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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含氮废水

进入水体引发的水质恶化及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

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潜在的威胁[1]。目前国内

外处理含氮废水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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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是一种新型生物脱氮菌，筛选出脱氮效率高的菌株并对其硝化条件进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从实验

室筛选出的异养脱氮菌 XH02 出发，通过生理生化及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其鉴定，结果表明，高效脱氮菌株 XH02 与人苍白杆菌Ochrobactrum
anthropi 的 ATCC 49188 序列同源性最高，初步鉴定为人苍白杆菌；利用响应面法对温度、转速、碳氮比（C/N）和初始 pH 值 4 个异养硝化

影响因子进行优化，得到在 10%接种量下 XH02 菌最佳硝化条件，即温度 34 ℃，转速 125 r/min，C/N 7.5，初始 pH 7.5；该条件下，在 24 h
时氨氮去除率可达 82.4%。通过 3 次平行试验验证表明，在 4 个环境影响因子优化后的条件下，该菌对氨氮的去除率为 82.2%，与预测值

相对误差为 0.3%，表明模型模拟效果良好。文章对具有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功能的 Ochrobactrum anthropi 菌用于生物脱氮的工程实践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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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n Aerobic Denitrifer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LI Zihui1， CAO Gang1，2， SHAO Jilun1， HUANG Zhengzheng1， MO Cehui1，2

（1.School of Environment，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0，China；2.Key Laboratory of Water/Soil Toxic

Pollutants Control & Bioremediation of Guangdong High Education Institutes，Guangzhou 510630，China）

Abstract：The novel heterotrophic nitrification-aerobic denitrification bacteria has been reported for the past few years，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select a high-efficient nitrogen removal strain and to optimize its denitrifying conditions. A

heterotrophic nitrifying -aerobic denitrifying bacterium was identified as Ochrobactrum anthropi with molecular biology，

physiology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shared the highest homology with Ochrobactrum anthropi ATCC 49188 sequence.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heterotrophic nitrification，including temperature，speed，C/N and initial pH，were optimized with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ts optimal denitrifying conditions were temperature 34 ℃，speed

125 r/min，C/N 7.5 and the initial pH 7.5 with 10% of inoculum. Under such denitrifying conditions，average removal rate
was 82.4% at 24 h for ammonium. Three parallel tests showed that ammonia removal efficiency was 82.2% under the
optimize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heterotrophic nitrification，with relative error of prediction and experimental test as 0.3%，

indicating the model of response surface performs well. The test demonstrated the strain has heterotrophic nitrification and

aerobic denitrification abilities，which implied promis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the heterotrophic denitrifier X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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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物理法和化学法成本高且工艺复杂，一般只能去

除水中特定形态的氮且对环境有二次污染。生物法由

于其具有成本低、操作简单、无二次污染和处理效果

好的特点，目前广泛应用于水体脱氮的过程中。传统

生物脱氮技术中硝化和反硝化是 2 个相互独立的过

程，且整个生物脱氮过程不能同时在同一空间进行，

导致其脱氮工艺较长而且复杂。鉴于此，人们提出了

一些新型生物脱氮技术，如厌氧氨氧化、短程硝化反

硝化和同步硝化反硝化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

异养硝化菌和好氧反硝化菌的发现分离，传统的生物

脱氮技术正在被打破，研究表明，异养硝化菌可以将

氨氮直接转化为羟胺、亚硝酸盐、硝酸盐，好氧反硝化

菌可以将亚硝酸盐、硝酸盐直接还原为氮气和氧化亚

氮等气态产物。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有些菌能

在有氧条件下完成反硝化，而且有些菌可以进行异养

硝化-好氧反硝化[2]。这也使得有关异养硝化-反硝化

生物脱氮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3-4]。异养硝化-好氧反

硝 化 菌 的 研 究 目 前 主 要 集 中 在 在 假 单 胞 菌 属

（Pseudomonas）、芽孢杆菌属（Bacillus）和产碱菌属

（Alcaligenes）等，而对人苍白杆菌属（Ochrobactrum
anthropi）的研究则鲜有报道。

目前人苍白杆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致病性[5]、
感染性[6]、还原重金属能力[7]等方面，而人苍白杆菌作

为具有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能力的菌株，在脱氮方

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对人苍白杆菌硝化条件的研

究有一定的意义。
目前许多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实验室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有效应用于实

际工程中，并且相关的机理研究还不够深入，需进一

步研究。
影响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生长的因素很多，

主要包括碳源、氮源、接种量、温度、pH 值、C/N、溶解

氧等，因此如 何 对 其 培 养 条 件 进 行 优 化 显 得 非 常

重 要。目前对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培养条件的

优化方法主要有单因素法和正交试验法，而应用

响应面法对该类菌硝化条件的优化较少。响应面

法是一种寻找多因子系统中最优条件的数学统计

方法，可以较精确地研究各因子之间的关系 ，从

而获得最优方案 [ 8 ]。该方法试验次数少、周期短，

能够研究几个因素间交互作用，求得的因素与响

应值间的回归方程精确度高。目前，响应面法已

应用于生物、食品、农业和化学等领域 [9-12]，如陈丽

娟等采用响应面法分析法对苯酚降解影响因素进

行优化[13]。
本文从广州大坦沙污水处理厂好氧段活性污泥

中筛选出一株高效脱氮的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

对其进行生理生化及 16S rDNA 鉴定，并利用响应面

法从温度、初始 pH 值、C/N、转速共 4 个环境因素方

面优化其硝化条件，使其达到最佳的脱氮效率，为异

养硝化菌用于生物脱氮的工程实践提供参考。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菌株来源

从广州大坦沙污水处理厂好氧段活性污泥中筛

选分离的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株，编号为 XH02。
1.2 培养基

LB 培养基：牛肉膏 3 g，蛋白胨 10 g，氯化钠 5 g，

加水溶解，补充蒸馏水至 1 000 mL，pH 7.4~7.6。用于

菌株活化。
异养硝化培养基：（NH4）2SO4 1 g，柠檬酸钠 5.20 g，

Na2HPO4 0.5 g，KH2PO4 0.5 g，MgSO4·7H2O 0.2 g，

NaCl 30 g，微量元素 2.00 mL，加水溶解，补充蒸馏水

至 1 000 mL，pH 7.0~7.5。用于菌株筛选及硝化性能

的测定。
好氧反硝化培养基：KNO3 1 g，柠檬酸钠 5.52 g，

Na2HPO4 2.0 g，KH2PO4 1.0 g，MgSO4·7H2O 0.1 g，微

量元素 2.00 mL，加水溶解，补充蒸馏水至 1 000 mL，

pH 7.0~7.3。用于菌株反硝化性能的测定。
微量元素溶液：EDTA 50.0 g，ZnSO4 2.2 g，CaCl2

5.5 g，MnCl2·4H2O 5.06 g，FeSO4·7H2O 5.0 g，（NH4）6Mo7O2·
4H2O 1.1 g，CuSO4·5H2O 1.57 g，CoCl2·6H2O 1.61 g，

加水溶解，补充蒸馏水至 1 000 mL，pH 6.0[14]。
灭菌条件：所有培养基经 121 ℃，灭菌 20 min。试

验中根据不同 C/N 调节异养硝化培养基中柠檬酸钠

的量使其符合试验要求。
1.3 主要仪器设备

THZ-C 恒温振荡器，SW-CJ-1F 型单人双面净

化工作台（苏州净化有限公司），LRH-250-A 生化培

养箱，LDZX-75KBS 立式 压 力 蒸 汽 灭 菌 器 ，Labnet
P3960 移液枪（美国莱伯特公司），YP-B10002 型电子

天平（上海光正医疗仪器有限公司），PHS-25 pH 计，

UVmini-124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PCR 仪。
1.4 菌株的硝化及反硝化特性的测定

将待测菌株分别按 10%接种量加入到异养硝化

和好氧反硝化培养基中，每隔 12 h 测定氨氮及硝态

氮的去除率。
1.5 分析方法

试验中测试指标和测定方法如下：氨氮，纳氏试

剂分光光度法；硝态氮，紫外分光光度法。
1.6 菌株的鉴定

李紫惠，等 响应面优化好氧反硝化菌的硝化影响因子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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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得到通用引物

27F 和 1492R，采用 Ezup 柱式细菌基因组 DNA 提取

试剂盒提取待测菌模板 DNA，对待测菌株基因组进

行 PCR 扩增，送出测序。
1.7 菌株硝化影响因子的优化

在以温度、C/N、转速和初始 pH 值为单一变量的

实验基础上，采用响应面法对硝化的影响因子进行

优化。

2 结果与讨论

2.1 菌株的硝化及反硝化特性曲线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设定温度为 30 ℃、转速为

120 r/min、接种量为 10%和初始 pH 值为 7.0 的条件

下，该菌氨氮及硝态氮去除率均随着培养时间的增

大而增大。该菌株在 24 h 时氨氮及硝态氮去除率

均在 75%左右，继续培养氨氮及硝态氮去除率继续

增大，在 48 h 时达到 90%左右，表明该菌株的硝化

及反硝化作用均较好。为了尽量控制可变因素，以

后每次实验接种前菌株活化时间和培养时间均取

24 h。

2.2 菌株 XH02 的鉴定

2.2.1 形态学鉴定

XH02 菌的电镜扫描结果见图 2，该菌呈细杆状，

大小为 0.5 μm×1.0 μm。

2.2.2 分子生物学鉴定

利用通用引物 27F、1492R 对菌株 XH02 的 DNA

进行 PCR 扩增，扩增产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进行测序。测序结果提交到 NCBI，经

BLAST 检索、比对并用 MEGA 5.0 构建系统发育树，

结果见图 3。由图 3 可知菌株 XH02 与人苍白杆菌

（Ochrobactrum anthropi）ATCC 49188 序列同源性最

高，达到 99%，结合菌株的形态学和生理生化特性，基

本确定菌株 XH02 属于人苍白杆菌（Ochrobactrum
anthropi）。

2.3 菌株 XH02 异养硝化的单个环境因子的最佳范

围确定

2.3.1 最佳温度的确定

温度的大小会直接影响菌株相关酶的活性和对

营养物质的吸收，适宜的温度有利于菌株在环境中

生存，有利于发挥菌株最佳的脱氮能力。一般而言，异

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的最适温度在 25~37 ℃范围

内[15]。本文选取温度分别为 20、25、30、35 和 40 ℃。由

图 4 可知，当温度较低时，氨氮去除率随温度的增

加而增加；当温度为 35 ℃附近时，氨氮去除率达到最

大值；随后，随着温度的增加，氨氮去除率降低。因此，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确定其最佳温度在 35 ℃
附近。

可见中温环境下该菌脱氮效果较好，温度较高或

较低可能会影响菌株中酶的活性从而导致脱氮效率

降低，这与姜明娇研究的高效异养硝化菌 B9 的最适

温度 35 ℃一致[16]。
2.3.2 最佳转速的确定

溶解氧的多少对于好氧型细菌的生存至关重要，

不同的好氧型细菌因其代谢机制不同，对溶解氧的需

求也不尽相同[17]，而摇床转速的变化会影响培养基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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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氧含量的多少，因此可通过摇床转速的改变来改

变培养基中的溶解氧浓度[18]。由图 5 可知，转速较低时

氨氮去除率随转速的增加而增加；当转速为 120 r/min
附近时，氨氮去除率达到最大；之后，随着转速的增加，

氨氮去除率降低。因此，确定其最佳转速在 120 r/min
左右。

可见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对溶解氧的需求是

有限的，该菌对溶解氧的需求不宜太高。这与邵基伦

研究的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 Burkhloderia sp.YX02
菌的最适宜转速为 120 r/min 一致[19]。
2.3.3 最佳 C/N 的确定

C/N 对异养硝化菌的脱氮率有显著影响，一般而

言，异养硝化菌能够处理污水的 C/N 范围为 2~10[20]。
由图 6 可知，氨氮去除率先随着 C/N 的增加而增加；

当 C/N 在 8.0 附近时，氨氮去除率达到最大值；之后，

随着 C/N 的增加，氨氮去除率降低。因此，确定其最佳

C/N 在 8.0 左右。

C/N 体现培养基中碳氮含量的关系，本试验菌株

的最佳 C/N 在 8 左右，处于正常范围，这与袁梦冬等

研究的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的最佳 C/N 为 8 的结

果一致[21]。
2.3.4 最佳初始 pH 值的确定

pH 影响生长代谢过程中各种酶的活性和培养基

中营养物质的离子化程度和有害物质的毒性，因此，

初始 pH 值是影响微生物活性的重要因素[22-23]。而大

多数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的最适宜 pH 在 6~9 范

围内[24-25]。由图 7 可知，初始 pH 值较低时，氨氮去除

率随初始 pH 值的增大而增加，当初始 pH 值在 7.0 附

近时，氨氮去除率达到最大值，随后，随着初始 pH 值

的增大氨氮去除率下降。因此，确定其最佳初始 pH 值

在 7.0 左右。

大多数细菌在 pH 为中性时生长速度最快，本试

验菌株的最佳 pH 在 7 左右时脱氮效率较高，pH 处于

正常范围内，这与邵基伦研究的异养硝化菌的最适

pH 为 7.0 的结果一致[19]。
2.4 响应面法优化 XH02 菌的异养硝化影响因子

2.4.1 Box-Behnken 试验设计

根据初期试验结果，确定温度、转速、C/N 和初始

pH 值的中心点分别为 35 ℃、120 r/min、8.0 和 7.0。表

1 是响应面优化 XH02 的硝化影响因子及水平，采用

Design-Expert.V8 软件对试验结果进行 4 次回归方程

预测及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2.4.2 四次回归拟合及方差分析

以第 24 小时时的氨氮去除率为响应值，采用

Design Expert.V8 软件对表 2 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得到回归方程式：氨氮去除率=81.89-2.10A+1.41
B-1.35C+1.47D-1.60AB+1.47AC-1.88AD+1.51BC+
1.89BD -12.34A2 -7.40B2 -4.41C2 -3.89D2 +3.46A2B +
2.22A2D-1.11AC2+0.73B2C+3.75A2B2。式中：A 为温

度；B 为转速；C 为 C/N 比；D 为初始 pH 值。
对所得模型进行方差分析可知（表 2），模型 P<

0.000 1，说明四次回归方程极显著；失拟项 P 为

0.135 3>0.05，差异不显著，不必引入更高次项，模型

选择正确；模型 R2=0.997 1，说明四次回归模型能较好

地反映响应值的变化，模型预测值和响应值之间有很

高的相关性。

李紫惠，等 响应面优化好氧反硝化菌的硝化影响因子

表 1 Box-Behnken 试验设计因子及水平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for Box-Behnken design

水平
影响因子

A：温度/℃ B：转速/r·min-1 C：C/N D：初始 pH 值

-1 30 90 6 6
0 35 120 8 7
1 40 150 10 8

29



第 39 卷

温度、转速、C/N、初始 pH 值的一次和二次项即

温度和转速、温度和 C/N、温度和初始 pH 值、转速和

C/N、转速和初始 pH 值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氨氮去除

率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由于 C/N 和初始

pH 值之间即 CD 项对模型影响不显著，因此模型中

不包含 CD 项。
2.4.3 响应面分析及最佳异养硝化条件确定

根据该回归方程作响应面图，分析转速、温度、
C/N 和初始 pH 值对 XH02 菌去除氨氮的影响，图 8
显示了 4 个影响因子相互之间的响应面，每个响应面

图分别代表 2 个独立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此时另

外 2 个变量保持在中心点水平不变。由图 8 可知，5 个

响应面均为开口向下的凸形曲面，从其倒映的等高线

图可以直观地看出两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等高线的

形状反映出交互作用的强弱，圆形表示两因素交互作

用不显著，等高线形状越接近椭圆则表示两因素间交

互作用越强。图 8 中的（a）、（d）、（e）的等高线呈圆形，

而图 8（b）、（c）值的等高线呈近似圆形，这表明，温度

和转速、转速和 C/N、转速和初始 pH 值、温度和 C/N
及温度和初始 pH 值之间基本上无交互作用。从图中

还可直观地看出温度、转速、C/N 和初始 pH 的最佳

值分别在 32~36 ℃、120~126 r/min、7.5~8.0 和 7.0~7.5
范围内。

从图 8 中可知，回归方程存在稳定点，即存在极

大值点使得响应值取得最大值，由回归方程可得到最

佳异养硝化条件：温度 34.32 ℃、转速 123.93 r/min、
C/N 为 7.69 和初始 pH 值 7.26，此时苍白杆菌的硝化

效率最高，达到 82.4%。考虑到实际操作的便利，将最

佳的硝化条件修正为温度 34 ℃、转速 125 r/min、C/N
7.5 和初始 pH 值 7.5。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显著性

模型 1 309.49 18 72.75 191.24 <0.000 1 **
A 35.36 1 35.36 92.96 <0.000 1 **
B 15.96 1 15.96 41.96 <0.000 1 **
C 14.63 1 14.63 38.47 0.000 1 **
D 17.17 1 17.17 45.13 <0.000 1 **
AB 10.18 1 10.18 26.75 0.000 4 **
AC 8.70 1 8.70 22.88 0.000 7 **
AD 14.14 1 14.14 37.16 0.000 1 **
BC 9.06 1 9.06 23.82 0.000 6 **
BD 14.29 1 14.29 37.56 0.000 1 **
A2 640.80 1 640.80 1 684.48 <0.000 1 **
B2 230.66 1 230.66 606.35 <0.000 1 **
C2 110.96 1 110.96 291.67 <0.000 1 **
D2 86.54 1 86.54 227.48 <0.000 1 **
A2B 31.88 1 31.88 83.80 <0.000 1 **
A2D 13.14 1 13.14 34.55 0.000 2 **
AC2 3.30 1 3.30 8.68 0.014 6 *
B2C 1.43 1 1.43 3.76 0.081 2
A2B2 18.70 1 18.70 49.16 <0.000 1 **
残差 3.80 10 0.38

失拟项 3.16 6 0.53 3.28 0.135 3
纯误差 0.64 4 0.16
总误差 1 313.29 28

表 2 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regression equation

注：R2=0.997 1；R2
Adj =0.991 9。** 表示影响极显著，P<0.01；* 表示影响

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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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验证实验

在以上确定的最优条件下，进行 3 次平行实验，

所得氨氮去除率分别为 81.8%、82.3%、82.5%，平均氨

氮去除率为 82.2%。实测值与模型预测值相对误差为

0.3%，说明模型模拟效果良好。
响应面法在实验条件寻优过程中，可以连续的对

实验的各个水平进行分析，且能研究几种因素间的交

互作用。与验证实验结果比较，采用响应面优化的得到

的 XH02 菌的异养硝化条件准确可靠，具有实用价值。

3 结论

本文从好氧段活性污泥中筛选出一株高效异养

硝化-好氧反硝化菌株，经鉴定确定为人苍白杆菌属。
本文通过响应面法对 Ochrobactrum anthropi 菌的

温度、转速、C/N 和初始 pH 值共 4 个硝化影响因子进

行优化，得到在 10%接种量下 Ochrobactrum anthropi
菌最佳硝化条件，即温度 34 ℃，转速 125 r/min，C/N
7.5，初始 pH 7.5；该条件下，Ochrobactrum anthropi 菌

在 24 h 时对氨氮的实际去除率为 82.2%，与预测值相

对误差为 0.3%。响应面法对于优化异养硝化-好氧反

硝化菌的脱氮条件具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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