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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球对表面流人工湿地氮磷时空分布的影响

黄垚洇， 石雷*， 张玉瑜
（暨南大学环境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为探讨聚丙烯球对表面流人工湿地内氮、磷时间和空间分布的影响，文章采用室外对照实验的方法，构建了表面流湿地-聚

丙烯球组合装置（系统A）、表面流湿地（系统B）、聚丙烯球装置（系统C）及空白对照4套平行小试装置，对4套装置3个不同水层高度氮、

磷时间和空间降解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引进聚丙烯球的表面流人工湿地（系统A）的NH4
+-N、TN、TP去除效果均优于其余3个系

统；系统A最高的氮磷去除率发生在第0~3天，第6天氮磷出水浓度即可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而没放置聚丙烯球的系统B则需要第9天

才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因聚丙烯球微生物挂膜，系统A的上、中、下水层NH4
+-N、TN、TP浓度均低于其余3个系统。时间上，聚丙烯球

通过提高氮磷去除效率来影响表面流人工湿地氮磷在时间上的分布；空间上，聚丙烯球通过增加水层中的微生物量来促进不同水层氮

磷的去除，对上水层的促进作用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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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lypropylene Pellet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Surface Wetland

HUANG Yaoyin， SHI Lei*， ZHANG Yuyu
（School of Environ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olypropylene pellet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itrogen and phospho⁃
rus in free water surface constructed wetland, an outdoor experimental control method was used. Four parallel units of pilot-
scale constructed wetlands were built, and they are free water surface constructed wetland with polypropylene pellets (System
A), free water surface constructed wetland (System B), only polypropylene pellets (System C) and blank control, respectively.
The nitrogen, phosphorus temporal and spatial degradation of three different water layers in four systems were studi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NH4

+-N, TN and TP in the surface-flow constructed wetland (System A) with polypro⁃
pylene pellets were best in all systems; the most efficient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of System A occurred in days 0-3,
the surface water III standard can be reached on the 6th day, while the System B without the polypropylene pellets reached the
surface water III standard on the 9th day. The mass concentration of NH4

+-N, TN and TP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water
layers of System A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hree systems due to the exist of microbial membrane of polypropylene pel⁃
lets. In temporally, polypropylene pellets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surface-flow constructed wet⁃
lands by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spatially, polypropylene pellets promoted the removal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different water layers by increasing the amounts of microorganisms in the water layer. The pro⁃
motion of the upper water layer is most obvious.
Key words：free-water surface constructed wetland; polypropylene pellet;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
tribution

表面流人工湿地接近于自然湿地，水流在湿地床

表面以水平推流方式前进，水深一般为 0.1~0.6 m，主

要依靠水流行进过程中通过与植物及其根部的生物

膜接触对污水进行净化，达到净水的目的；表面流湿

地具有投资少、运行成本低、操作方便等优点[1]。由于

表面流湿地床内部比表面积小，少量的微生物只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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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生长于植物根部，污染物质与植物、微生物等接触

机会少，导致污染物质的同化、降解反应无法充分进

行，所以悬浮物、氨氮、有机质等去除率偏低[2]。尽管

表面流人工湿地污染物质处理效果逊色于潜流人工

湿地，但其操作方便、运行成本低的优点使其更灵活

应用于复杂的工程条件[3]。聚丙烯球具有比表面积

大、孔隙率高、易挂膜等特点，作为微生物膜载体材料

被广泛应用于污水生物处理[4-6]。作者尝试将聚丙烯

球作为微生物膜载体引入表面流人工湿地，试图增加

表面流人工湿地微生物量，从而提高表面流人工湿地

脱氮除磷能力[7]。

本实验构建了 4套平行小试装置：表面流人工湿

地-聚丙烯球组合装置（系统A），即在表面流人工湿

地中放置聚丙烯球；表面流人工湿地装置（系统B），

即常规的表面流人工湿地，只有土壤基质和植物，没

有聚丙烯球；聚丙烯球装置（系统C），即只有土壤基

质和聚丙烯球，没有植物；空白对照，即只有土壤基

质，没有植物和聚丙烯球。考察4套装置在水力停留

时间 12 d的工况条件下对模拟富营养化湖泊水的净

化效果。研究聚丙烯球对表面流人工湿地去除氮磷

时空分布的影响，验证聚丙烯球是否可作为微生物膜

载体材料引入表面流人工湿地，提高表面流人工湿地

脱氮除磷的能力。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装置概述

长×宽×高分别为1.5 m×0.6 m×0.85 m（图 1）。其

中①出水阀，②土壤基质，③聚丙烯球，④筒状微生

物挂膜装置，⑤水泥砖墙。筒状微生物挂膜装置高

约 50 cm，由筛网制成，内有 5个聚丙烯球，聚丙烯球

直径为 10 cm；系统A与C各放置 15个筒状微生物挂

膜装置。设计水位为50 cm；系统A、B的湿地植物选

用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设计水力停留时间

为 12 d。各系统从土壤表面往上量 45、25、5 cm处分

别安装了 PVC出水管，分别采集上、中、下 3个水层

的水样。

1.2 原水水质

COD、NH4
+-N、NO3

--N、TN、TP平均进水浓度分

别为115.63、3.78、2.93、9.29、0.17 mg/L。
1.3 测定方法

1.3.1 水质分析

水样检测包括DO、NH4
+-N、NO3

--N、TN、TP，测
定方法参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8]。

1.3.2 聚丙烯球、底泥、根际微生物总DNA提取

装置连续稳定运行6个月后，分别提取系统A上、

中、下层聚丙烯球、底泥及根部，系统B底泥、根部，系

统C上、中、下层聚丙烯球、底泥，空白对照的底泥；用

于微生物总DNA提取，提取方法参考Scollo发表的论

文[9]。提取出来的DNA一部分放置于-20 ℃保存，其

余部分在 0.70%的琼脂糖凝胶中做电泳检测分析，并

将电泳条带进行扫描拍照。

1.3.3 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序

PCR扩增引物为细菌16s rDNA, 338F 1' ACTCC
TACGGGAGGCAGCAG 3'，806R 3' GGACTACHV
GGGTWTCTAAT 3'，PCR扩增产物用 Illumina Miseq
测序平台,用双端测序分析。PCR产物用2%琼脂糖凝

胶电泳检测,使用AxyPrepDNA凝胶回收试剂盒切胶

回收PCR产物，2%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聚丙烯球对氮素时空分布的影响

2.1.1 氨氮浓度时空分布特征的影响

NH4
+-N进水浓度为3.78 mg/L，NH4

+-N进水负荷

为 0.16 g/(m3·d)。各系统NH4
+-N浓度时间、空间（纵

向）分布规律如图 2所示。引入聚丙烯球的系统A与

C，3个不同水层高度的NH4
+-N浓度最大降解速率均出

现在第0~3天，其最大降解速率分别为0.79 mg/(L·d)和
0.64 mg/(L·d)。系统B与空白对照第 0~3天降解速率

分别为 0.26 mg/(L·d)和 0.30 mg/(L·d)。与系统A、C
相比，系统B的NH4

+-N浓度最大降解速度发生在第

6~9天，最大降解速度为 0.49 mg/(L·d)。系统A与C
第 6天NH4

+-N平均出水浓度分别为 0.62 mg/L、0.77
mg/L，达到了地表水环境Ⅲ类标准；系统B则需第 9
天NH4

+-N出水浓度才能达到地表水环境Ⅲ类标准。

各系统上、中、下水层（分别从土壤表面往上量45、25、
5 cm）的氨氮去除率如图 3所示。结果表明，3个水层

的NH4
+-N去除率均遵循着系统A>系统C>系统B>空

白对照的规律，表明聚丙烯球有效促进3个不同水层

高度NH4
+-N的去除。植物系统A、B最高NH4

+-N去除

率发生在上层（45 cm处），分别为90.42%和90.65%；下

层次之，中间层的NH4
+-N去除率最低；系统A、B下层

和中间水层的氨氮去除率分别为 86.50%、85.29%和

83.91%、80.60%。而无植物的系统C和空白对照，最

高的NH4
+-N去除率出现在上层（45 cm），中间层次之

（25 cm），下层的NH4
+-N去除率最低；系统C和空白

对照的纵向NH4
+-N去除率表现出从上往下递减的规

律。其原因可能与不同水层溶解氧浓度有关，植物系

统A、B底部植物须根能够分泌少量溶解氧[10]，使得系

统A、B下层溶解氧略大于中层（表 1）；而没有植物的

系统C、空白对照下层溶解氧低于中层，硝化反应过

76



第7期 黄垚洇，等 聚丙烯球对表面流人工湿地氮磷时空分布的影响

程中需要O2作为电子受体[11]，使得植物系统A、B下水

层NH4
+-N去除效果优于中水层，而没有植物的系统

C、空白对照下水层NH4
+-N去除效果比中水层差。对

比系统A与B，由于聚丙烯球的引入增加了湿地床的

微生物量，使得系统A的3个水层NH4
+-N去除效果均

优于系统B。对比系统A与C，尽管 2个系统均引入

了聚丙烯球增加了系统内部微生物数量，但是由于植

物的存在，系统A溶解氧浓度高于系统C，使得系统A
的3个水层高度NH4

+-N去除效果均优于系统C。

2.1.2 聚丙烯球上微生物种群分布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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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聚丙烯球上微生物物种组成。如图 4所示，

门水平上，聚丙烯球上的微生物种群占比例最高的前

5种菌门分别是Proteobacteria（变形菌门）、Chloroflexi
（绿弯菌门）、Firmicutes（厚壁菌门）、Acidobacteria（酸

杆菌门）、Bacteroidetes（拟杆菌门）。其中Proteobacte⁃
ria（变形菌门）是聚丙烯球中最优势的种群，所占比例

为 39%~78%；Proteobacteria（变形菌门）在水处理分解

COD以及脱氮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属水平

上，聚丙烯球上的优势菌种为 Uliginosibacterium、

Rhodobacter、Dechloromonas、Anaeromyxobacter、Pro⁃
pionivibrio。从图 5系统发育树来看，Uliginosibacteri⁃

um、Rhodobacter、Dechloromonas、Anaeromyxobacter、
Propionivibrio属Proteobacteria（变形门），主要起到分

解COD和脱氮的作用。PCoA分析可用来研究样本

微生物群落组成的相似性或差异性，运用方差分解，

将多组数据的差异反映在二维坐标图上（PCoA图），

样本间的分散和聚集可以反映物种结构的相似程度。

如样本物种组成越相似，反映在PCoA图中的距离越

近，反之越分散。从图 6可知，系统A与C，各自系统

不同高度聚丙烯球上的微生物群落结构、物种组成相

似，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系统B土壤的微生物种类

与该系统植物根际的微生物种类相似度不高，与其余

上层

中间层

底层

上层

中间层

底层

上层

中间层

底层

系统A

第0天

6.49±0.59

6.86±0.71

6.75±0.18

系统A

第6天

0.90±0.16

0.68±0.13

0.82±0.16

系统A

第12天

3.39±0.08

2.88±0.04

3.22±0.06

系统B

7.01±0.23

7.16±0.19

6.72±0.33

系统B

0.74±0.12

0.56±0.04

0.71±0.03

系统B

3.03±0.08

2.91±0.08

3.06±0.07

系统C

6.91±0.18

7.00±0.24

6.73±0.37

系统C

0.76±0.04

0.61±0.00

0.58±0.04

系统C

3.14±0.07

2.81±0.11

2.66±0.11

空白对照

6.73±0.56

6.99±0.40

7.16±0.20

空白对照

0.60±0.01

0.53±0.03

0.48±0.00

空白对照

2.07±0.06

1.81±0.10

1.65±0.12

系统A

第3天

1.20±0.19

0.78±0.10

1.20±0.11

系统A

第9天

1.54±0.13

1.22±0.07

1.40±0.01

系统A

系统B

0.95±0.09

0.73±0.06

0.84±0.07

系统B

1.44±0.16

1.12±0.07

1.34±0.08

系统B

系统C

1.12±0.00

0.83±0.08

0.72±0.01

系统C

1.28±0.13

1.09±0.05

1.01±0.06

系统C

空白对照

0.73±0.15

0.62±0.06

0.56±0.08

空白对照

1.02±0.10

0.83±0.07

0.64±0.08

空白对照

表1 溶解氧时间、空间（纵向）浓度分布（均值±标准偏差）
Table 1 Longitudinal distribu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with time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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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差异较大；而空白对照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

构、物种组成与其余系统的微生物群落结构、物种组

成差异较大。因此对系统A、C来说，同一系统不同水

层NH4
+-N去除效果的差异主要由溶解氧浓度的差异

导致。由此可推断出，溶解氧和聚丙烯球均是影响表

面流人工湿地床内NH4
+-N去除效果以及时空分布的

因素；时间上，聚丙烯球可加快NH4
+-N的去除；空间

上，聚丙烯球的引入可促进不同水层的NH4
+-N去除，

这种促进作用在上水层最为明显，其原因是上层溶解

氧浓度较高。

2.1.3 硝态氮浓度时空分布特征的影响

图 7和图 8表明各系统内（包括空白对照）大部分

NO3
--N的去除发生在 0~3 d，超过 50%的NO3

--N于

第 3天即被去除。NO3
--N的去除表现为，上、中水层

系统A>系统B>系统C>空白，下水层则系统B>系统

A>系统C>空白；NO3
--N浓度数据表明聚丙烯球的引

入并没有促进NO3
--N的去除。其原因可能是NO3

--N
是氮素转化过程中的中间产物，单纯观察NO3

--N浓

度变化难以定论聚丙烯球是否可促进NO3
--N的去

除。4个系统 3个不同水层高度的NO3
--N去除率均

很高，去除效果最差的空白对照，其NO3
--N去除率也

能达到85%以上；系统A、B、C中3个不同水层高度的

NO3
--N去除率均能达到90%以上。数据表明各系统

NO3
--N的有效去除，说明了系统内可生物降解的碳

源充足，有助于反硝化的进行。

2.1.4 总氮浓度时空分布特征的影响

图 9、图 10所示TN的纵向分布类似于NH4
+-N，

植物系统A、B的TN去除效果上层>下层>中层，系统

A、B上层、下层的 TN去除率分别是 84.86%、79.82%
以及 80.25%、75.88%；其中原因可能是系统A、B的上

层、下层由于大气复氧、根系泌氧作用使得上层、下层

溶解氧高于中层（表 1）；从而有利于NH4
+-N的去除，

黄垚洇，等 聚丙烯球对表面流人工湿地氮磷时空分布的影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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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部分TN的去除主要在于NH4
+-N被去除。而系统

C以及空白对照，TN的去除效果上层>中层>下层，TN
去除率随着深度增加而降低（图 10）；系统C、空白对照

的溶解氧也遵循着上层>中层>下层的规律（表 1）；结

果表明植物系统的根系有利于改善系统内部的溶解氧

环境。类似于NH4
+-N，系统A、C大部分TN的去除发

生在0~3 d，而植物系统B大部分TN的去除发生着6~
9 d。TN去除率在上、中、下层均遵循着系统A>系统C>

系统B>空白的规律，表明聚丙烯球的引入有助于提高

TN的去除率。由此可推断出，聚丙烯球主要通过影响

表面流人工湿地床内NH4
+-N去除效果以及时空分布

的因素来影响TN的去除；时间上，聚丙烯球可加快TN
的去除；空间上，聚丙烯球的引入可促进不同水层的

TN去除，这种促进作用在上水层最为明显，其原因是

上层溶解氧浓度较高，NH4
+-N去除效果最好。

2.2 聚丙烯球对磷素时空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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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1和图 12，各系统大部分TP的去除发生在

上层45 cm，TP去除率从上层到下层逐渐下降。TP的

去除率在上、中、下层均遵循着系统A>系统C>系统B>
空白对照的规律；表明聚丙烯球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提高

系统A、C的TP去除率。各系统大部分TP的去除主要

发生在0~3 d，随后TP的去除速率开始减慢。图4中，

在门水平上，聚丙烯球上的微生物中Acidobacteria所
占的比例为3%~16%，Acidobacteria属聚磷菌中的优势

菌种，在污水除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由此可推

断聚丙烯球上存在Acidobacteria（酸杆菌门），充足的

微生物量使得系统A与C各水层TP浓度均低于其余

没有聚丙烯球的 2个系统。聚丙烯球以增加湿地床

内微生物量的方式，在时间上，可加快TP的去除；空

间上，也会影响 TP浓度的分层，聚丙烯球的引入可

促进不同水层TP的去除，这种促进作用在上水层最

为明显。

3 结论

聚丙烯球引入到表面流人工湿地后，可通过自然

挂膜的方式增加利于脱氮除磷的微生物数量。在时

间上，聚丙烯球可提高NH4
+-N、TN和 TP的去除效

率，从而达到缩短表面流人工湿地设计水力停留时间

的目的；空间上，聚丙烯球的引入也会影响表面流人

工湿地 NH4
+-N、TN 和 TP 的分层，促进不同水层

NH4
+-N、TN和TP的去除，这种促进作用在上水层最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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