化菌菌液,30℃、150 r / min 振荡培养 24 h,待硫

氧化菌吸光度 OD600 = 1. 4 (1. 9 × 106 CFU / mL)
时,将 0. 5、1、2、3 g(干重)改性沸石缓慢加入硫

氧化菌液中,30℃、150 r / min 振荡吸附 24 h,弃去

上清液,用灭菌蒸馏水冲洗固定化菌剂 2 次,再在

沸石固定化硫氧化菌剂中加入 50 mL 无机盐培养

基,振荡 24 h 后定量分析硫化物浓度;(5)弃去液

体培养基,用灭菌蒸馏水润洗固定化菌剂 2 ~ 3 次

后,保存至 4℃冰箱备用。
硫化物去除率(E1)的计算公式为:

E1 = (V0 - V) / V0 × 100% (1)
式中: V0 为初始培养基所用碘溶液的量

(mL);V 为 24 h 后剩余培养基所用碘溶液的量

(mL)。
1. 3. 2　 固定化硫氧化菌数量及形态分析

(1)固定化后菌剂吸附量的确定

取两份 50 mL 处于生长期的硫氧化菌液,其
中一组加入 1 g 沸石,另一组不加沸石为对照,
24 h 后,取加沸石组的上清悬浮液和不加沸石的

对照组菌液,采用稀释平板菌落记数法测定样品

中的活菌数,计算沸石吸附硫氧化菌量。
沸石吸附菌量 N(CFU / g)计算公式为:

N = (N0 - N1) × 50 (2)
式中:N0为未加沸石的纯菌液的菌量(CFU /

mL);N1为投加沸石吸附后悬浊液中剩余游离菌

量(CFU / mL)。
(2)固定化菌剂的状态观察

将新制备的沸石固定化菌剂用灭菌蒸馏水冲

洗 3 次,取出 4 ~ 5 粒装入 1. 5 mL 无菌离心管中,
按照文献[11]中的方法进行适当的预处理,使用

扫描电子显微镜(JEM-1200EX,JEOL Japan)对固

定化颗粒表面进行观察。
1. 3. 3　 固定化硫氧化菌的影响因素分析

(1)温度对固定化菌剂硫化物去除效果的

影响

在 10℃ ~50℃范围内设 5 个梯度,在初始硫

化物浓度为 600 mg / L 的 50 mL 无机盐培养基中

投加 1 g 沸石固定化菌剂,在 150 r / min 的条件下

恒温振荡 24 h 后对硫化物浓度进行定量分析,计
算对硫化物的去除率,同时设无菌沸石组做对照。

(2) pH 对固定化菌剂硫化物去除效果的

影响

将 5 份在初始硫化物浓度为 600 mg / L 的 50
mL 无机盐培养基分别调 pH 为 5. 0、6. 0、7. 0、
8. 0、9. 0,分别投入 1 g 沸石固定化菌剂,在 30℃、
150 r / min 的条件下恒温振荡 24 h 后对硫化物浓

度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对硫化物的去除率,同时设

无菌沸石组做对照。
(3)硫化物初始浓度对固定化菌剂硫化物去

除效果的影响

取 1 g 沸石固定化菌剂、相当于 1 g 固定化菌

量的菌液以及 1 g 无菌沸石分别加入到 50 mL 不

同初始硫化物浓度(200、400、600、800、1000 mg /
L)的无机盐培养基中,在 30℃、150 r / min 的摇床

中振荡 24 h 后对硫化物浓度进行定量分析,计算

对硫化物的去除率。 通过固定菌剂与未固定菌剂

的比较,探讨固定化过程对硫氧化菌硫化物氧化

去除能力的影响。
(4)固定化硫氧化菌的重复使用能力

为了探究固定化后的硫氧化菌的重复使用能

力,在 30℃、150 r / min 条件下,将 1 g 沸石固定化

硫氧化菌剂投入初始硫化物浓度为 600 mg / L 的

水体。 振荡培养 24 h 后,将沸石固定化菌剂取出

并用灭菌蒸馏水冲洗干净,再次分别投入新的水

体中,对硫化物浓度进行定量分析,重复上述步骤

5 次,每次计算对硫化物的去除率。
测定方法:实验过程中硫化物用亚甲基蓝分

光光度法测定;硫酸盐采用铬酸钡分光光度法测

定;硫代硫酸钠用碘量法测定;氨氮(NH4 -N)采用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硝酸盐氮(NO3 -N)用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溶解氧(DO)用便携式溶解

氧仪(哈希,美国)测定;盐度用盐度计测定。
1. 4　 固定化菌剂的应用分析

1. 4. 1　 固定化菌剂的应用

为了进一步放大固定化菌剂以满足实际生产

的需要,选用耐腐蚀、透水无纺土工布制作成袋

状,将沸石固定化的菌剂完全平铺于袋内,沸石颗

粒基本无重叠,进一步通过交叉缝制布袋限制颗

粒移动。 根据预试验发现 10 g 沸石固定化菌剂

刚好完全平铺于 10 cm × 10 cm 的土工布袋。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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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系统通过投饵及静置使环境中 DO <0. 5 mg / L,
将装有沸石固定化菌剂的 10 cm × 10 cm 的土工

布布袋平铺于模拟养殖系统Ⅰ的泥水交界处,在
养殖系统中覆盖率为 2. 5% 。 采用同样的处理方

法将无菌沸石布袋平铺于模拟养殖系统Ⅱ的泥水

交界处,每天监测硫化物变化。
硫化物的平均控制率计算公式为:
Y = [∑((C0t - C t) / C0t)] / t × 100% (3)

式中:C0t为加入无菌沸石后对照组每日测得

的硫化物浓度(mg / L);C t为加入固定化菌剂后实

验组每日测得的硫化物浓度 (mg / L); t 为时间

(d)。
1. 4. 2　 覆盖率对菌剂实际应用效果的影响

分别在 1、2、4、8 个 10 cm × 10 cm 土工布袋

中均匀加入 20 g 沸石固定化菌剂,沸石固定化菌

剂均平铺于袋中,依次放入养殖环境中,其平铺面

积分别占系统面积的 2. 5% 、5% 、10% 、20% 。 保

持 DO <0. 5 mg / L,每天监测养殖环境中硫化物浓

度的变化,分析等量沸石固定化菌剂在养殖环境

中使用时覆盖率对硫化物去除效果的影响,为沸

石固定化菌剂在实际养殖环境中应用时发挥最佳

效果提供数据支持。

2　 结果与讨论

2. 1　 固定化硫氧化菌剂对硫化物的去除能力

2. 1. 1　 硫氧化菌在载体上固定化后的形态

使用电镜对硫氧化菌在沸石上被吸附固定化

后的形态进行观察,结果如图 1。 从图 1 ( b)可

见,沸石内部具有较多的孔隙,微生物主要吸附在

孔洞表面,能够与外界进行底物与代谢产物的物

质交换,从而保证沸石孔隙里微生物的活性。 与

图 1(a)相比,硫氧化菌形态没有产生明显变化,
该菌为杆菌,可被成功吸附在沸石上。

图 1　 硫氧化菌固定化前(a)、固定化后(b)扫描电镜图

Fig. 1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ies before (a) and after (b) immobilization of sulfur-oxidizing bacteria

2. 1. 2　 固定化载体量及吸附菌量的确定

在使用沸石吸附固定硫氧化菌时,分别按照

每 50 mL 菌液加 0. 5、1、2、3 g 改性沸石进行固定

化,所得固定化菌剂颗粒对硫化物的去除率分别

为 20% 、29% 、31% 、33% ,表现出逐渐提高的趋

势,说明菌株吸附量随沸石用量的增加而逐渐上

升,当沸石用量大于 1 g 时,沸石固定化菌剂硫化

物去除率趋于稳定,对硫化物的去除率基本达到

最大。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随着沸石用量

的提高会增加对菌株的吸附位点,但过量沸石会

形成重叠,相对减少吸附位点。 本研究中,1 g 沸

石已最大程度的吸附了培养液中的菌株,再增加

沸石用量也不能大幅度增加吸附量。 为此,在固

定化菌剂的制备中,生长至 OD600 = 1. 4 的培养

液,微生物数量为 1. 9 × 106 CFU / mL,50 mL 菌液

最适沸石使用量为 1 g。
通过平板菌落计数分析,菌液固定化前含菌

量为 N0 = 1. 9 × 106 CFU / mL,应用 1 g 沸石吸附后

剩余悬浮液中游离菌量为 N1 = 1. 52 × 106 CFU /
mL,因此,单位质量沸石固定化菌剂中的含菌量

为 N = (N0 - N1) × 50 = 1. 9 × 107 CFU / g。 李馨子

等[12]用 2. 5% 的海藻酸钠包埋石油降解菌,含菌

量为 1. 2 × 106 CFU / g,对石油的净降解率达到

34. 1% 。 因此,该固定化菌剂所吸附的菌量也能

够满足使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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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固定化菌剂对硫化物去除的影响因素分析

(1)温度对固定化硫氧化菌硫化物去除效果

的影响

在自然养殖环境中,温度是变化最频繁的影响

因素之一,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生命活动受温度的

影响较大,只有在合适的温度范围内应用微生物才

能更好的生长繁殖,达到对污染物的高效去除效

果。 因此需要确定固定化硫氧化菌受温度的影响

情况,考察固定化硫氧化菌的最适温度,以便在实

际应用中根据温度变化对固定化菌剂使用量进行

调整,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10℃ ~ 50℃设 5 个梯

度,在 24 h 内对同浓度硫化物的去除率如图 2(a)。
由图可见,对初始硫化物浓度为 600 mg / L 的

无机盐培养基,固定化硫氧化菌在 20℃ ~ 30℃温

度下对硫化物的去除率在 43%以上,其中 30℃时

最高,可达 57% ,而在 10℃和 50℃温度下固定化

菌剂对硫化物的去除率仅为 6% 、8% ,说明该固

定化硫氧化菌可在 20℃ ~ 30℃的温度范围内较

好的发挥作用,其中 30℃时效果最佳。 将固定化

菌剂与非固定化菌剂比较发现,硫氧化菌固定前

后对硫化物去除的最适温度均为 30℃;除最适温

度外,随着温度升高或降低,非固定化菌和固定化

菌对硫化物的去除率均有所降低,但固定化菌对

硫化物的去除率仍高于非固定化菌,在完全相同

的环境条件下产生此结果,说明将硫氧化菌固定

在沸石上可以减小外界环境对固定化菌的影响,
使固定化硫氧化菌对温度变化的耐受性比未固定

化菌好。 这与武淑文等[13]的研究结果相似,他用

海藻酸钠和活性炭固定氧化亚铁硫杆菌,研究发

现固定化菌与游离菌的最适降解温度均为 30℃,
但在试验温度范围内,固定化菌的降解效率均高

于游离菌。 另外在 Dong 等[14] 的研究中发现,固
定化菌转化氨氮的最适温度也为 30℃,当温度降

低或升高时,转化率也均下降。
本研究使用的固定化硫氧化菌对温度的变化有

很好的耐受性,为该菌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在近

海养殖过程中该固定化菌剂可以被很好的使用。
(2)pH 对硫化物去除效果的影响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新陈代谢与 pH 也有密

切关系,不同的微生物生存所需的最适 pH 范围

也会有所不同,pH 过高或过低都会威胁微生物的

生命活动,从而影响对目标污染物的降解能力,因
此,探讨固定化菌剂适宜的 pH 范围对固定化菌

剂硫化物去除能力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本研究

探讨了不同 pH 条件下固定化菌剂对硫化物的去

除率,结果如图 2(b)所示。
由图可知,初始硫化物浓度为 600 mg / L,

30℃、150 r / min 振荡培养 24 h 后,固定化硫氧化

菌在 pH 为 7. 0 时对硫化物的去除率最高,为
37% ,随着 pH 升高或降低,去除率均有所下降。
与硫氧化菌液在不同 pH 下对硫化物的去除率相

比可以看出,pH 在 6. 0 ~ 8. 0 时固定化与未固定

化硫氧化菌对硫化物的去除率相近,而 pH 为

5. 0、9. 0 时固定化与未固定化硫氧化菌硫化物去

除率差异较大,特别是 pH =9. 0 时,相差了 26% 。
可见固定化后硫氧化菌比未固定硫氧化菌对外界

环境的 pH 变化特别是偏碱性条件有了更强的适

应性和耐受性。
Xu 等[15]用 Fe3O4纳米粒子固定化硫氧化菌,

研究了 pH 对固定细胞效果的影响发现,pH = 7. 0
是最佳 pH,当 pH 升高时,固定硫氧化菌的作用

效果下降。 陈水泉[16] 用火山岩颗粒吸附固定化

脱硫菌,研究了固定化脱硫菌在不同 pH 下的降

解率,结果发现,最适 pH 为 7. 5,在偏碱性条件时

固定化脱硫菌的降解率高于未固定脱硫菌,固定

化后脱硫菌对 pH 的耐受性提高。 考虑到正常养

殖海水的 pH 范围在 7. 0 ~ 8. 5,因此说明本研究

的固定化菌剂适宜在海水养殖中应用。
(3)硫化物起始浓度对固定化菌剂硫化物去

除的影响

在 30℃、pH 7. 0、150 r / min 的条件下,将菌液

加入到不同硫化物起始浓度(200、400、600、800、
1000 mg / L)的无机盐培养基中,振荡培养 24 h 对

硫化物的去除能力如图 2(c)。
由图可见,不同硫化物起始浓度下固定化硫

氧化菌剂对硫化物的去除率分别为 90% 、53% 、
37% 、28% 、18% ,经计算分别去除了约 200 mg / L
的硫化物。 说明 1 g 固定化菌剂 24 h 时对硫化物

的最大去除能力为 200 mg / L,即去除速率为 8. 3
mg / (g· h· L)。 未固定化硫氧化菌对硫化物的

去除率分别为 95% 、58% 、33% 、28% 、18% ,固定

化前后硫氧化菌对硫化物的去除率比较发现,固
定化菌剂的去除效果与未固定菌剂的去除效果相

近,说明用沸石吸附固定法对硫氧化菌的作用没

有过多破坏和损失,这为选用沸石吸附固定硫氧

化菌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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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温度(a)、pH(b)和硫化物浓度(c)对硫化物去除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pH (b) and sulfide concentration(c) on sulfide removal rate

2. 1. 4　 固定化菌剂的重复使用潜力

天然沸石对硫化物虽无明显吸附去除效果,
但沸石作为硫氧化菌生长的载体,可以为硫氧化

菌提供较为稳定的生长环境,对硫氧化菌的重复

使用提供有利条件。 由图 3 可知,固定化硫氧化

菌具有一定的重复使用能力,第一次使用时对硫

化物的去除率为 48% ,在重复使用 5 次后对硫化

物的去除率达到 28% ,虽然硫化物去除率有所下

降,但沸石并无明显变化,没有任何破损,仍然能

够使用。

图 3　 固定化硫氧化菌的重复使用能力

Fig. 3 Reproducibility of immobilized sulfur-oxidizing
bacteria

郑宇等[17]以聚乙烯醇-海藻酸钠-活性炭为载

体,包埋固定硫氧化菌群,在重复使用 5 次后固定

化菌剂对硫化物的去除率降低 15% 左右,有少量

固定小球破损。 Dong等[18] 在用海藻酸钙包埋固

定氨氧化菌时研究了固定小球的循环使用次数,
结果表明,每次使用后,都会有固定小球膨胀破

碎,第 6 次回收重复使用时,残留的固定小球膨胀

破碎很多,已无法再使用。 本研究所用固定化硫

氧化菌在重复 5 次使用后硫化物去除率虽然有较

明显的下降,但在近海养殖区环境中应用也是足

够的,而沸石本身无破损,再生后可以再次使用,
重复使用效果较好。
2. 2　 固定化硫氧化菌的应用对水质的影响

2. 2. 1　 硫化物浓度的变化

在本试验进行时,养殖系统的实际温度为

16℃,盐度为 33,pH 为 7. 5 ~ 8. 0,溶解氧在不加

曝气的情况下第 3 d 后完全降到 0. 5 mg / L 以下,
测定模拟养殖系统中硫化物的变化情况,结果如

图 4(a)。
硫化物易被海水中的溶解氧氧化[19],进而消

耗水中的溶解氧,联合微生物的呼吸作用,使水体

在不曝气的情况下快速形成缺氧环境。 从第 3 d
溶解氧完全降到 0. 5 mg / L 以下后,对照组开始产

生硫化物并迅速上升,硫化物最高达 72. 17 mg /
L,而试验组固定化硫氧化菌在缺氧条件后的第 7
d 才能测到硫化物,且仅有 1 mg / L,远远小于对照

组。 计算可知,缺氧条件下固定化硫氧化菌在 7 d
内对硫化物的平均控制率达到 99% 以上,有效的

维持了良好的养殖水质。 若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提高菌剂的使用量和覆盖度,则可能会更好

地控制硫化物的产生。
王李宝等[20] 从高硫化物含量的海水养殖池

底泥中分离出一株硫化物降解菌。 研究表明,该
菌对水生动物是安全的,并且对硫化物具有一定

的去除效果。 赵鹏等[21] 用分离纯化出的硫氧化

菌株去除污水中的硫化物。 结果表明,当硫化物

浓度为 650 mg / L 时,该菌在 4 h 对硫化物的去除

率达 95%以上。 这些研究都说明微生物在硫化

物的控制中都有着很好的应用效果。
在实际养殖过程中,由于硫化物往往是从沉

积物中扩散到水体中的,通过本研究发现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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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可以很好的控制沉积物中产生的硫化物向水

体中扩散。 因此,本研究中应用的固定化硫氧化

菌对硫化物控制效果能够满足实际需要,具有显

著的应用价值。

图 4　 固定化硫氧化菌的应用效果分析

Fig. 4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mmobilized sulfur oxidizing bacteria

2. 2. 2　 硫酸盐的变化

对投加沸石固定化菌剂和无菌沸石的模拟养

殖系统中硫酸盐进连续测定,结果如图 4(b)。
前 3 d 系统中产生的硫化物被水体中的 DO

氧化成硫酸盐,使硫酸盐浓度提高,同时消耗 DO
使其含量逐渐下降;第 4 d DO 完全降到 0. 5 mg / L
以下,固定化硫氧化菌剂的作用得以显现,第 6 d
两组均产生突变,可能是环境变化使微生物产生

一定作用效果或反应导致的,但从图中可以看出,
从第 6 d 开始,试验组中硫酸盐浓度开始大量上

升,始终高于对照组,说明是固定化硫氧化菌的作

用使环境中硫酸盐的浓度大量增长;而对照组中

随着硫化物不断产生,无菌沸石所能去除的硫化

物有限,因此产生的硫酸盐相对较少,在环境中的

硫酸盐还原菌的作用下使硫酸盐浓度呈下降趋

势。 同时对照组的变化幅度比实验组更大一些,
说明固定化硫氧化菌对水中硫化物有明显的氧化

控制效果,因此,硫酸盐未发生大幅度变化,在甘

居利等[22]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现象。
2. 2. 3　 氨氮及硝氮浓度的变化

由图 4(c)可见,固定化硫氧化菌对水中氨氮

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对照组与试验组中初始氨

氮浓度分别为 21. 31、19. 19 mg / L,在 10 d 控制过

程中,该固定化硫氧化菌对氨氮有一定的去除和

控制效果,使氨氮浓度一直在 6. 00 ~ 14. 00 mg / L
范围浮动;而对照组中的氨氮明显持续上升,最终

达到 37. 43 mg / L。
对照组与试验组中硝酸盐的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图 4-d),第 6 d 之后硝酸盐氮急剧增加,可能

是由于水中 DO 还未降为 0. 5 mg / L 时,水中的硝

化菌会将部分氨氮转化成亚硝氮,在水中 DO 降

为 0. 5 mg / L 后,前期产生的亚硝氮在环境中的反

硝化菌的作用下就会转变为硝酸盐氮。 而本研究

应用的硫氧化菌在氧化代谢硫化物的过程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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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硝酸盐为电子受体并将硝酸盐储存在细胞

内,从而参与氮的生物循环[23],因此后期试验组

中的固定化硫氧化菌可能将部分硝酸盐作为电子

受体,进而使试验组的硝酸盐氮浓度小于对照组。
左剑恶等[24] 采用升流式好氧生物膜反应器

研究了好氧无色硫细菌去除水中硫化物的可行

性,结果表明,当硫化物容积负荷达到 12 kg / (m3

·d),水力停留时间为 22 min 时,硫化物的去除

率可达 90% 以上,同时对有机物的去除率约为

10% 。 说明无色硫细菌除了对硫化物有去除作

用,对有机物也有一定的去除效果。 这为该固定

化硫氧化菌在养殖环境中使用提供了有力依据。
2. 3　 固定化硫氧化菌覆盖率对硫化物控制效果

影响

覆盖面积对硫化物的控制效果具有显著影

响,也是决定应用可行性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必要

探究固定化菌剂的覆盖率对系统中硫化物的控制

效果。 由图 5 中可以看出,当固定化硫氧化菌覆

盖率为 2. 5% 时,水中硫化物的升高速度及增幅

均远大于覆盖率为 5% 、10% 和 20% 时的增高速

度和增幅。 其中覆盖率为 5% 时的硫化物增长速

度又比 10%和 20% 略快,而 10% 与 20% 的变化

趋势则基本相同,因此 20 g 固定化硫氧化菌的最

佳覆盖率为 10% 。 说明一定量的固定化硫氧化

菌在使用时,固定化菌剂的覆盖率也会对固定化

菌剂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菌剂总量一致的条

件下,固定化硫氧化菌的覆盖率越高,对硫化物的

控制效果越好。

图 5　 不同覆盖率的固定化硫氧化菌袋对硫化物的控制

Fig. 5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coverages of immobilized sul-
fur oxidizing bacteria bag on sulfide-inhibition

3　 结　 论

采用沸石吸附固定化具有硫化物控制功能的

硫氧化菌嗜热氢弧菌(Hydrogenovibrio thermophi-
lus),载体含菌量为 1. 9 × 107CFU / g,硫氧化菌株

可以很好的吸附在改性沸石表面。 该固定化菌剂

适宜温度范围为 20℃ ~ 30℃,适宜 pH 为 6. 0 ~
9. 0,在最佳温度 30℃和最佳 pH =7. 0 条件下 1 g
沸石固定化菌剂在 24 h 时对硫化物的最大去除

能力为 200 mg / L;该固定化菌剂在重复使用 5 次

后,对硫化物的去除率仍能达到 28% ;20 g 固定

化硫氧化菌使用时最佳覆盖率为 10% 。
在海水养殖环境中,应用土工布布袋包被固

定化菌剂并平铺于泥水界面,覆盖率为 2. 5% ,可
以有效改善养殖水体质量,缺氧条件下 7 d 内对

硫化物的控制率达到 99% ,对氨氮也有一定的控

制效果,该固定化硫氧化菌在水产养殖水质改善

过程中对硫化物的控制效果具有十分明显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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