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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 CSTR反应器处理水葫芦挤压汁研究 

叶小梅 ，周立祥 ，严少华。，常志州。，杜 静 

(1．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在中温 (35℃)条件下 ，应用改进的 CSTR反应器对新鲜水葫芦汁进行厌氧发酵试验，采取逐步提高 

有机负荷的运行方式，将有机负荷由0．5 kg COD·m ·d 逐步提高到 5．0 kg COD·m ·d～，HRT (水力 

滞留时间)也由起始的 5 d逐步缩短至 2．5 d，系统运行 40 d，结果表明：系统启动迅速，运行至第 30 d，反应 

器容积负荷达到 5 kg COD·m ·d ，此后在 HRT为2．5 d条件下，稳定运行 10 d，其 COD的去除率在75 

以上，容积产气率可达 1．1 m。·m ·d ，甲烷含量>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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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erobic digestion of water hyacinth Juice in CSTR reactor 

YE Xiao—mei ，ZHOU Li—xiang ，YAN Shao—hua ，CHANG Zhi—zhou ，DU Jing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5，China；2．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Jiangsu Agricultural Waste Treatment 

and Recycle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Nanjing，Jiangsu 210014，China) 

Abstract：Feasibility of using water hyacinth juice for methane production in a 10 L stirring tank reactor(CSTR)at 

35℃ was studied．The entire process took 40 days，and the organic loading rate was increased step by step from 0．5 

kg COD ·m一。·d一 to 5 kg COD ·m 。·d ．The CSTR started up quickly．and after 30 days．the organic load— 

ing rate reached 5 kg COD ·m-。·d with 75 COD removal rate．HRT was reduced by half，from 5 days to 2．5 

days，while the volume biogas production rate reached 1．1 m。·m ·d with a methane content of 65 ．In pro— 

cessing，the effluent pH was stable between 7．2— 7．6，indicating that the reactor was adequate in handling the in— 

creased organic loading。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water hyacinth juice could be used as a substrate for methane 

production，and that the CSTR anaerobic digestion system could be effectively employed for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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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资源化利用是水葫芦利用的主要两种方 

式[1]。堆肥适宜水分为 60 左右，而水葫芦含水 

量高达 93 ～96 ，因此难以直接堆肥 ，虽然水 

葫芦挤压脱水可较好地解决水葫芦堆肥困难，但仍 

面临着水葫芦挤压汁处置问题。研究表明，水葫芦 

是良好的厌氧发酵原料，产气潜力可达 290～640 

mL·gTs-lie]，因而成为近年来水葫芦利用研究的 

热点。但水葫芦具有易飘浮的特征，使得厌氧发酵 

进、出料困难，且容易堵塞反应器f3 j，众多研究 

者进行了水葫芦厌氧发酵工艺改进研究，其基本思 

路是将单相法改进为两相法或三相法发酵，即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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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先酸化，取其酸化液进行发酵。Abbasi等[5] 

将水葫芦放在一个可连续搅拌的酸化反应器中，用 

部分畜禽粪便作为接种物，让水葫芦进行发酵，将 

发酵产生的挥发性有机酸引入 UAF (上流式厌 氧 

滤池)反应器中进行厌氧发酵，产气量为 0．38 

m。·kg ·d_。，甲烷含量 6O 。Sharma等 设 

计了一种常规的批次式发酵工艺，该工艺由3种不 

同功能的反应器构成，即碱预处理反应器、酸化反 

应器与厌氧消化反应器 ，利用这种工艺，可以获得 

稳定的产气速率。周岳溪等则采用了厌氧固体产酸 

相一上流式折板生物膜产甲烷相组成的两相厌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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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处理鲜水葫芦，试验结果表明，该工艺运行稳 

定，平均产气量为 100 mL·g (鲜水葫芦)，气 

体中甲烷含量高达 73．3 ～83．4 _7]。陈彬等设 

计构建了酸化池与产气池两级反应池，该工艺80 d 

的平均原料产气率达 0．305 m。·d-l[ 。然而，以 

上水葫芦的厌氧发酵工艺较为复杂，操作繁琐，酸 

化时间长，占地面积大，投资高，难以达到水葫芦 

产业化利用的要求 。 

查国君等_g 对滇池水葫芦固液分离后的水葫芦 

汁进行了厌氧发酵研究，结果表明，水葫芦汁的产 

气潜力 为 2．192 mL·g_。，COD 降解 率达 到 

91．27 ，表明水葫芦挤压汁同样具有 良好的厌氧 

发酵特性，且与两相或三相法相 比，水葫芦汁厌氧 

发酵不需要任何的预处理措施。本试验应用 CSTR 

工艺对水葫芦挤压汁进行连续运行 ，以期为水葫芦 

的规模化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水葫芦取自江苏省农科院水葫芦资源化利用中 

试基地 ，汁液为新鲜水葫芦经固液分离机所得，其 

主要性状见表 1。 

表 1 水葫芦汁的主要性状 

Table 1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hyacinth juice (单位：g·L ) 

1．2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 1所示。CSTR反应器的总容积 

为 10 L，有效容积为8 L，反应器针对水葫芦汁悬 

浮物高的特点在反应液面上加装有侧搅拌装置，用 

于搅拌浮在表层的浮渣 ，同时，将反应器出料 口底 

端向下延伸至中部，避免悬浮物未经消化便被排出 

反应器之外。温度通过自动加热控制系统，稳定在 

35℃。水葫芦汁通过蠕动泵在反应器底部进料，出 

水经过沉淀后，沉淀下来的污泥隔天进行回流，回 

流比为 1：1，气体产量通过 自制的气体计量仪计 

量 。 

沿气 

图 1 CSTR试验装置系统 

Fig．1 Experimental setup of CSTR system 

1．3 CSTR反应器的启动与运行 

接种物取 自南京市江心洲污水处理厂剩余污 

泥，总固体浓度 (TS)为 14．7 ，挥发性固体浓 

度 (VS)为 7．37 ，试验开始时加入 3 L接种污 

泥及 5 L含 2 g·L 的葡萄糖溶液，待产气结束 

后，开始进行连续进、出料。起初 ，每 日加入 2 L 

稀释 5倍的水葫芦挤压汁原液 ，产气量稳定后，逐 

步降低稀释倍数，提高进料浓度，12 d后反应器 

直接进原液，之后逐步提高进料量，最终有机负荷 

提高至 5 kg COD·m ·d 左右。 

1．4 分析项目与测定方法 

总固体浓度 (TS)和挥发性固体浓度 (VS) 

采用常规分析方法 ，TS：105±5℃恒温箱 中烘至 

恒重 ；VS：550士 2O℃马福炉中灼烧至恒重；pH 

值采用雷磁 pHS一2F酸度计测定；甲烷含量：气 

相色谱法，采用 C9890A／T气相色谱仪，每天用 

气密性注射器于气体取样口抽取 1 mI 气体，进行 

甲烷含量测定 ；TCOD：重铬酸钾氧化 一微波消解 
一

比色法；SCOD：将样品在 5 000 r·min 的转 

速下离心 10 rain，取上清液，0．45 Fm 滤膜过滤， 

之后用重铬酸钾法测定 ，碱度采用滴定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气量、容积负荷、甲烷含量的变化 

由图 2可知，通过逐步提高系统进料负荷及缩 

短水力停 留时间的方式来提高容积负荷运行 ，在 

30 d内便由最初的0．5 kg COD·m ·d 有机负 

荷顺利提高至 5．0 kg COD·m ·d_。，且系统运 

行稳定。在整个运行过程中系统没有因为出现负荷 

变化而导致产气量突然下降的情况，且沼气产量随 

着容积负荷的提高而快速增加，当容积负荷由 2．0 

kg COD·m ·d 提高至 4．0 kg COD·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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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水力滞留时 间 (HRT)由 5 d缩短至 3．3 d 

时 ，沼气产量由3 500 mL左右增加至 9 000 mL左 

右，至 5．0 kg COD·m ·d 负荷时，HRT缩 

短至 2．5 d，沼气产量达 11 000 mL以上，容积产 

气率达 I．1 m。·m ·d-。。罗钢等n 在 55℃ 条 

件下，应用 CSTR反应器对含高浓度悬浮物的木 

薯酒精废水进行厌氧处理，运行 53 d负荷提高至 5 

kg c0D·m ·d一，而本系统在30 d便可达到这 
一 负荷，这可能是因为水葫芦经挤压后，难降解的 

纤维素类大分子物质大部分残留在固体里，那些易 

降解可溶性小分子物质则保留在挤压汁中，这些有 

机养分能被系统快速降解利用转化为甲烷。水葫芦 

汁的原料产气率随着有机负荷的提高而增加 (图 

3)，当容积负荷提高至 4 kg COD ·m ·d一，产 

气率达到最高，平均达 0．23 m。·kg_。COD，之 

后，容积负荷提高至 5 kg COD·m ·d。。，产气 

率维持在 0．22 m。·kg～COD，对气体组分的气相 

色谱分析结果表明 (图4)，水葫芦汁发酵所得的 

沼气品质高，初启动甲烷含量达 53 ，3 d后甲烷 

含量便达到6O％以上，之后随着容积负荷的提高， 

甲烷含量期甲烷含量保持在 65 ～7O 之间，胡 

晓明等__1 经过 25 d的发酵周期，测得水葫芦汁产 

气潜力为 o．312 m。·kg_。COD，甲烷含量最高达 

60 ，而本系统水葫芦汁滞留时间为2～3 d，便可 

达到该产气潜力的 70 。由此可见，采用 CSTR 

对水葫芦汁进行厌氧发酵，工艺简单，所需反应器 

体积小，且容积产气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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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运行过程中产 气量 随有机负荷的变化 

Fig．2 Biogas production at varying organic loading rates 

during fermentation 

2．2 酸碱度的变化 

pH值和碱度是厌氧消化反应的重要控制因 

素，产甲烷菌群对反应 pH要求严格，适宜的 pH 

值在 6．5～7．5范围内[1 。对反应器出水的碱度分 

析表明 (图5)，启动初期，出水碱度较低，随着 

容积负荷的提高，CSTR反应器的出水碱度随着升 

高，当容积负荷达 2 kg c0D·m ·d 时，出水 

碱度达到了1 000 mg·L 以上，至最高容积负荷 

+ COD产气率—◆一容积负荷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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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产气率随有机负荷的变化 

Fig．3 Biogas production rates at different organic loading 

rates 

8。 

； 60 
V  

40 

孽20 

0 

5 10 I5 2O 25 3O 35 40 

运行时间 (d) 

图 4 甲烷含量的变化 

M ethane contents during fermentation 

5 kg COD ·m ·d 时，出水 碱度维持在 2 000 

mg·L 左右，均在维持厌氧反应器运行的正常浓 

度范围 1 000 5 000 mg·L 之内I_】引。对进出料 

的pH分析也表明，该反应系统具备良好的缓冲性 

能 ，反应器一共运行了 40 d，在整个运行过程 中， 

没有人为进行调节酸碱度，虽然进料的水葫芦汁 

pH<6．2，但在整个提高负荷运行阶段，出水 pH 

值一直稳定在 7．O～7．5之间 (图 6)，这为产甲烷 

菌群的生长及活性的提高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从而 

提高了系统的抗负荷冲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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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碱度随有机负荷的变化 

Fig．5 pH changes at different org anic loading rates 

2．3 进、出料 COD变化 

图 7反应了整个试验期间系统进出料的 COD 

值变化，从图 4中可以得知，随着进料 C0D由 

2 000 mg·L 逐步升至 13 000 mg·L_。，出料 

COD值略有升高，但稳定在 2 000~3000 mg·L 

之间，当运行负荷为 4 kg COD·m ·d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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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COD降解率达最高值，稳定在 80 左右，当 

运行负荷进一步提高至 5 kg COD·m ·d 时， 

COD降解率略有下降，但也稳定在 75 左右，这 

表明 CSTR反应器运行较稳定，耐负荷冲击能力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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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葫芦汁厌氧发酵为水葫芦有效利用提供了 

一 条新途径 ，与常规水葫芦厌氧发酵工艺相比，水 

葫芦汁发酵工艺简单，水力滞留时间短，所需的反 

应器容积小，投资低，且容积产气率高，以上研究 

为水葫芦的产业化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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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Influent and effluent pH during fer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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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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