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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
理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
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原料包括石墨相氮化碳、
反
硝化菌和溶剂；
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
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石墨相氮化碳、
反硝化菌与溶剂混合，
得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
合处理剂。本发明提供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
处理剂将光催化技术与生物反硝化技术相结合，
能够高效处理含有硝酸盐和有机污染物的废水；
一方面光生空穴可以氧化难降解有机污染物，
提
高其可生物性，
为反硝化菌提供碳源；另一方面
光生电子可以通过电子传递体传递给反硝化菌，
提高反硝化效率；
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
的方法 ，
处理效率高 ，
处理效果好 ，易于操作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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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
剂的制备原料包括石墨相氮化碳、
反硝化菌和溶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催化强化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
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
石墨相氮化碳的浓度为50‑200mg/L；
优选地，
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 ，
反硝化菌的光吸收密度OD 600 为0 .05‑
0 .2；
优选地，
所述石墨相氮化碳由含氮化合物经煅烧制备得到；
优选地，
所述含氮化合物包括三聚氰胺、
单氰胺、双氰胺或尿素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
种的组合；
优选地，
所述反硝化菌包括脱氮副球菌、反硝化盐单胞菌或反硝化盐弧菌中的任意一
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优选为脱氮副球菌；
优选地，
所述溶剂包括磷酸盐缓冲液、硼酸盐缓冲液、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缓冲液中的任
优选为磷酸盐缓冲液；
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优选地，
所述溶剂的pH为6 .6‑7 .4。
3 .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石墨相氮化碳、
反硝化菌与溶剂混合，
得到所述光催化
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石墨相氮化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含氮化合物进行煅烧，
得到所述石墨相氮化碳；
优选地，
所述煅烧的温度为500‑700℃，
时间为2‑4h；
优选地，
所述煅烧的气体气氛包括空气、
氮气、
氩气或氢气中的任意一种；
优选地，
所述煅烧采用的加热设备包括马弗炉或管式炉。
5 .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反硝化菌由反硝化菌菌种扩增得到，
所述扩增包括以下步骤：
(1)将反硝化菌的菌种接种于灭菌后的培养基后，
震荡培养，
得到扩增反硝化菌培养
液；
(2)将步骤(1)得到的扩增反硝化菌培养液离心，
收集沉淀物，
得到所述反硝化菌。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
(1)中，
所述扩增反硝化菌培养液中反硝化菌的光吸收密度OD600大于1；
优选地，
步骤(1)中，
所述培养基包括LB液体培养基、营养肉汁培养基或 月桂基硫酸盐
胰蛋白胨肉汤中的任意一种；
优选地，
步骤(1)中，
所述震荡培养的温度为30‑37℃，
时间为20‑40h；
优选地，
步骤(2)中，
所述离心的温度为2‑6℃，
时间为5‑10min，
转速为3000‑6000rpm。
7 .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在处理水中污染物中
的应用。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在处理水中污染物中的应用，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污染物包括硝酸盐和/或有机污染物；
优选地，
所述硝酸盐包括硝酸钾、
硝酸镁或硝酸钠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优选地，
所述有机污染物包括有机染料、有机酚或有机胺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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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优选地，
所述有机染料包括亚甲基蓝、
甲基橙或刚果红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
合；
优选地，
所述有机酚包括苯酚、
双酚A或苯二酚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优选地，
所述有机胺包括苯胺、
甲基苯胺或羟基苯胺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9 .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如权利要求1
或2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与含有污染物的污水混合得到混合液；
将得到的
混合液在光照下反应，
所述反应在搅拌下进行；
优选地，
所述混合液中，
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与含有污染物的污水的体积比
为(1:4):1；
优选地，
所述混合液中，
石墨相氮化碳的浓度为50‑200mg/L；
优选地，
所述混合液中，
反硝化菌的光吸收密度OD600为0 .05‑0 .2；
优选地，
所述混合液中，
硝酸盐的浓度为50‑150mg/L；
优选地，
所述混合液中，
有机污染物的浓度为15‑35mg/L。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反应在密闭环境下
进行；
优选地，
所述反应的反应器包括石英反应器或玻璃反应器；
优选地，
所述反应的气体气氛包括氮气、
氦气、
氖气或氩气中的任意一种；
优选地，
所述光照的光源包括氙灯或太阳光；
优选地，
所述光照的强度为100‑200mW/cm2 ；
优选地，
所述搅拌的转速为200‑400rpm，
时间为5‑10h，
温度为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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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复合处理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尤其涉及一种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的原因，
往往会导致地表
‑
水和地下水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硝酸盐(NO3 )污染。
水体中硝酸盐的累积，
不仅会对水生态
产生不利影响，
如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的水华现象，
还会威胁人体的健康。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
准(GB5749‑2006)规定，
饮用水中NO 3 浓度不得高于10mg/L，
地下水中NO 3 ‑ 浓度不得高于
20mg/L，
而一些地区的地下水中NO3‑的浓度甚至会超过100mg/L，
因此，
解决水中硝酸盐污染
是十分必要的。
[0003] CN111039399A公开了一种用于污水反硝化复合碳源配方，
所述配方含有按质量百
分比计的以下成分：
三水乙酸钠5‑20％、葡萄糖20‑30％、
红糖5‑10％、乳糖5‑10％、
反硝化
‑
菌液0 .2‑1％和29‑64 .8％的水。
虽然生物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去除水中NO3 的方法，
但是由
使反
于一些难降解有机污染物，
不能作为有效碳源被反硝化菌直接利用，
会造成碳源不足，
硝化副产物(亚硝酸盐、
氧化亚氮)累积，
为了提高反硝化效果，
要向反硝化体系中投加额外
的碳源，
如三水乙酸钠、
葡萄糖、
红糖和乳糖等，
这增加硝酸盐去除的成本。
[0004] CN109967079A公开了一种制备用于消除水中有机污染物的金属氧化物的方法。
所
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低价金属前驱体和强氧化剂分别溶于溶剂中，
将强氧化剂溶液滴
加至低价金属前驱体溶液中，
搅拌均匀进行氧化还原反应；
反应所得沉淀物经洗涤、干燥
后，
直接进行焙烧处理得到金属氧化物；
或者，
先将干燥后的沉淀物与活性助剂一并研磨、
混合均匀，
然后再进行焙烧处理，
得到金属氧化物。但是所述金属氧化物的制备工艺复杂，
成本较高，
且存在着有毒金属析出的危险。
[0005] CN103159331A公开了一种光催化协同微生物燃料电池技术处理污水同时发电的
以涂
方法及装置。所述装置以涂有n型半导体光催化剂薄膜的导电玻璃为阴极室的外侧壁，
有p型半导体光催化剂薄膜的导电玻璃为阳极室的外侧壁，
分别在阴、
阳极室外侧壁上连接
导电填料作为微生物燃料电池的电极。所述的导电填料为碳纤维绳，
供微生物生长。所述微
生物燃料电池的阴、阳两级分别培养反硝化细菌和硝化细菌，
主要功能是有机物的降解和
氨氮的去除。在紫外光照射下，
电子由阳极流向阴极，
使阳极具有较强氧化性，
阴极具有较
强的还原性。但是该发明提供的装置结构复杂，
需要设置两室反应装置。
[0006] 因此，
如何提供一种高效的处理剂，
使其可以高效消除水中的硝酸盐和有机污染
物，
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复合处理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特别提供一种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本发明所提供的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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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处理剂将光催化技术与生物反硝化技术相结合，
能够高效处理含有硝酸盐和有机污染物
的废水；
一方面光生空穴可以氧化难降解有机污染物提高其可生物性，
为反硝化菌提供充
足的碳源；
另一方面光生电子也可以通过电子传递体传递给反硝化菌，
提高其反硝化效率；
此外，
本发明所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效率高，
易于操作控制。
[0008] 为达到此发明目的，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9] 第一方面，
本发明提供一种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
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
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原料包括石墨相氮化碳、
反硝化菌和溶剂。
[0010] 本发明所提供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
石墨相氮化碳作为一种光催化
剂，
与反硝化菌配合使用，
一方面可以提高有机污染物的可生化性，
使有机污染物降解后作
为碳源经生物代谢，
提供电子给反硝化菌；
另一方面光生电子也可以作为外源电子，
经电子
传递体传至生物体内，
进一步强化生物反硝化能力。
[0011] 在本发明所述光催化强化反 硝化复合处理剂中 ，
石墨 相氮化碳的 浓度为50‑
200mg/L，
例如可以是50mg/L、
60mg/L、
70mg/L、
80mg/L、
90mg/L、
100mg/L、
110mg/L、
120mg/L、
130mg/L、
140mg/L、
150mg/L、
160mg/L、
170mg/L、
180mg/L、
190mg/L、
200mg/L等。
[0012] 在本发明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 ，
石墨相氮化碳作为一种光催化
催化剂投加量过低，
会使光催化效果减弱。
剂，
催化剂投量过高影响光的吸收，
[0013] 优选地 ，
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 ，
反硝化菌的光吸收密度OD 600 为
例如可以是0 .05、
0 .07、
0 .09、
0 .11、
0 .13、
0 .15、
0 .17、
0 .19、
0 .2等。
0 .05‑0 .2，
[0014] 在本发明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
反硝化菌的含量偏高，
会遮挡石
墨相氮化碳对光的吸收效果；
当反硝化菌的含量偏低，
不能及时将降解后的有机污染物代
谢利用。
[0015] 优选地，
所述石墨相氮化碳由含氮化合物经煅烧制备得到。
[0016] 在本发明中，
所述含氮化合物作为前驱体，
通过高温热聚合的方式形成石墨相氮
化碳。
[0017] 优选地，
所述含氮化合物包括三聚氰胺、
单氰胺、双氰胺或尿素中的任意一种或至
少两种的组合。
[0018] 优选地，
所述反硝化菌包括脱氮副球菌、反硝化盐单胞菌或反硝化盐弧菌中的任
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优选为脱氮副球菌。
[0019] 优选地，
所述溶剂包括磷酸盐缓冲液、硼酸盐缓冲液、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缓冲液中
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优选为磷酸盐缓冲液。
[0020] 优选地，
所述溶剂的pH为6 .6‑7 .4，
例如可以是6 .6、
6 .7、
6 .8、
6 .9、
7、
7 .1、
7 .2、
7 .3、
7 .4等。
[0021] 第二方面，
本发明提供一种如第一方面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
备方法，
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石墨相氮化碳、
反硝化菌与溶剂混合，
得到所述光
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
[0022] 在本发明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方法中，
将石墨相氮化碳、反
硝化菌与溶剂混合后，
充分搅拌，
使菌体和催化剂充分接触。
[0023] 在本发明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方法中，
所述石墨相氮化碳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含氮化合物进行煅烧，
得到所述石墨相氮化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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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地，
所述煅烧的温度为500‑700℃，
例如可以是500℃、520℃、540℃、560℃、
580℃、600℃、620℃、640℃、660℃、680℃、700℃等；
时间为2‑4h，例如可以说2h、2 .2h、
2 .4h、
2 .6h、
2 .8h、
3h、
3 .2h、
3 .4h、
3 .6h、
3 .8h、
4h等。
[0025] 优选地，
所述煅烧的气体气氛包括空气、
氮气、
氩气或氢气中的任意一种。
[0026] 优选地，
所述煅烧采用的加热设备包括马弗炉或管式炉。
[0027]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方法中，
所述反硝化菌由
反硝化菌菌种扩增得到，
所述扩增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将反硝化菌的菌种接种在灭菌后的培养基上，
震荡培养，
得到扩增反硝化菌培
养液；
[0029]
(2)将步骤(1)得到的扩增反硝化菌培养液离心，
保留沉淀物，
得到所述反硝化菌。
[0030] 在本发明所述扩增中，
步骤(1)中，
所述扩增反硝化菌培养液中反硝化菌的光吸收
密度OD600大于1，
例如可以是1、
1 .2、
1 .5、
2、
2 .5、
3、
3 .5、
4、
4 .5、
5等。
[0031] 优选地，
步骤(1)中，
所述培养基包括LB液体培养基、营养肉汁培养基或月桂基硫
酸盐胰蛋白胨肉汤中的任意一种。
[0032] 优选地，
步骤(1)中，
所述震荡培养的温度为30‑37℃，例如可以是30℃、32℃、34
℃、36℃、37℃等；
时间为20‑40h，
例如可以说20h、22h、24h、26h、28h、30h、32h、34h、36h、
38h、
40h等。
[0033] 在本发明所述震荡培养中，
温度过低则菌种生长缓慢，
温度过高则会使微生物代
谢旺盛，
过多消耗营养物质，
过早进入稳定期。
[0034] 优选地，
步骤(2)中，
所述离心的温度为2‑6℃，
例如可以是2℃、3℃、4℃、5℃、6℃
等；
时间为5‑10min ，例如可以是5min、6min、7min、8min、9min、10min等 ；转速为3000‑
6000rpm，
例如可以是3000rpm、
3500rpm、
4000rpm、
4500rpm、
5000rpm、
5500rpm、
6000rpm等。
[0035] 第三方面，
本发明提供一种如第一方面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在处
理水中污染物中的应用。
[0036] 在本发明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在处理水中污染物中的应用中，
所述
污染物包括硝酸盐和/或有机污染物。
[0037] 优选地，
所述硝酸盐包括硝酸钾、硝酸镁或硝酸钠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
合。
[0038] 优选地，
所述有机污染物包括有机染料、有机酚或有机胺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
种的组合。
[0039] 优选地，
所述有机染料包括亚甲基蓝、
甲基橙或刚果红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
的组合。
[0040] 优选地，
所述有机酚包括苯酚、
双酚A或苯二酚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组合。
[0041] 优选地，
所述有机胺包括苯胺、
甲基苯胺或羟基苯胺中的任意一种或至少两种的
组合。
[0042] 第四方面，
本发明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如
第一方面所述的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与含有污染物的污水混合得到混合液；
将得
到的混合液在光照下反应，
所述反应在搅拌下进行。
[0043] 在本发明所述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中，
有机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作用下被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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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
有机污染物被降解后可以作为碳源被生物代谢并提供电子给反硝化菌，
还原硝酸盐；
可以实现对水中硝酸盐和有机污染物的同步去除。
[0044] 优选地，
所述混合液中，
石墨相氮化碳的浓度为50‑200mg/L，
例如可以是50mg/L、
60mg/L、
70mg/L、80mg/L、
90mg/L、
100mg/L、
110mg/L、
120mg/L、
130mg/L、
140mg/L、
150mg/L、
160mg/L、
170mg/L、
180mg/L、
190mg/L、
200mg/L等。
[0045] 优选地 ，
所述混合液中 ，反硝化菌的光吸收密度OD 600 为0 .05‑0 .2 ，例如可以是
0 .05、
0 .07、
0 .09、
0 .11、
0 .13、
0 .15、
0 .17、
0 .19、
0 .2等。
[0046] 优选地，
所述混合液中，
硝酸盐的浓度为50‑150mg/L，
例如可以说50mg/L、
60mg/L、
70mg/L、
80mg/L、
90mg/L、
100mg/L、
110mg/L、
120mg/L、
130mg/L、
140mg/L、
150mg/L等。
[0047] 优选地 ，
所述混合液中 ，有机污染物的浓度为15‑35mg/L ，例如可以是15mg/L、
17mg/L、
19mg/L、
21mg/L、
23mg/L、
25mg/L、
27mg/L、
29mg/L、
31mg/L、
33mg/L、
35mg/L等。
[0048] 在本发明所述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中，
所述反应在密闭环境下进行。
[0049] 优选地，
所述反应的反应器包括石英反应器或玻璃反应器。
[0050] 优选地，
所述反应的气体气氛包括氮气、
氦气、
氖气或氩气中的任意一种。
[0051] 优选地，
所述光照的光源包括氙灯或太阳光。
[0052] 优选地，
所述光照的强度为100‑200mW/cm 2 ，例如可以是100mW/cm 2 、110mW/cm 2 、
120mW/cm2、
130mW/cm2、
140mW/cm2、
150mW/cm2、
160mW/cm2、
170mW/cm2、
180mW/cm2、
190mW/cm2、
200mW/cm2。
[0053] 优选地 ，
所述搅拌的转速为200‑400rpm ，例如可也是200rpm、220rpm、240rpm、
260rpm、
280rpm、
300rpm、
320rpm、
340rpm、
360rpm、
380rpm、
400rpm等；
时间为5‑10h，
例如可
31℃、
32℃、
33℃、
34℃、
35
以是5h、
6h、
7h、8h、9h、
10h等；
温度为30‑35℃，
例如可以是30℃、
℃等。
[0054]
相对于现有技术，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55]
(1)本发明采用光催化剂与生物反硝化菌耦合的体系作为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
处理剂，
可以实现对水中硝酸盐和有机污染物的同步去除。
[0056]
(2)在本发明中光生空穴可以氧化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并提高其可生物性，
为反硝
不需要额外补充其它小分子物质作为补充碳源。
化菌提供更为充足的碳源，
[0057]
(3)本发明中光生电子作为外源电子，
经电子传递体传递给反硝化细菌，
进一步提
高其反硝化效率。
[0058]
(4)本发明所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处理效率高，
处理效果好，
且易于操
作控制。
附图说明
[0059] 图1为实施例1‑4中硝酸根离子浓度变化情况示意图。
[0060] 图2为实施例1、
5‑7中硝酸根离子浓度变化情况示意图。
[0061] 图3为实施例1、
8‑10中硝酸根离子浓度变化情况示意图。
[0062] 图4为实施例1、
8‑10中有机污染物浓度变化情况示意图。
[0063] 图5位实施例1、
对比例1‑3中硝酸根离子浓度变化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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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64]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
不应视为对本发明的具体限制。
了，
所述实施例仅仅是帮助理解本发明，
[0065] 以下实施例中，
各材料和试剂来源如下：
[0066]

[0067]
[0068]

[0069]
[0070]

名称
厂家
磷酸缓冲盐溶液
索莱宝
三聚氰胺
国药沪试
双氰胺
国药沪试
尿素
国药沪试
苯酚
国药沪试
双酚A
沃凯
甲基橙
国药沪试
苯胺
国药沪试
离子色谱仪
戴安
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
分光光度计
日立
以下实施例中菌的保藏地址和保藏编号如下所示：

牌号
P1010
30112528
30056025
10023218
10015318
40091560
73200760
10003318
ICS‑1600
LC1100
U3900

名称
保藏编号
保藏地址
脱氮副球菌
GDMCC 1 .335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反硝化盐单胞菌
CGMCC 1 .8924
中国普通微生物保藏管理中心
反硝化盐弧菌
CGMCC 1 .6339
中国普通微生物保藏管理中心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所述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1)石墨相氮化碳制备：
在空气氛围下，
将三聚氰胺在马弗炉中煅烧4h，
煅烧的温
度为550℃，
得到石墨相氮化碳(g‑C3N4)；
[0072]
(2)脱氮副球菌菌种扩增：
取保藏的脱氮副球菌菌种，
接种在灭菌后的LB液体培养
基中，
置于30℃恒温震荡培养箱培养30h后，
得到光吸收密度OD600＝1 .45的扩增脱氮副球菌
培养液；
取30mL扩增脱氮副球菌培养液，
在5000rpm转速下，
4℃离心6分钟，
保留沉淀物，
得
到所述脱氮副球菌；
[0073]
(3)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
将步骤(2)得到的脱氮副球菌、
100mg步
骤(1)得到的石墨相氮化碳与500mL 0 .01M磷酸盐缓冲溶液混合，
得到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
化复合处理剂；
其中，
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脱氮副球菌的光吸收密度OD600
＝0 .13；
[0074]
(4)水中污染物的处理：
将100mL含有污染物的污水与100mL步骤(3)得到的光催化
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混合 ，然后加入到玻璃厌氧瓶中 ，反复抽充氩气后，置于光强为
100mW/cm2氙灯下，
32℃搅拌5h；
其中，
所述污水中含有100mg/L硝酸钠和50mg/L苯酚。
[0075] 实施例2
[007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1)中，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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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聚氰胺替换为同等重量的单氰胺，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77] 实施例3
[007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1)中，
将三聚氰胺替换为同等重量的双氰胺，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79] 实施例4
[008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1)中，
将三聚氰胺替换为同等重量的尿素，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81] 实施例5
[008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1)中，
将空气气氛替换为氮气气氛，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83] 实施例6
[008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1)中，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将空气气氛替换为氩气气氛，
[0085] 实施例7
[008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1)中，
将空气气氛替换为氢气气氛，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87] 实施例8
[008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4)中，
将苯酚替换为同等浓度的双酚A，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89] 实施例9
[009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4)中，
将苯酚替换为同等浓度的甲基橙，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91] 实施例10
[009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4)中，
将苯酚替换为同等浓度的苯胺，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93] 实施例11
[009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将脱氮副球
菌替换为同等浓度的反硝化盐单胞菌，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95] 实施例12
[009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将脱氮副球
菌替换为同等浓度的反硝化盐弧菌，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97] 实施例13
[009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3)中，
所述石墨相氮化碳的添加量为200mg，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099] 实施例14
[010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3)中，
所述石墨相氮化碳的添加量为5mg，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101] 实施例15
[010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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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氮副球菌的光吸收密度OD600＝0 .5，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103] 实施例16
[010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3)中，
脱氮副球菌的光吸收密度OD600＝0 .02，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105] 对比例1
[010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4) ，
所
述搅拌在黑暗条件下进行，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
[0107] 对比例2
[010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所述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109]
(1)脱氮副球菌菌种扩增：
取保藏的脱氮副球菌菌种，
接种在灭菌后的LB液体培养
基中，
置于30℃恒温震荡培养箱培养30h后，
得到光吸收密度OD600＝1 .45的扩增脱氮副球菌
培养液；
取30mL扩增脱氮副球菌培养液，
在5000rpm转速下，
4℃离心6分钟，
保留沉淀物，
得
到所述脱氮副球菌；
[0110]
(2)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
将步骤(2)得到的脱氮副球菌与500mL
0 .01M磷酸盐缓冲溶液混合，
得到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
其中，
所述光催化强
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脱氮副球菌的光吸收密度OD600＝0 .13；
[0111]
(3)水中污染物的处理：
将100mL含有污染物的污水与100mL步骤(3)得到的光催化
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混合 ，然后加入到玻璃厌氧瓶中 ，反复抽充氩气后，置于光强为
100mW/cm2氙灯下，
32℃搅拌5h；
其中，
所述污水中含有100mg/L硝酸钠和50mg/L苯酚。
[0112] 对比例3
[011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所述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114]
(1)石墨相氮化碳制备：
在空气氛围下，
将三聚氰胺在马弗炉中煅烧4h，
煅烧的温
度为550℃，
得到石墨相氮化碳(g‑C3N4)；
[0115]
(2)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
将100mg步骤(1)得到的石墨相氮化碳
得到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
与500mL 0 .01M磷酸盐缓冲溶液混合，
[0116]
(4)水中污染物的处理：
将100mL含有污染物的污水与100mL步骤(3)得到的光催化
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混合 ，然后加入到玻璃厌氧瓶中 ，反复抽充氩气后，置于光强为
100mW/cm2氙灯下，
32℃搅拌5h；
其中，
所述污水中含有100mg/L硝酸钠和50mg/L苯酚。
[0117] 对比例4
[0118]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所述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119]
(1)脱氮副球菌菌种扩增：
取保藏的脱氮副球菌菌种，
接种在灭菌后的LB液体培养
基中，
置于30℃恒温震荡培养箱培养30h后，
得到光吸收密度OD600＝1 .45的扩增脱氮副球菌
培养液；
取30mL扩增脱氮副球菌培养液，
在5000rpm转速下，
4℃离心6分钟，
保留沉淀物，
得
到所述脱氮副球菌；
[0120]
(2)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的制备：
将步骤(2)得到的脱氮副球菌、
100mg氧
化钨与500mL 0 .01M磷酸盐缓冲溶液混合，
得到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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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脱氮副球菌的光吸收密度OD600＝0 .13；
[0121]
(3)水中污染物的处理：
将100mL含有污染物的污水与100mL步骤(3)得到的光催化
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混合 ，然后加入到玻璃厌氧瓶中 ，反复抽充氩气后，置于光强为
100mW/cm2氙灯下，
32℃搅拌5h；
其中，
所述污水中含有100mg/L硝酸钠和50mg/L苯酚。
[0122] 对比例5
[0123]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与对比例4的区别仅在于，
步骤(2)中，
将氧化钨替换为同等重量的硫化镉。
[0124]
测试例1
[0125] 处理水中硝酸根离子的能力
[0126]
测试方法：
分别采用实施例1‑16和对比例1‑5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每间
隔1h，
采用离子色谱测试水中硝酸根离子的浓度；
[0127]
硝酸根离子浓度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128] 表1

[0129]

[0130]

由表1数据可知，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处理5h后，
硝酸根的
浓度为3 .21‑23 .42mg/L；
表明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可以有效强化生物反
硝化过程，
可以有效去除水中的硝酸根离子。
[0131] 通过实施例1与实施例2‑4的对比可知，
采用不同前驱体的石墨相氮化碳均能有效
强化生物反硝化过程。如图1所示，
实施例1‑4中NO3‑浓度变化情况示意图，
采用不同前驱体
‑
的石墨相氮化碳作为光催化剂，
处理5h后水中NO3 浓度均低于10mg/L。
[0132] 通过实施例1与实施例5‑7的对比可知，
采用不同气体氛围煅烧得到的石墨相氮化
碳均能有效强化生物反硝化过程。如图2所示，
实施例1、
5‑7中NO3‑浓度变化情况示意图，
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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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气体氛围煅烧得到的石墨相氮化碳作为光催化剂，
处理5h后水中NO 3 ‑ 浓度均低于
10mg/L。
[0133] 通过实施例1与实施例8‑10的对比可知，
水中有机污染物的类型不会影响生物反
‑
硝化的能力。如图3所示，
实施例1、
8‑10中NO3 浓度变化情况示意图，
改变水中有机污染物类
‑
型，
处理5h后水中NO3 浓度均低于10mg/L。
[0134] 通过实施例1、
实施例11与实施例12的对比可知，
不同反硝化菌都能够与石墨相氮
化碳发生协同反硝化反应，
提高对硝酸盐的去除。
[0135] 通过实施例1与实施例13‑16的对比可知，
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石墨相
氮化碳和脱氮副球菌的含量均会影响对硝酸根离子的消除能力，
当石墨相氮化碳的含量偏
高，
影响光的吸收；
当石墨相氮化碳的含量偏低，
会使光催化效果减弱；
当脱氮副球菌的含
量偏高，
同样也会遮挡石墨相氮化碳对光的吸收效果；
当脱氮副球菌的含量偏低，
反硝化反
应的活性位点不足。
[0136] 通过实施例1与对比例1‑3的对比可知，
在缺少光照、催化剂或反硝化菌剂的条件
‑
下，
NO3 不能被有效去除；
如图5所示，
实施例1、
对比例1‑3中NO3‑浓度变化情况示意图，
在缺
‑
少光照、催化剂或反硝化菌剂的条件下，
处理5h后水中NO3 浓度基本不会改变或改变很小。
说明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需要光照激发催化剂，
污染物被降解后可以作为
还原硝酸盐。
碳源被生物代谢并提供电子给反硝化菌，
[0137] 通过实施例1与对比例4‑5的对比可知，
当催化剂替换为氧化钨或硫化镉，
硝酸根
离子的去除能力变弱，
表明催化剂的选择很重要，
含金属类光催化剂对生物有毒害作用，
不
宜选择。
[0138]
测试例2
[0139] 处理水中有机污染物的能力
[0140]
测试方法：
分别采用实施例1‑16和对比例1‑5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每间
隔1h，
采用液相色谱测试水中有机酚和有机胺的浓度，
采用分光光度计测试水中有机染料
的浓度；
[0141] 有机污染物浓度的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142]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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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3]

由表2数据可知，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处理5h后，
有机污染
物的浓度为1 .65‑11 .71mg/L；
表明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可以有效去除水
中的有机污染物。
[0145] 通过实施例1与实施例2‑4的对比可知，
采用不同前驱体的石墨相氮化碳均能有效
去除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0146] 通过实施例1与实施例5‑7的对比可知，
采用不同气体氛围煅烧得到的石墨相氮化
碳均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0147] 通过实施例1与实施例8‑10的对比可知，
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可
以去除水中各种类型的有机污染物。如图4所示，
实施例1、
8‑10中有机污染物浓度变化情况
示意图，
有机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作用下，
均可以被氧化降解。
[0148] 通过实施例1、
实施例11与实施例12的对比可知，
不同反硝化菌种均可以将石墨相
氮化碳氧化降解的有机污染物作为碳源利用，
从而提高对有机污染物的消除能力。
[0149] 通过实施例1与实施例13‑16的对比可知，
光催化强化反硝化复合处理剂中石墨相
氮化碳和脱氮副球菌的含量均会影响对有机污染物的消除能力，
当石墨相氮化碳的含量偏
高，
影响光的吸收；
当石墨相氮化碳的含量偏低，
会使光催化效果减弱；
当脱氮副球菌的含
量偏高，
同样也会遮挡石墨相氮化碳对光的吸收效果；
当脱氮副球菌的含量偏低，
不能及时
将降解后的有机污染物代谢利用。
[0150] 通过实施例1与对比例1‑3的对比可知，
在缺少光照、催化剂或反硝化菌剂的条件
下，
有机污染物不能被有效去除，
说明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水中污染物的方法需要光照激发
催化剂，
光生空穴可以氧化难降解有机污染物。
[0151] 通过实施例1与对比例4‑5的对比可知，
当催化剂替换为氧化钨或硫化镉，
去除有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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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污染物的能力变弱，
表明催化剂的选择很重要，
含金属类光催化剂对生物有毒害作用，
不
宜选择。
[0152] 申请人声明，
本发明通过上述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工艺方法，
但本发明并不局
限于上述工艺步骤，
即不意味着本发明必须依赖上述工艺步骤才能实施。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应该明了，
对本发明的任何改进，
对本发明所选用原料的等效替换及辅助成分的
添加、
具体方式的选择等，
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和公开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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