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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接种量及微量元素对水葫芦产甲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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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实验室进行了不同接种量(接种物Vs与水葫芦VS比例分别为0，0．5，1，2)、不同发酵温度(35~C， 

55~C)以及微量元素 Fe“ ，co“，Ni2+对水葫芦厌氧发酵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大接种量有利于提高水葫芦厌氧发 

酵的启动与产气率，综合产气量、原料降解率，以接种比例 1较适宜。55~C高温厌氧发酵有利于加快厌氧发酵进 

程，缩短发酵周期，但总产气量及原料降解率与35~C无区别。添加适量的微量元素可以提高前 7天总产气量，三种 

微量元素对水葫芦厌氧发酵的影响力为 Fe“ >Co2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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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 oftemperature(35℃ and 55~C)，inoculating ratio in VS(inoculum：substrate=O：1，0．5：1，1：1，2 

：1)and trace metals(Fe“，C0“，Ni“)，on methane production from water hyacinth was evaluated in laboratory batch 

assays．Results indicate that methane production rate increased when the inoculating ratio Was increased and optimal ratio 

Was found to be 1：1．Methane producing Was quicker in 550C than that in 35℃ ．but total methane production and substrate 

biodegradability were similar for both temperatures．Trace metals Fe ，Co2 
，
Ni could increase the total nlethane pro- 

duction in initial 7 days of fermentation．and the influence sequence was Fe >Co >N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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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葫芦，又名凤眼莲(Eichhormiacrassipes)，具 

有净化水体的作用，然而水葫芦生长繁殖快，日平均 

生长量可达 4．95 t·hm Ll J，如不及时处置利用，则 

会因过度繁衍造成二次污染。近年来，随着世界石 

化能源危机加剧，替代能源技术，特别是生物能源技 

术研究成为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热点领域，我国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 

将农林生物质能源技术研究作为优先发展主题，厌 

氧发酵处理水葫芦既可减少水葫芦的二次污染亦可 

获得清洁能源一沼气，显示出广泛的应用前景。 

降低处理成本，提高产气效率是厌氧发酵工艺 

成功的关键，在厌氧发酵工艺中，接种物、温度、微量 

元素是影响其进程的主要因素，本试验探讨了不同 

发酵温度、接种量、重金属微量元素对水葫芦发酵进 

程的影响，以期通过选择适宜的反应温度、接种物浓 

度，重金属微量元素达到启动快、产气量多、反应周 

期短的效果，为水葫芦厌氧发酵的规模化生产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发酵样品：取自江苏省农科院2号塘水葫 

芦，烘干后磨成粉，过 1mm筛，测得总固体含量 

( )94．56％，挥发性固体含量(VS)75．68％，总 

氮3．22％，总有机碳 37．8％，总磷 0．48％，全钾 

4．87％，微量元素：Co 0．586 mg·kg～，Ni 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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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 ，Fe 96．7 mg·kg～，Cu 11．9 mg·kg～。 

(2)接种物：取自南京城东污水处理厂排泥口， 

测得悬浮物固体浓度(MLSS)为47．38 g·L～，挥发 

性悬浮物固体浓度(MLVSS)30．37 g·L～。 

1．2 试验方法与装置 

1．2．1 不同接种量及不同温度试验 

以200 mL的血清瓶作为批量处理反应器，每处 

理加入水葫芦粉1．32 g(1gVS)，分别加人不同数量 

的接种物，使接种物 VS与水葫芦 VS比例为 0， 

0．5，1．0，2．0，再加人 5 mL质量分数为 5％的 

NaHCO，用于缓冲 pH，最后加入适量的蒸馏水，使 

瓶内液体总量为70 mL，通人氮气 5 min，以赶走瓶 

内氧气，用丁基橡胶塞密封，铝盖加封，每处理重复 

3次，35~C培养，其中接种比例为1的处理再加3次 

重复，用于 55c【=培养，发酵周期为两周。 
1．2．2 Fë

，
Co“

， Ni 三种微量元素对水葫芦产 

甲烷的影响 

试验同样在 200 mL的血清瓶中进行，采用 k 

(3 )正交表，研究 Fë ，C0“，Ni 三种微量元素 

对水 葫芦 产 甲烷 的影 响，Fë ，Co“，Ni2+以 

FeCI2·4H2O，CoCl2·6H2O，NiC12·6H20形式加入， 

正交试验因素及水平如表 1所示，添加量主要参考 

李亚新等的研究结果【2 J，各处理按设计量(表 1)加 

入所需的微量元素液后，分别加人 1．32 g的水葫芦 

粉(1 gVS)，接种物35 mL(1gVS)，5 mL质量分数为 

5％的NaHCO，，最后加入适量的蒸馏水，使瓶内液 

体总量为50 mL，通入氮气5 min，以赶走瓶内氧气， 

用橡胶塞密封，铝盖加封，试验重复 3次，35℃培养。 

表 1 正交试验因子及水平设计表 (mg·L ) 

1．3 分析项 目及方法 

(1)总固体浓度 (TS)，挥发性固体浓度(VS)， 

MLSS(悬浮物固体浓度)，MLVSS(挥发性悬浮物固体 

浓度)，总氮，总碳，总磷，总钾采用常规分析方法。 

(2)甲烷测定：GC9890A／T气相色谱仪检测， 

TCD检测器，Porapak N 4×2 m不锈钢柱，柱箱温度 

100~(2，检测器温度120~C，载气为H ，用带有开关阀的 

气密性注射器从血清瓶取1 mL气体，进人气相测定， 

得出甲烷含量，甲烷产量=甲烷含量×顶空体积。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接种量及温度对水葫芦厌氧发酵产气的 

影响 

在厌氧发酵过程中，加人一定量的微生物作为 

接种物是极为重要的，不同的接种物浓度对反应启 

动速度的影响是显著的 。 

图1是不同接种物比例对累积产甲烷量的影 

响。由图可见，不接种的处理产气几乎停滞 ，而接种 

量越大，启动越快，产甲烷越多，由此可见接种对厌 

氧发酵的启动至关重要。接种比例 2处理在发酵 6 

天后，分别比接种比例为0．5 ，1的处理累积产甲烷 

量高出36．5％和 16．0％。Moorhead研究也表明 ， 

对于N含量高(3％)的水葫芦加大接种物量可以提 

高水葫芦前 15天的总产气量，这可能是由于加大接 

种比例，增加了产甲烷菌群的数量，从而加快了产甲 

烷速度。从第 9天开始，接种比例 1与 2累积产甲 

烷量开始相差不大，至反应结束，接种比例 0．5，1， 

2三种处理累积产甲烷量分别为：161，179，183 

mL，TS降解率分别为32．75％，38．61％，39．16％， 

VS降解率分别为：55．82％，65．34％，66．92％(图 

3)。因此，在实际生产应用中，选用接种比例 1比 

较合适，这与Verma_5 J，兰吉武 等人的研究结论是 
一 致的。 

2．2 温度对水葫芦厌氧发酵产气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微生物生命活动过程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在特定种群温度范围内，温度通过影响微生物 

的酶活性，从而影响有机质的降解速率川，中温 

(35℃)和高温(55℃)温度，是厌氧发酵两种适宜的 

温度，尽管生物反应动力学表明高温消化更有优势， 

但理想的条件决定于底物的性状。在接种比例为 1 

的条件下，对水葫芦中温发酵(35~C)与高温发酵 

(55℃)进行产气比较，结果见图2。由图可见，发酵 

前 2天，55℃发酵启动要慢于 35~(2，这可能是由于 

接种物取自中温发酵，其产甲烷菌主要为中温发酵 

菌，驯化为高温菌需要一个过程。第3天开始，待高 

温甲烷菌驯化完成后，高温发酵的产气速率高于 

35℃中温发酵，到第5天，55℃高温发酵的累积产气 

量便达到了总产气量的66％，至第6天达到了总产 

气量的83％，而35℃中温发酵第5天的累积产气量 

只占总产气量的30％，至第6天占56％，到第七天 

才达到74％，但至发酵结束，中温发酵(35℃)与高 

温发酵(55℃)的总产气量并无差异，两者的 TS，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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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率也无明显差异(图3)，这表明，对水葫芦进行 

高温发酵可以缩短发酵周期，但对总产气量及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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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解率无影响，相对于中温发酵，高温发酵需要外 

界供给更多的能量，因此对于大规模的水葫芦发酵 

工程而言，中温发酵更为适宜。 

2．3 微量元素对水葫芦厌氧发酵产气的影响 

在厌氧消化过程中，微量金属元素的存在不仅 

有利于微生物细胞的合成，还可促进酶的合成或激 

活在生化反应中起催化作用的酶-8 ，相关报道也 

表明，来自重金属污染水体生长的水葫芦所获得的 

产气量要高于未污染水体生长的水葫芦 川 。本实 

验结果表明(表2)，添加Fe，co，Ni的处理(2—9)可 

以提高产甲烷速率，对反应前期的产气量影响较大， 

添加微量元素的处理产气量从产气第 1天起就开始 

大于未添加的处理 1，至发酵第 5天，处理9的产气 

量最高，其累积产气量要 比处理 1高 20％，这表明 

添加 Fe，Co，Ni主要是对产甲烷菌产生了激活作用， 

从而加快了反应速率，至反应结束，各处理的总产气 

量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所用的水葫芦材料本 

身就含有一定量的微量元素。发酵 7天，各处理之 

间的产气量达到了总产气量的73％以上，对发酵 7 

天的累积产气量进行了影响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三 

种微量元素对水葫芦厌氧发酵的影响力为 Fë > 

Co >Nin。Patel，ct al-J 研究了 FeC13，NiCl2， 

CoC1 ，CuCI2，ZnCI 对水葫芦与牛粪混合发酵的影 

响，结果也表明FeCI，的添加对提高产气量的贡献 

最大 。 

表2 微量元素处理对水葫芦产气影响正交试验及结果 

试验号 
各因素水平 

Fe 

累积产气量 ／mL 

9 d l2 d 

7天累积产气量／mL 

kl 454 452 

K2 462 472 

k3 480 473 

R 26 2l 

461 

46 9 

467 

8 

1 9 2 3 5 4 6 7 3 抛 ∞ 

" 踮 

弱 ∞ 

" 乃 " 

” " 

2  3  3  4  4  5  4  4  5  

1  2  3  3  1  2  2  3  1  

I  2  3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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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接种量、发酵温度、微量元素都对 

水葫芦厌氧发酵产气有影响。接种对厌氧发酵的启 

动至关重要，且接种量越大，产气速率也越快，通过 

实验比较，最佳接种比例为 1：1(VS之比)；高温发 

酵可以提高产气速率，缩短产气周期，但总产气量、 

原料降解率与中温发酵无区别；添加 Fe，Co，Ni可以 

提高产甲烷速率，可以提高反应前期的产气量，对三 

种微量元素的影响力分析表明 Fe >Co ’>Nï ， 

对于规模化的水葫芦厌氧发酵工程，添加一定量的 

微量元素可以缩短反应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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