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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氨氮抑制是造成畜禽养殖废弃物厌氧消化处理效率低和运行稳定性差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总结国内外

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简述了氨氮的来源及抑制阈值，剖析了氨氮抑制的机理及其影响因素，从氨氮的缓冲和微生
物驯化 2 个方面总结了氨氮抑制的应对措施。建议重点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厌氧消化过程中氨氮释放规律、“氨
氮-VFAs-碳酸盐”三元缓冲体系的调控模式、氨氮抑制的微生物学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以期为提高畜禽养殖废弃
物厌氧消化工程的处理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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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畜禽养殖大国，每年产生约 38 × 108 t 畜禽粪污，仍有 40% 未有效处理和利用[1] 。随着畜
禽养殖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废弃物的集中排放给周边环境带来了严峻挑战。2017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要求到 2020 年全国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5% 以上。厌氧消化技术可对有机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减量化处理，在控
制环境污染的同时回收能源，已广泛应用于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然而厌氧消化能否稳定、高效地
运行易受微生物代谢过程中累积的化学物质（如氨氮、VFAs、H2 S 等）浓度的影响[2] 。其中：氨氮
一方面为厌氧微生物生长、繁殖提供重要的氮源，为厌氧消化系统提供部分碱度[3] ；另一方面，当
氨氮超过一定浓度时会对微生物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造成产气量低或不产气，即氨氮抑制，氨氮
已成为典型的微生物活性抑制剂[4] 。
关于厌氧消化过程中出现的氨氮抑制问题，国内外已经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早期研究主要集
中在剩余污泥厌氧消化减量化方面[5] ，但由于污泥来源与种类不尽相同，氨氮抑制的问题并非普遍
，在厌氧消化过程中，它们逐渐降解并释放
存在。畜禽废弃物中普遍存在大量的含氮有机物（表 1）
氨氮，进而增加了潜在的氨氮抑制风险，这大大推动了氨氮抑制的研究进展。因此，本研究以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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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猪、牛、鸡粪便部分理化性质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manure from swine, dairy and chicken

底物

TS/%

（TC/TS）/%

（TKN/TS）/%

C/N

NH3 -N/（mg·kg-1 ）

文献

SM
SM
SM
SM
DM
DM
DM
CM
CM

30.1
37.1
27.4
21.7
15.0
14.4
16.9
67.8
72.3

36.8
42.1
—
35.9
52.0
51.3
46.9
43.2
34.9

2.7
2.3
2.28
2.8
2.3
2.3
1.9
4.3
3.13

13.6
18.0±0.5
—
12.8
22.4
22.1
25
10
11.2

—
3 052±86
4 000
—
—
646
—
—
—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注：SM 表示猪粪；DM 表示牛粪；CM 表示鸡粪。

废弃物厌氧消化处理为对象，从氨氮的来源及抑制阈值、抑制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应对措施 3 个方
面对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重点分析氨氮浓度对厌氧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为氨氮抑制的预防、缓解和消除等调控措施提供依据和参考。

1

氨氮的来源及抑制阈值

1.1

氨氮的来源

畜禽养殖废弃物以粪便、尿液以及冲洗水为主，此外还有少量的死畜禽和饲料残渣等，各类废
弃物中均有丰富的氮元素。以生猪养殖为例，猪粪便中粗蛋白总量占粪便干重的 17.3%[6] ，猪尿中
仅氨氮浓度就高达 2 173 mg·L-1[7] ，病死猪体内 13.2% 是蛋白质。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以猪、牛、鸡
为主，其产生的废弃物量占比最大，表 1 列举了这 3 类畜禽粪便的部分理化指标。
，且鸡粪中的 TKN 含量是猪粪或牛粪
从表 1 看出，猪粪、牛粪、鸡粪均有丰富的凯氏氮（TKN）
的近 2 倍，但三者的 C/N 差异较大。这些含氮有机物，包含尿液中的尿素、尿酸、尿囊素等，在厌氧
微生物的生化作用下，水解、酸化细菌将蛋白质为主的大分子含氮有机物逐渐降解并释放氨氮，由
此产生的氨氮可由式（1）的化学计量关系[16] 求得：
Ca Hb Oc Nd +

4a - b - 2c + 7d
4a+b - 2c - 3d
4a - b + 2c - 5d
−
H2 O→
CH4 +
CO2 + dNH+
4 + dHCO3 （1）
4
8
8

尿素及游离氨基酸等小分子有机氮分别在尿酶和脱氨基酶作用下迅速水解释放形成初始的氨
氮，这部分 NH4 + -N 是微生物代谢、繁殖过程中最直接的氮源，还构成一定的碱度和缓冲体系，对厌
氧消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厌氧微生物细胞增殖缓慢，只有少量的 NH4 + -N 用于细胞合
成[17] ，因此，在高含氮底物的厌氧消化体系中，随着有机氮的降解，氨氮浓度往往较高，对产甲烷
过程有着潜在的不利影响。
1.2 氨氮抑制阈值
氨氮在厌氧消化体系内以 NH4 + 离子和 NH3 分子（free ammonia nitrogen，FAN）2 种形态存在，其
和称为总氨氮（total ammonia nitrogen，TAN），并以此衡量氨氮的浓度水平。对于厌氧微生物，TAN
浓度为 50~200 mg·L-1 时利于厌氧消化；200~1 000 mg·L-1 时没有拮抗作用；在 1 500~3 000 mg·L-1 时
会受到抑制，尤其在高 pH 厌氧体系；超过 3 000 mg·L-1 时，厌氧消化过程在任何 pH 条件下微生物
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18-19] 。
畜禽废弃物中丰富的有机氮给其厌氧消化处理带来了潜在的氨氮抑制风险。HASHIMOTO[20] 在
40 kg·m-3 有机负荷下对肉牛粪厌氧消化时，发现反应器内累积的 TAN 浓度达到 2 500 mg·L-1 时出现
了明显的氨氮抑制现象。氨氮浓度的累积造成了厌氧消化的崩溃。WEBB 等[21] 研究了 1%~10%TS 下
蛋鸡粪高温厌氧消化的产气能力，在低 TS 浓度下，产气量随着 TS 增大而提升，但提升 TS 至高浓
度时，氨氮浓度也相应地从 465 mg·L-1 逐渐升高至 4 275 mg·L-1 ，产气能力逐渐受到抑制，单位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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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固体（volatile solid，VS）产气率下降 10% 以上，说明氨氮抑制的发生存在一定阈值。陈闯等[22] 开
展猪粪连续干式发酵的实验结果表明，随着 TS 由 20% 提升至 35%，氨氮浓度从 2 250 mg·L-1 增加
到3 800 mg·L-1 ，而单位 VS 产气率减少了 74.1%。为了衡量氨氮抑制的程度，HANSEN 等[23] 研究猪
粪厌氧消化，pH 为 8.0，TAN 浓度为 1 100 mg·L-1 时即面临氨氮抑制问题，并对 4 个温度（37、45、
55、60 ◦C）条件下猪粪厌氧消化的甲烷产气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甲烷产量均显著低于猪粪的
理论产甲烷量，主要原因在于 FAN 浓度达到 1 100 mg·L-1 及以上，引起了对产甲烷微生物的抑制作
用，更高的 FAN 浓度降低了产甲烷菌的表观生长速率。结合实验结果和数据分析，他们总结并提出
了氨氮抑制产气的 4 阶段模型，不同氨氮浓度对应不同抑制阶段：FAN 浓度低于阈值1 100 mg·L-1 时，
沼气生产过程不受抑制；FAN 浓度超过 1 100 mg·kg-1 时，抑制发生，形成初始抑制的第 1 相；然后
是抑制的稳定状态；之后进入抑制阶段，随着 FAN 浓度的增加，表观生长速率下降。该 4 阶段模型
可表示如下：
阶段1：
阶段2：
阶段3：
阶段4：

0 < [NH3 ] < 1.10，µref = 1.0
1
1.10 < [NH3 ] < 1.16，µr =
[NH3 ]
-7.6 +
0.128
1.16 < [NH3 ] < 1.34，µr = 0.67
1.34 < [NH3 ]，µr =

1
[NH3 ]
-12 +
0.099 5

（2）
（3）
（4）
（5）

式中：[NH3 ] 为 FAN 浓度，g·L-1 ；µref 为产甲烷微生物在 FAN 浓度为 1 100 mg·L-1 时的表观生长速率，
d-1 ；µr 表示相对表观生长速率，为各实验组相对于 FAN 浓度为 1 100 mg·L-1 时产甲烷菌的表观生长
速率，并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即 µ/µref 。随着 FAN 浓度的增加，µr 呈现不同形式的下降。当 FAN 浓
度小于 1 100 mg·L-1 时，µr 恒定为 1.0；当 FAN 浓度由 1 100 mg·L-1 增加到 1 160 mg·L-1 时，µr 由 1.0 降
至 0.67；当 FAN 浓度在 1 160~1 340 mg·L-1 之间时，µr 以 0.67 的下降率稳定降低；在第 4 阶段，随着
FAN 浓度的增加，µr 以近乎恒定的速率下降。
氨氮抑制除了跟 TAN 浓度密切相关，还受底物的理化性质、接种物对氨氮的耐受性[24] 以及厌
氧消化操作条件（温度、pH 及有机负荷）的影响，故其抑制阈值也会有差异。表 2 列举了不同底物
及工艺操作条件下厌氧消化过程出现的氨氮抑制效果。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氨氮的抑制浓度有一个
较大的范围，例如，当 TAN 浓度达到 1 500~7 000 mg·L-1 时厌氧消化过程不稳定，甲烷产量下降[25] ，
甚至当 TAN 浓度在 1 700~1 800 mg·L-1 时就有可能造成厌氧消化的失败[4] 。也有研究将造成甲烷产
量减少 50% 的 TAN 浓度定义为半抑制浓度（IC50 ）
，范围为 1 700~14 000 mg·L-1[26] 。厌氧消化过程中
遭遇氨氮抑制的阈值差异和消化底物以及工艺操作条件的不同有较大关系[27] 。
如表 2 所示，鸡粪厌氧处理时更易遭遇氨氮抑制的问题，鸡粪自身的高浓度有机氮降解后就产
生了较高的氨氮浓度。由于鸡粪厌氧消化较其他 2 种粪便更易降解，在实际应用中常处于高有机负
荷、高 TS 下运行，这就大大提升了遭遇氨氮抑制的风险。相比鸡粪，牛粪在常温下受氨氮抑制的报
道较少，可能是由于 C/N 相对较高，C/N 比为 25 左右较适于厌氧微生物所需的环境，但当其经历高
温厌氧消化时仍有被抑制的可能。猪粪有较丰富的有机氮，其 C/N 也相对较低，在厌氧消化处理高
浓度猪粪废弃物时极有可能触发氨氮抑制问题。此外，猪尿产生总量大于猪粪，但在收集过程中并
不分开单独处理，猪尿中高浓度的氨氮及尿素含量会进一步提高厌氧消化遭遇氨氮抑制的风险。此
外，高含固厌氧消化（含固率 8%~20%）是新兴的厌氧消化工艺，能够较好地弥补传统厌氧消化的
不足，已逐渐成为研究和应用的热点。然而，含固率的提升必然导致氨氮浓度的提升，氨氮抑制风
险加剧，这是高含固厌氧消化产气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40] 。

988

第 12 卷

环 境 工 程 学 报

Table 2

表 2 畜禽粪便厌氧消化过程中的氨氮抑制效果
Results of ammonia inhibition during anaerobic digestion of livestock manure

底物

TS/%

温度/◦C

TAN/
（mg·L-1 ）

VFAs/
（mg·L-1 ）

pH

抑制效果（以产甲烷计）

文献

DM
DM
DM
DM
SM
SM
SM
SM
SM
SM
SM
SM
SM
CM
CM
CM
CM
CM
CM
CM

6.4
2.9
2.0
4.2
2.25
2.25
2.25
4.5
4.5
15.6
2.0
2.0
2.0
30 5）
15
15
10
10
10
3~8

55
55
55
40~60
37
37
37
37
55
51
25
35
35
36
40
40
35
55
35
55

>4 000
5 000 2）
6 200 2）
6 000 2）
1 600 2）
3 200 2）
4 000 2）
6 000 2）
6 000 2）
11 000 2）
4 000 2）
4 000 2）
>5 200 2）
9 000
5 590
6 960
12 000 2）
6 000
6 578
500~3 500

>3 000 1）
>3 500 1）
7 000
>8 000 1）
—
—
—
11 060
11 060
>6 500
2 000 1）
<1 000
—
68 000
9 000
>8 000
25 000 1）
<10 000 1）
8 401
300~6 000

7.9
7.7
7.6
7.8
7.34
7.24
7.01
8.0
8.0
7.68
7.5
7.5
7.6
6.0
7.8
8.0
8.15
8.15
—
7.5~8.0

较 1 500 mg·L-1 时减少 25%
减少 67.3%
减少 38%
较 2 500 mg·L-1 时减少 40%
较未添加减少 8%
较未添加减少 62%
较未添加减少 83%
比理论值 3） 减少 38%
比理论值 3） 减少 78%
较添加前减少 50% 4)
较 1 600 mg·L-1 时减少 45%
较 1 600 mg·L-1 时减少 13%
完全不产气
彻底酸化，产气完全被抑制
较抑制前减少 10% 左右
较抑制前减少 32% 左右
产气基本停止
较抑制前减少超过 50%
较 4 049 mg·L-1 时减少 50%
渐适应提升的有机负荷，未减少

[28]
[29]
[30]
[31]
[32]
[32]
[32]
[23]
[23]
[33]
[34]
[34]
[34]
[35]
[36]
[36]
[37]
[37]
[38]
[39]

注：1）折合成乙酸计；2）外源氨氮添加；3）300 mL·g-1 ，以 VS 计；4）接种物经 5.4 g·L-1 TAN 驯化；5）其中鸡粪占 VS 的 30%，其余为
青贮玉米秸秆。

2
2.1

氨氮抑制机理及影响因素
氨氮抑制的形成机理

当前，厌氧消化过程中氨氮对微生物产生抑制机理的研究有很多，一些机理已被证实，也有些
争论的观点，其中广为认可的观点就是 NH3 分子比 NH4 + 离子更容易对微生物产生抑制作用，且抑
制程度更大，这是氨氮抑制的主要原因。SPROTT 等[41] 在对纯甲烷菌种 Methanobacterium bryanti 的研
究中发现：FAN 由于其疏水性可直接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菌细胞内，吸引并结合细胞外的 H+ 引起细
胞内 pH 的改变，进而影响产甲烷菌的正常生理活动；同时，NH3 分子在细胞内转化为 NH4 + 离子引
起电荷变化，为了保持电荷平衡需将部分 K+ 移出细胞，造成细胞内 K+ 的缺乏；并且 K+ 转移过程还
额外消耗能量，影响细胞正常的生理活动，进一步降低了产甲烷菌的活性。此外，SPROTT 等[41] 还指
出，NH4 + 离子可能直接作用于甲烷合成过程中的某些酶，导致甲烷合成的失败。GALLERT 等[42] 在
对蛋白质类废弃物中温和高温厌氧消化研究时证实了该观点。ELHADJ 等[43] 根据 NH3 分子和 NH4 +
离子对产甲烷的抑制效果，发现中温和高温下 FAN 的 IC50 浓度分别为 215 和 468 mg·L-1 ，而 NH4 + 离
子的 IC50 浓度则需高达 3 860 和 5 600 mg·L-1 ，这说明了 NH3 分子比 NH4 + 离子对产甲烷菌产生更强
的毒性，更容易对产甲烷过程形成抑制作用。但 LAY 等[44-45] 认为，产甲烷菌的活性取决于 NH4 + 离
子的浓度，而不是 NH3 分子的浓度，而且 NH4 + 离子和 NH3 分子对驯化和非驯化的厌氧系统中的影
响程度各不相同，在一个经过良好驯化的厌氧微生物系统中，NH4 + 离子是比 NH3 分子更重要的产
甲烷菌活性影响因素。除此之外，WIEGANT 等[46] 认为高浓度 TAN 会影响产甲烷菌合成甲烷的途径，
导致另一些代谢中间产物如丙酸、H2 的积累，可能抑制乙酸利用型甲烷菌属 Methanosarcina 的活性，
进而影响总体产甲烷效果。
总之，产生氨氮抑制并导致产甲烷减少的根本原因是氨氮影响了微生物正常的生命活动，降
低了底物利用效率，进而影响底物的产甲烷潜势。然而，不同微生物对氨氮的耐受性也不相同。
KAYHANIAN[17,47] 认为在产酸发酵菌、产氢产乙酸菌、同型产乙酸菌、产甲烷菌这 4 类厌氧微生物
中，产甲烷菌对氨氨的耐受性最差，受到氨氮抑制时比其他微生物更有可能停止生长。研究结果表
明，当 TAN 浓度从 4 051 mg·L-1 升到 5 734 mg·L-1 时，产甲烷菌活性下降了 56.5%，但对产酸菌活性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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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影响。根据 KARAKASHEV 等[48] 的研究结果，在乙酸利用型产甲烷菌中，Methanosaetaceae
比 Methanosarcinaceae 对 FAN 更敏感，而后者被认为是 4 100 mg·L-1 氨氮浓度下的优势菌。ZEEMAN
等[49] 发现，乙酸利用型产甲烷菌-甲烷八叠球菌属 Methanosarcina 有大球面细胞，比表面积远大于
杆状 Methanothrix，那么扩散到 Methanosarcina 内的 FAN 就少，转移 FAN 所需能量较后者少，受
FAN 抑制程度低于 Methanothrix。ANGENENT 等[50] 采用 ASBR 处理猪场废弃物时，研究了氨氮浓度
从2 000 mg·L-1 升高至 3 600 mg·L-1 过程中产甲烷菌的种群变化。结果表明：Methanosarcina 的 16S rRNA
占总 16S rRNA 的比例从 3.8% 降至 1.2%，Methanosaetaconcilii 的 16S rRNA 占比依旧保持在 2.2% 以
下；氢利用型产甲烷菌的 16S rRNA 占比则从 2.3% 提高至 7.0%，但甲烷生成和反应器运行状况均未
受影响，这说明在高氨氮浓度运行条件下，产甲烷主要途径是通过氢利用型甲烷菌和乙酸利用型甲
烷菌的互生关系。不同类型的厌氧微生物对氨氮浓度的耐受性如表 3 所示。由此可见，在氨氮抑制
的研究中，微生物对氨氮的响应与其群落结构密切相关，故需持续关注微生物群落结构中优势菌群
的演变，方可为制定有效的氨氮抑制应对措施提供一种科学的技术手段。
Table 3

表 3 厌氧消化系统中受氨氮抑制的微生物类型
Types of microorganism inhibited by ammonia in anaerobic digestion system

底物

温度/◦C

pH

鸡粪
鸡粪
鸡粪
猪废弃物
鸡粪
牛粪 1）
合成废水
生物废弃物
生物废弃物
酒糟
乙酸 3）

35
55
55
25
37
37/55
35
35
35
38
37/55

8.0
8.1
8.1
—
—
—
8.0
7.5~8.0
7.5~8.0
7.9
7

TAN/（mg·L-1 ）
12 000
>7 000
>7 000
>3 500
>8 000
1 300
6 000 2）
>10 000
>10 000
3 500
5 000

FAN/（mg·L-1 ）

受抑制菌（群）

文献

8 000
>2 000
>2 000
—
500~1 000
—
>700 2）
47~494
47~494
300~1 100
63/188

Aceticlastic Methanosaeta
Methanoculleus marisnigri JR1
Methanosarcina mazei Go1
Methanomicrobiales
Bacteroidetes
Methanosarcina
Methanosarcina-related species
Syntrophomonas
Ruminococcus
Acetogenic community
Hydrogenotrophic Methanogens

[51]
[52]
[52]
[50]
[53]
[54]
[55]
[56]
[56]
[57]
[58]

注：1）与橄榄油厂废料混合；2）100% 抑制产气；3）纯种细菌分别在培养基上培养。

2.2

氨氮抑制的影响因素

厌氧消化系统中氨氮抑制阈值之间的显著差异可归因于底物种类[59] 、环境条件（温度及pH）[34] 、
接种物驯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26,31] 。NH4 + 离子和 NH3 分子对微生物抑制机理和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而两者的浓度关系与反应器的温度和 pH 直接相关。pH 和温度 T 直接影响 TAN 中 NH3 和 NH4 + 的相
互转化，FAN 与 pH、T 及 TAN 之间的关系[23] 如式（6）所示：
(
)
10-pH
C FAN = C TAN 1 +
2 729.92
-（0.090 18+
）
T
10

（6）

式中：C FAN 为 FAN 的质量浓度，mg·L-1 ；C FAN 为 TAN 的质量浓度，mg·L-1 ；T 为厌氧消化反应温度，K。
据式（6）作图 1，在典型的常温 25 ◦C、中温 37 ◦C 和高温 55 ◦C 下，FAN 占 TAN 的比例随着 pH
或温度的提升而增大。
当 pH 一定（如 8.0）时，中温、高温厌氧消化下 FAN 占比分别是常温厌氧消化的 2 倍和 5 倍以
上，这表明随着温度升高，FAN 占比急剧上升，会提高氨氮抑制风险。但是，温度升高能明显提高微
生物的生长速率及活性，反而利于产甲烷菌的代谢活动。所以，产甲烷菌在高温下对 FAN 的耐受能
力也可能优于中温。HASHIMOTO [20] 研究了肉牛粪中外源氨氮（NH4 Cl）添加对厌氧消化的影响，发
现中温和高温条件下氨氮浓度均在 2 500 mg·L-1 左右产生抑制，相应的 FAN 浓度分别为30 mg·L-1 和
200 mg·L-1 。然而，就整个厌氧消化系统而言，在更高 TAN 浓度下，高温厌氧消化比中温厌氧消化更
容易受到氨氮抑制。LINDORFER 等[60] 将猪粪与青贮玉米秸秆混合厌氧发酵，接种已经过氨氮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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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泥，将 TAN 浓度恒定在 5 500 mg·L-1 ，随着反应温度逐步从 35 ◦C 提升至 55 ◦C，在 45 ◦C 时发现
明显的丙酸累积，产气量因此下降。由此可见，温度升高加强了 NH4 + 到 NH3 的转变，超过一定浓
度后能明显加强氨氮抑制。此外，ANGELIDAKI 等[31] 研究了在 40~64 ◦C 范围内牛粪的产气能力，认
为当 FAN 浓度超过 700 mg·L-1 时，为保证系统不受氨氮抑制应当控制厌氧消化的温度低于 55 ◦C。
pH 是影响 FAN 浓度的另一主要因素。当温度
恒定在 37 ◦C、pH 为 7.0 时，FAN 占比 1% 左右；而

100
90

当 pH 升到 8.0 时，则 FAN 占比迅速提升至 11.6%，

80

增大了 10 倍，并随着 pH 的提升，FAN 占比提升
了产甲烷菌正常代谢，造成 VFAs 累积又降低了系
统 pH。因此，FAN、VFAs 和 pH 之间的相互作用
使整个厌氧消化系统达到一种“抑制平衡状态”，
该状态下甲烷产量往往较低，厌氧消化难以高效
运行[28] 。SHANMUGAM 等[61] 在研究中发现，pH 为

70
FAN占比/%

更显著[23] 。较高 pH 导致的高浓度 FAN 严重抑制

60
50
40
30
20

0
6

8.5 时，2 473 mg·L-1 的 FAN 浓度导致沼气产率极低，
仅为 170 mL·g-1（以 VS 计）
；随后将 pH 降低至 6.5，
-1

FAN 浓度减至为817 mg·L ，获得了最佳产气效果，

298.5 K
310.5 K
328.5 K

10

Fig. 1

7

8

9
pH

10

11

12

图 1 温度与 pH 对 FAN 占比的影响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pH on FAN proportion

累积沼气产量为 6 518 mL，VS 产气率升至 680 mL·g-1（以 VS 计）
。进一步调节厌氧消化系统的 pH 至
4.5，虽然 FAN 可降至 510 mg·L-1 ，但此时 VFAs 却严重积累至 26 803 mg·L-1 ，形成了酸抑制。因此，
产甲烷菌、水解酸化菌在代谢繁殖时均需适宜的 pH 环境，如果不能将 pH 调整至适当的范围，尽管
将游离氨浓度控制在抑制阈值以下，也会导致厌氧消化系统的运行失败。
不同的接种微生物对氨氮的耐受程度不同，经过高浓度氨氮驯化后的产甲烷菌能提高其对氨氮
的抵抗能力。已有研究[4] 表明，未经驯化的微生物在氨氮浓度为 1 700~1 800 mg·L-1 时就可能遭遇
厌氧消化失败。也有研究[62] 证明，在 pH 为 7.5 时，FAN 浓度为 80~100 mg·L-1 对未驯化微生物具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而经过高浓度氨氮驯化后的接种污泥则在更高的 FAN 浓度下才会遭遇氨氮抑制。
NAKAKUBO 等[33] 通过接种经 5 200 g·L-1 氨氮驯化后的厌氧接种泥，在 51 ◦C 的操作温度下，微生物
对氨氮的耐受浓度可提升至 6 900~7 400 mg·L-1 ，IC50 浓度则被提升至 11 000 mg·L-1 ，而此时的 FAN
浓度却高达 1 450 mg·L-1 。GAO 等[63] 在中温 CSTR 中分 5 阶段将 TAN 从 2 000~2 500 mg·L-1 逐渐提升
至 4 000~4 500 mg·L-1 ，pH 从 7.4 增至 7.9，TAN 也从 100 mg·L-1 以下逐渐累积至 470 mg·L-1 ，但装置运
行稳定，产气效率没有明显下降，说明微生物逐渐被驯化。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分析结果表明，微生
物逐渐适应高氨氮环境得益于 Firmicutes bacteria 丰度的增加、群落结构从乙酸营养型甲烷菌到氢营
养型甲烷菌的转变以及辅酶 F420 活性的提高。NIU 等[37] 在 CSTR 中逐渐增加 NH4 HCO3 的投加量，发
现 Methanosarcina 比 Methanoculleus 对氨氮更为敏感。随着微生物逐渐适应高浓度氨氮，最终在中温
条件下将微生物对氨氮的耐受浓度提升至 10 000 mg·L-1 ，对应 FAN 浓度为 800 mg·L-1 ；由于高温下
FAN 占比高于中温，微生物的氨氮耐受浓度只能提升至 3 700 mg·L-1 左右。当超过氨氮耐受浓度后，
通过稀释进料浓度缓解氨氮抑制，中温下产气可逐渐恢复，而高温下则恢复失败。这些说明过高的
氨氮浓度驯化也可能造成微生物群落结构不可逆转的破坏。

3

氨氮抑制的应对措施
为提高含氮有机废弃物厌氧发酵的处理效率及系统运行稳定性，国内外学者对如何缓解或消除

厌氧发酵过程中的氨氮抑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当前应对氨氮抑制的解除技术主要如下：1）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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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浓度，形成氨氮浓度缓冲，可通过稀释、调节碳氮比以及脱氮等手段完成；2）驯化微生物种群，
保持厌氧体系处于较高氨氮环境，使微生物逐渐适应高氨氮环境，构建新的微生物群落结构以增强
对氨氮的抵抗能力；3）通过添加适当微量元素，可增强微生物对高浓度氨氮的耐受性，从而使厌氧
消化仍可在氨氮浓度较高的情况下进行。
3.1 浓度缓冲
在降低氨氮浓度缓解氨氮抑制的措施中，稀释发酵原料或厌氧系统中料液是最有效的应急方
[25]

法

。通过稀释，养殖废弃物的 TS 浓度降至 0.5%~3%，不仅降低了 TAN 浓度，而且恢复了微生物

活性，可使厌氧消化系统在抑制后短期内迅速恢复正常；但该方法治标不治本，不仅增加了后续废
水的处理量，而且厌氧消化反应器的体积变得更庞大，存在设备投资高、后处理难度大等问题，经
济上并不可行[64-66] 。
碳氮比（C/N）是厌氧消化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畜禽养殖废弃物的 C/N 相对较低，易遭遇氨
氮抑制。KAYHANIAN[17] 对较大范围 C/N 比（8~125）下的厌氧消化反应效果进行了研究，控制碳氮
比在 27~32 时最有利于阻止氨氮抑制现象的发生并保持产气稳定。ZESHAN 等[67] 开展了进一步的研
究，测定了 C/N 比分别为 27 和 32 下的氨氮浓度及氨氮抑制效果，当 C/N 比为 32 时，系统中的氨氮
浓度相比 C/N 比为 27 时减少了 30%，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氨氮抑制。因此，通过将养殖废弃物与餐厨
垃圾[68] 、玉米秸秆[69-71] 、淀粉生产废水[72] 等高 C/N 比废弃物混合厌氧消化，不但可以降低养殖废
弃物遭遇氨氮抑制的概率，还可以提高废弃物降解效率及产气率，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缓解方法，应
用最为广泛。HASSAN 等[73] 用小麦秸秆（经过热-双氧水预处理）将鸡粪的 C/N 比分别调节到 35 ：1、
30 ：1、25 ：1和 20 ：1，调节后的底物产气性能均得到提高，其中 20 ：1 时效果最佳，产甲烷效率提
升了 85.11%。杨安逸等[74] 将混合后的马铃薯渣和鸡粪作为厌氧消化底物，产气效率可提升至 405.4
mL·g-1 。相比其他方法，C/N 比调节具有经济合理、易于操作和增加产气量等优点。但 C/N 比的调节
过程相对较为缓慢，必须在系统被完全抑制之前进行，如果在氨氮抑制作用下产气急剧减少甚至停
止，系统会出现 VFAs 积累，且伴随着 pH 下降等现象，此时即使将底物调节至合适的 C/N 比，厌氧
消化系统也难以从抑制状态得到恢复[17] 。
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将一部分氨氮从厌氧系统中原位脱除也是一种研究与应用较多的缓解或
消除氨氮抑制的有效方法。氨氮脱除方法主要有气体吹脱、化学沉淀及矿物质吸附等。
1）吹脱法。利用沼气循环气提法将一部分游离的氨氮带出厌氧系统以缓解氨氮抑制。WU 等[75]
在研究鸡粪厌氧沼渣循环接种的研究中发现，随着循环使用次数的增多，氨氮浓度从 2 600 mg·L-1 累
积至 5 000 mg·L-1 ，产气率从（1.4±0.1）L·（L·d）-1 降至（0.8±0.1）L·（L·d）-1 ，产气受到明显抑制，随后
采用沼气吹脱接种沼渣，将氨氮浓度降到 3 000 mg·L-1 ，产气效率即可恢复至
（1.4±0.1）L·（L·d）-1 ，
由此推断沼气吹脱法是一种有效的氨氮抑制解除手段。ABOUELENIEN 等[76] 用沼气循环吹脱鸡粪中
的氨氮，82% 的氨氮可在厌氧过程中脱除，单位 VS 产气率提升 25% 以上。但是，沼气循环吹脱法
需要增加脱氨设备，增加了投资成本和动力消耗，实际应用中需要衡算经济性。
2）向系统中投加适量氧化镁或金属镁盐，生成磷酸铵镁（鸟粪石）化学沉淀。此法不但可降
低体系中氨氮浓度而减轻其对厌氧生物的抑制，而且所形成的鸟粪石沉淀物是一种 N、P 缓释肥料，
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ROMERO-GÜIZA 等[77] 通过向猪粪厌氧系统中投加低品质氧化镁，添加量为
5 kg·m-3 时，VS 产气率提升了 0.17 m3 ·kg-1 ，较添加前增加 25%。然而，鸟粪石沉淀容易在反应器表
面结垢，可能导致反应体系与外界的传热受到影响。
3）添加多孔性的矿物质材料对氨氮进行选择性吸附以降低氨氮浓度。HUANG 等[78] 将麦饭石
（WRS）添加到高氨氮猪粪（5 145 mL·g-1 ）厌氧系统中，并对添加量进行了优化。最终，将 VS 产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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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 82.8 mL·g-1 提高到 142.7 mL·g-1 ，还有效地将 40 d 的产气周期缩短到一半。这一促进作用可能源
于 2 个方面：WRS 具有多孔结构，可吸附氨氮；WRS 还向系统中缓慢释放 Ca2+ 、Mg2+ 等离子，这些
离子与体系中丰富的 NH4 + 及 PO4 3- 形成化学沉淀，进而缓解了氨氮抑制。ZHENG 等[8] 使用固定床
反应器对高氨氮（7 511 mL·g-1 ）养猪废弃物进行厌氧消化处理，固定床由沸石和聚氯乙烯构成，前
者吸附氨氮，后者作为固定微生物的载体，经过 30 d 的厌氧消化，产气率较对照提高了 96 倍。此外，
MUMME 等[79] 比较了热解型生物炭和水热型生物炭对氨氮抑制的缓解效果。研究发现，由于水热型
生物炭比热解型生物炭（0.6%）含有更多的可降解碳（10.6%）
，可将产气率提升 32%，热解型生物炭
则无明显提升效果。此外，热解型生物炭与水热型生物炭一样，可解除轻度氨氮抑制（2 100 mg·kg-1 ）
，
但均不能缓解高浓度氨氮（3 100~6 600 mg·kg-1 ）下的抑制效果，其应用因此受到限制。多孔吸附材
料对氨氮抑制缓解有较好效果，但其投加对厌氧微生物的影响需要再评估，再生利用等后处理问题
有待深入研究。
3.2 微生物驯化
驯化接种是增强厌氧微生物氨适应性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但耗时长[80] 。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系统
内氨氮浓度缓慢增加，微生物可以逐渐适应较高氨氮浓度的环境[18,26] 。通常，TAN 浓度为 3 000 mg·L-1
时产甲烷菌受到了明显抑制，但经过驯化的产甲烷菌可以在氨氮浓度高于 3 000 mg·L-1 的环境中生
存和产气。HASHIMOTO 等[20] 对比了未经驯化和驯化后的高温厌氧消化系统，发现引起氨氮抑制
时的临界 TAN 浓度分别为 2 500、4 000 mg·L-1 ，抑制阈值提高了 60%。KOSTER 等[81] 在实验中发
现，未经驯化的产甲烷菌在 1 900~2 000 mg·L-1 的 TAN 浓度下产气失败，而驯化后的厌氧微生物
在 TAN 浓度高达11 800 mg·L-1 的环境下仍有甲烷生成。很多研究者[28,50,82] 都已发现经过驯化的产
甲烷菌对氨的耐受性可明显提高，但对这种耐受性的产生机理还未达成共识，究竟是新的高耐受
性产甲烷菌种出现还是产甲烷菌改变了自身合成甲烷的途径？LÜ等[83] 在研究 TAN 和 VFAs 对改变
产甲烷功能的路径和群落结构的复合影响时发现，随乙酸和氨氮浓度各自升高，甲烷合成菌群开
始由乙酸利用型产甲烷菌向互营养型乙酸氧化菌（SAOB）与氢利用型甲烷菌构成的互养菌团转化。
ANGENENT 等[50] 也得到了相似的菌群转变结果，他们在提升有机负荷（organic loading rate, OLR）的
过程中，氨氮浓度由 2 000 mg·L-1 提升至 3 000 mg·L-1 ，由此导致乙酸氧化菌和氢利用型产甲烷菌
的互养方式成为主要的产甲烷途径。然而 FOTIDIS 等[54] 在类似的研究中却发现了相反的变化，在
经过高浓度氨氮和乙酸环境中驯化后的系统中进一步提高氨氮浓度，产甲烷途径由 SAOB 与 H2 利
用型产甲烷菌（Methanobacteriales spp. 和 Methanomicrobiales spp.）共生途径转变为乙酸利用型途径
（Methanosarcinaceae spp.）; 未驯化的系统暴露于 TAN 浓度为 7 000 mg·L-1 的环境时，未观察到产
甲烷途径发生转变，而 Methanosarcinaceae spp. 为主要的产甲烷菌。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氨氮适应性
的提高可能是产甲烷菌中优势种群改变或产甲烷菌丰度发生转变的结果[49] 。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
Methanosarcina sp. 作为一种具有超强耐受性的产甲烷菌被重新关注[84] 。Methanosarcina sp. 可以利用
H2 或乙酸 2 种途径合成甲烷，并且其形成的菌落拥有较大的比表面积，这些特征使 Methanosarcina sp.
可以在 TAN 浓度为 7 000 mg·L-1 的严酷条件下仍能生存，因而可将乙酸氧化菌与 Methanosarcina sp.
构成的共生菌团接种到厌氧反应器中，增强群落结构的缓冲能力，提高厌氧消化过程的稳定性。但
是 WESTERHOLM 等[85] 的一些关于接种 SAOB 共生菌团的研究并未取得成功，可能是由于产甲烷菌
生长速率过慢导致。因此，驯化后的接种液可作为刚遭遇或轻度氨氮抑制厌氧消化系统的生物添加
菌剂来协助提升系统土著微生物的耐氨氮能力，生物添加（bioaugmentation）技术已得到广泛的关
注[86-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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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添加

微量元素影响微生物的生命活动。研究表明，常量元素的离子（Na+ 、Mg2+ 、Ca2+ 等）可以削弱
或消除厌氧消化反应中氨氮的抑制作用。某些微量元素（Fe、Co 等），也有利于增强微生物对高浓
度氨氮的抵抗能力。张万钦等[88] 认为，Fe、Cu 和 Mo 元素是硝酸盐、亚硝酸盐还原酶的组成成分，
这有利于氨氮的氧化，可能是微量元素促进厌氧消化产甲烷过程和拮抗高氨氮毒害作用的原因。也
有研究者认为 Se、Mo 和 W 是产甲烷菌产生甲酸脱氢酶降解甲酸所必需的微量元素[89] 。BANKS 等[90]
通过添加 Se 和 Co（0.16 mg·kg-1 和 0.22 mg·kg-1 ）
，即使在 TAN 浓度为 5 000~6 100 mg·L-1 的条件下，厌
氧消化反应也能稳定进行。李亚新等[91] 的研究结果表明，厌氧消化过程中微量元素 Fe、Co、Ni 等对
NH4 + -N 有拮抗作用，并且 NH4 + -N 浓度越高，Fe、Co、Ni 对其毒性的拮抗作用越明显。当然，微量元素
种类的选择及用量还需根据底物性质来确定，微量元素对微生物的作用机理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样才能为氨氮抑制的缓解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语与展望
厌氧消化是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有效手段。养殖废弃物在降解过程

中释放大量的氨氮，已影响到厌氧消化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厌氧消化工艺的推广应用。与国
外相比，我国在厌氧消化过程中氨氮抑制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借鉴已有国外研究成果基
础上结合我国养殖废弃物的组成特点及其处理现状，深入开展有效预防、缓解和解除氨氮抑制的研
究与应用非常必要。笔者认为以下 3 个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
1）深入研究不同来源（猪、肉牛、奶牛、蛋鸡、肉鸡等）养殖废弃物中不同类型有机氮在厌氧
消化过程的氨氮释放规律。考察厌氧系统在氨氮抑制前、中、后 3 阶段的物质组成、理化指标和微
生物群落的变化，并进行统计分析，同时结合厌氧消化模型（ADM），对氨氮抑制进行模拟和预测，
为制定氨氮抑制的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2）在高含固厌氧消化体系中，原位构建“氨氮-VFAs-碳酸盐”三元缓冲体系，形成具有高缓冲
能力的厌氧环境，并据此开发不同的厌氧消化调控模式，从而控制 FAN 浓度，提高厌氧微生物对氨
氮的耐受程度，实现高含固厌氧消化的稳定运行，增强产气效率。
3）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深入开展氨氮抑制对厌氧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研究，尤
其是功能菌群，明确氨氮抑制的微生物学机理；驯化培养具有高氨氮耐受性的厌氧微生物，分析高
氨氮耐受菌群中的优势菌种和产气途径，为氨氮抑制的解除策略（如脱除氨氮、耐氨氮生物添加、
微量元素强化等）的研究与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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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ROMERO-GÜIZA M S, ASTALS S, CHIMENOS J M, et al. Improving anaerobic digestion of pig manure by adding in the same
reactor a stabilizing agent formulated with low-grade magnesium oxide[J]. Biomass & Bioenergy,2014,67(5):243-251.
[78] HUANG H, HE L, LEI Z, et al. Contribution of precipitates formed in fermentation liquor to the enhanced biogasification of
ammonia-rich swine manure by wheat-rice-stone addition[J]. Bioresource Technology,2015,175:486-493. DOI:10.1016/j.biortech.
2014.10.142.
[79] MUMME J, SROCKE F, HEEG K, et al. Use of biochars in anaerobic digestion[J]. Bioresource Technology,2014,164(7):189-197.
DOI:10.1016/j.biortech.2014.05.008.
[80] TIAN H, FOTIDIS I A, MANCINI E, et al. Different cultivation methods to acclimatise ammonia-tolerant methanogenic consortia[J].
Bioresource Technology,2017,232:1-9. DOI:10.1016/j.biortech.2017.02.034.
[81] KOSTER I W, LETTINGA G. Anaerobic digestion at extreme ammonia concentrations[J]. Biological Wastes,1988,25(1):51-59.
DOI:10.1016/0269-7483(88)90127-9.
[82] CALLI B, MERTOGLU B, INANC B, et al. Effects of high free ammonia concentrations on the performances of anaerobic
bioreactors[J]. Process Biochemistry,2005,40(3):1285-1292. DOI:10.1016/j.procbio.2004.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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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anaerobic digestion (AD) of livestock wastes, the accumula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has
become a potential inhibitor for anaerobic digestion, resulting in the low efficiency and instability of the operation.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summarizes source and inhibition threshold value of ammonia nitrogen,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factors of ammonia inhibition, and put forwards to counter measures for ammonia nitrogen
inhibition according to the buffering to ammonia inhibition and the acclimation of microorganism. Hereon, the
research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 of ammonia release, the control strategy based on ternary buffer system composed
of ammonia-VFAs-carbonates and the mic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ammonia inhibition during the AD treatment
of livestock wastes should be intensified, aiming at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of AD of livestock wastes in practice.
Key words

livestock wastes; anaerobic digestion; ammonia inhibition; methanogens; counter 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