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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不僅可縮短傳統生物硝化及脫硝流程，更能有效降低操作成

本，近年已成為國際生物脫氮研究領域之主要趨勢，目前國內對於該技術的研究已逐漸

與國際接軌。由於厭氧氨氧化菌生長緩慢且對於廢水中有機物與溶氧濃度等環境條件非

常敏感，如何在控制程序中維持足夠的生物量，並進一步提高厭氧氨氧化菌的活性和脫

氮效率是現有技術極需克服的問題。本文綜述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的機制、原理及控制

條件等，並列舉目前於學術及商業上使用之厭氧氨氧化相關程序及其實際案例，以作為

日後工程應用之參考。

新穎厭氧氨氧化
生物除氮技術動態

壹、前言

近年來水體優養化的現象日益嚴重，污水

中營養鹽的去除逐漸引起重視，如何避免含氮

廢水的排放，導致河川污染以及水生生態的影

響，已成為河川保育的重要課題。為防止工業

廢水氨氮排放污染水體，環保署近年先後發布

「石油化學業放流水標準」、「石油化學專業

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晶圓製造

及半導體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光電材料及

元件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化工業放流水標

準」及「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

標準」等法規，將氨氮納入放流水標準管制項

目，該等產業與園區污水處理廠需將氨氮納為

處理標的。

污廢水之氨氮大多來自有機質或含氮化

學藥品，一般利用生物處理方式利用微生物之

代謝作用將氨氮有效去除，主要機制包含了兩

個主要的步驟，分別為硝化與脫硝。氨氮經硝

化菌之好氧硝化反應，產生亞硝酸鹽氮與硝酸

鹽氮，後續由脫硝菌進行厭氧脫硝分解後，

還原為氮氣返回大氣層中。而在厭氧氨氧化 

(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ANAMMOX) 除

氮技術多年前被開發後，其直接去除氨氮的特

性，在國際上相當受到矚目；相較於傳統高耗

能的硝化與脫硝技術，厭氧氨氧化能夠以最短

路徑將氨氮轉化為氮氣，不僅曝氣動力降低，

加藥量與污泥產量亦較傳統方式減少許多，厭

氧氨氧化除氮技術的應用除了提供新的除氮方

式選擇，更為生物除氮技術展開新頁。

貳、厭氧氨氧化除氮方式探討

過去「硝化與脫硝」被認為是唯一廢水生

物除氮方法，直至1999年荷蘭學者以厭氧流體

化床處理酵母菌工廠廢水時，發現有一種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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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於厭氧環境下將氨氮直接降解，至此才確

認厭氧氨氧化菌的存在 (Strous et al., 1999)。

一般環境中的氮循環，是經由生物固氮作

用形成氨氮後，再由硝化菌氧化氨氮形成亞硝

酸鹽氮及硝酸鹽氮，最終由異營脫硝菌將硝酸

根還原為氮氣；而厭氧氨氧化菌為自營菌，不

須外加碳源即可將氨氮與亞硝酸鹽直接脫硝轉

為氮氣，近年來諸多研究結合部分亞硝酸鹽化

程序及厭氧氨氧化反應，首先將部分氨氮氧化

成亞硝酸鹽氮，再由厭氧氨氧化程序將剩餘氨

氮與亞硝酸鹽氮一併去除，產生氮氣；可有效

縮短傳統生物硝化及脫硝之流程，節省能源消

耗成本。高濃度有機碳源將對厭氧氨氧化菌產

生抑制作用 (陳重軍，2014)，因此厭氧氨氧化

技術主要應用於低碳氮比廢水處理。

厭氧氨氧化反應以亞硝酸鹽氮為電子接受

者，以氨氮為電子供給者，將氨氮與亞硝酸鹽

氮一併轉化為氮氣，其主要之化學反應計量式

如下：

NH4
+ + 1.31NO2

- + 0.066HCO3
- + 0.13H+ 

→ 1.02N2 + 0.26NO3
- + 0.066CH2 O0.5 N0.15  

+ 2.03H2O (1)

由上式可知，厭氧氨氧化主要由氨氮及亞

硝酸鹽氮參與反應，反應過程伴隨著氫離子消

耗，使得系統pH值逐漸上升，而厭氧氨氧化菌

本身為自營菌，以少量的無機碳如碳酸根或水

中的二氧化碳作為碳源，不須外加有機物，並

可於無氧或缺氧環境中生長。反應最終產物為

氮氣與少量的硝酸鹽氮，產生之污泥量極少，

可減少後續污泥處理處置費用。整體氮循環反

應過程如圖1所示。

參、厭氧氨氧化除氮程序控制條件

厭氧氨氧化菌生長速率緩慢，需要相當長

的污泥停留時間；許多研究嘗試不同形式的反

應槽避免污泥溢流發生，其中以連續批次式反

應槽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 SBR) 馴養，可得

到較穩定之厭氧氨氧化菌，被廣泛使用於研究

用途。

厭氧氨氧化除氮程序的操作控制策略，主

要在於藉由控制系統中pH值、溫度、曝氣量及

污泥停留時間等條件抑制硝酸菌的活性，避免

圖1 氮循環反應流程圖

表1 厭氧氨氧化基本操作條件說明 (林志高，2011)

項目 條件 說明

溶氧 <0.5mg/L 當溶氧 > 0.5 mg/L將對Anammox菌產生抑制

NO 
2
- <30mg/L 當NO 

2
- > 30 mg/L將對Anammox菌產生抑制

HNO2(FNA) <11mg/L 當HNO
2
 > 6.6 mg/L將對Anammox菌產生抑制

碳酸氫鹽 <2000mg/L 當碳酸氫鹽 > 2000 mg/L將對Anammox菌產生抑制

溫度 20～43℃ 30-35℃ 操作效果較佳

pH 6.5～9 pH = 8操作效果較佳

NH
3

NH
3
 > 150 mg/L 較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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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pH值需控制得宜以獲得較佳反應活性 (蓋書

慧，2009)。

四、污泥停留時間及馴養

厭氧氨氧化菌之生長與增值極為緩慢，操

作時污泥增值所需廢棄之污泥量相當少，故操

作上需延長污泥停留時間以保留大部分污泥，

或是採用較能避免污泥流失之處理設施，以確

保獲得充分而穩定的厭氧氨氧化菌種。當厭氧

氨氧化菌馴養階段漸趨穩定時，污泥會呈現暗

紅色，紅色的鮮豔程度可以初步推估厭氧氨氧

化菌的活性良好與否，顏色越鮮豔活性越高 (林

志高，2011)，易聚集形成污泥團狀顆粒，並有

小氣泡不斷自污泥中竄出。經馴養後的菌體易

於附著生長，圖2為台灣垃圾滲出水處理廠中所

發現附著於載體之厭氧氨氧化菌群。

肆、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發展

近年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已陸續發展出許

多應用程序，包括SHARON-ANAMMOX (Single 

reactor system for High activity Ammonium 

Removal Over Nitrite-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OLAND (oxygen limited autotrophic 

nitrification denitrification)、CANON (Completely 

autotrophic nitrogen removal over nitrite) 及SNAD 

(simultaneous partial nitrification, ANAMMOX 

亞硝酸氮 (NO
2
-) 氧化為硝酸鹽氮 (NO

3
-)，使厭

氧氨氧化菌可將NO
2
-作為電子接受者直接進行

脫硝作用，因此該途徑被稱為短程硝化/反硝化

程序。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操作條件整理如表

1所示，建議進流廢水之氨氮濃度高於 150mg/

L 較能達到處理效益，以操作面而言，各項操作

項目彼此間存在共伴效應及交互作用，需監測

水質變化即時調整參數，以下就不同控制項目

進行說明：

一、溶氧控制

溶氧濃度的控制為關鍵操作因子，需依

進流氨氮濃度的不同進行調整；以氨氮濃度為

150mg/L 之進流廢水而言，反應過程若溶氧高

於 0.5mg/L，將抑制厭氧氨氧化菌之活性 (Strous 

et al., 1997)，然而溶氧濃度也不宜過低，否則

將因生成之亞硝酸鹽量不足無法提供厭氧氨氧

化反應。

二、溫度控制

溫度是影響細菌活性的重要環境條件之

一，厭氧氨氧化菌適合生長溫度介於20-43℃，

為常溫菌，若操作溫度超過45℃，活性將迅速

下降 (Dosta et al., 2008)。由於厭氧氨氧化菌的

生長世代周期較長，使得該程序與其他生物處

理程序相比較難執行，故厭氧氨氧化程序操作

溫度應盡量在中溫 (30-35℃) 進行 (蓋書慧，

2009)。

三、pH值控制

系統中pH值控制應操作介於6.5-9之間，

由於部分氨氮轉化為亞硝酸鹽氮會消耗水中鹼

度，使pH值降低，需添加鹼劑調整，一般厭氧

氨氧化的最大反應速率出現在pH為8左右，當繼

續提升pH值至9左右，氨氧化速率和總氮去除速

率則不斷下降，直至接近於零因此污泥馴養環

圖2 厭氧氨氧化菌體附著生長外觀 (Wang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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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nitrification) 等，根據處理廢水特性不

同，每一種程序所應用之優勢微生物種、氨氮負

荷率、操作條件與反應器形式等均有差異，有關

各程序特點、發展與應用情形，說明如下：

一、SHARON-ANAMMOX程序

SHARON-ANAMMOX程序為雙反應槽設計，

SHARON程序係將部分氨氮先氧化成亞硝酸鹽

氮，將氨的氧化過程控制在氨氧化階段，如反

應式(2)，控制氨氮與亞硝酸鹽氮莫耳數比例接

近1:1～1:1.3，後續再結合ANAMMOX程序之厭

氧氨氧化程序完成兩種反應物的去除，所得到

之最終產物為氮氣，反應流程詳圖3，反應如下

所示：

NH4
+ + HCO3

- + 0.75O2 → 0.5NH4
+ +0.5NO2

-  

+ 1.5H2O + CO2 (2)

NH4
+ +NO2

- → N2 +2H2O (3)

SHARON-ANAMMOX程序之主要微生物群

為好氧及厭氧氨氧化菌，兩者均為自營菌，無

須外加碳源。為使氨氮氧化成亞硝酸鹽氮後不

再進一步氧化成硝酸鹽氮，SHARON程序在短

程硝化的過程中需使用適當操作策略，以有效

控制硝化僅止於亞硝酸鹽氮，包含(1)控制污泥

停留時間，因亞硝酸氧化菌 (Nitrite Oxidizing 

Bacteria, NOB) 生長較氨氧化菌 (Ammonia 

Oxidizing Bacteria, AOB) 慢，控制SRT使化學自

營性氨氧化菌AOB成為主要優勢菌種。(2)控制

進流氨氮濃度，因AOB對於氨氮的忍受力較高，

而NOB對於氨氮的忍受力僅1-10 mg-N/L之間，

故可控制進流氨氮濃度為10-100 mg-N/L，抑制

NOB的生長。(3)控制溶氧濃度在0.2-0.5 mg/L之

間，防止NOB得到足夠的氧量將亞硝酸鹽氮進一

步氧化為硝酸鹽氮，達到抑制 NOB的效果，並

且能節省曝氣動力費。

二、OLAND程序

OLAND程序為在溶氧濃度為0.1-0.3 mg/L

之限氧條件下，以單一反應槽體實現短程硝化

及厭氧氨氧化反應，反應式如下所示。該程序

關鍵在於DO值的控制，目的為使氨氮能夠氧化

成亞硝酸鹽氮，卻又不影響同一槽體中之厭氧

氨氧化反應。OLAND程序主要包含兩大群微生

物，以需氧條件區分成好氧性的氨氧化菌以及

厭氧性的氨氧化菌，其電子接受者分別為氧氣

及亞硝酸根。OLAND程序以限制溶氧濃度的方

式，讓好氧及厭氧兩種氨氧化菌同時作用，在

低溶氧條件下淘汰亞硝酸氧化菌NOB並累積大量

的氨氧化菌AOB。OLAND程序的好處是可以節

省大量曝氣動力以及不須無機碳源的補充，惟

槽內的pH值及溶氧濃度控制較SHARON程序困難

許多。

0.5NH4
+ +0.75O2 → 0.5NO2

- +0.5H2O + H+  (4)

0.5NH4
+ +0.5NO2

- → 0.5N2 + H2O (5)

NH4
+ +0.75O2 → 0.5N2 + 1.5H2O + H+  (6)

三、CANON程序

CANON程序同樣是在限氧條件下，在單

一槽體中進行短程硝化及厭氧氨氧化反應，與

OLAND程序相似，反應流程詳圖4，總反應式

如下：

圖3 SHARON-ANAMMOX程序反應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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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性菌，僅需要無機碳作為碳源；若廢水中含

有大量的有機碳，會造成異營性菌大量生長，

且會抑制短程硝化及厭氧氨氧化兩種微生物。

SNAD程序除了結合短程硝化、厭氧氨氧化於

同一反應槽之外，還包含了異營性脫硝反應，

在進行厭氧氨氧化程序的同時也能進行脫硝反

應，解決進流廢水有機物濃度過高的問題，廣

泛應用於廢水除氮處理，因此近年實廠規模研

究日趨增加，反應流程詳圖5。目前國內已經有

研究及實場規模的處理廠利用SNAD程序處理垃

圾滲出水，在去除氨氮與化學需氧量 (COD) 方

面分別可達80%及30% (林志高，2011)。

此處理技術能降低傳統廢水處理過程中大

量曝氣及額外添加碳源需求，大幅減少操作費

用，惟進流廢水之有機物濃度仍有限制，進流

廢水之C/N值超過0.5時將導致整體去除效率降

低。表2為傳統生物硝化脫硝與SNAD程序之差

異比較。

NH4
+ + 0.028HCO3

- + 0.85O2 

→ 0.44N2 + 0.11NO3
- +0.028CH2O0.5N0.15  

+ 1.44H2O + 1.08H+  (7)

CANON程序中的微生物主要是自營性之好

氧及厭氧氨氧化菌與少量的硝化菌。該程序主

要限制在於氨氮的進流濃度及反應槽中溶氧濃

度，進流氨氮濃度過高將抑制氨氧化菌的AOB生

長；而溶氧過高將抑制厭氧氨氧化菌生長，過

低則影響氨氧化菌AOB的反應速率，故尋找AOB

及厭氧氨氧化菌的平衡點為CANON程序之關鍵

控制因子。由於CANON程序完全由自營性菌參

與反應，對於有機碳並無去除效果，不適合處

理有機物濃度過高之廢水。

四、SNAD程序

該程序由CANON程序演變而來，主要針對

同時含有COD及氨氮的廢水，因CANON程序中

短程硝化及厭氧氨氧化的兩種微生物都屬於自

表2 傳統生物硝化脫硝與SNAD程序之差異比較表

項目 傳統硝化脫硝 SNAD程序

反應槽數量 2 (缺氧槽+好氧槽) 1 (缺氧槽)

需氧量 4.3 g O
2
 / g NH

4
+-N 1.8 g O

2
/g NH

4
+-N

有機碳源加藥需求 4.1 g COD/g NH
4
+-N 無

污泥產生量 1.5 g biomass/g NH
4
+-N 0.2 g biomass/g NH

4
+-N

圖4 OLAND與CANON程序反應流程示意圖 圖5 SNAD程序反應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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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EAMOX程序

近年來有學者研究同時脫硫脫氮之可行

性，DEAMOX程序是在含硫系統中，進行自營性

脫硝與厭氧氨氧化；利用自營性脫硝菌以硫化

物為電子供給者將硝酸鹽還原成亞硝酸鹽氮，

再以氨氮與亞硝酸鹽氮為反應物經厭氧氨氧化

反應使氨氮氧化為氮氣 (Sergey et al., 2006)，反

應流程詳圖6，反應式如下所示。

S2- + NO3
- +H2O → S + NO2

- +2OH-  (8)

NH4
+ +NO2

- → N2 + 2H2O  (9)

該程序在厭氧條件下可同時脫氮除硫，硫

化物在缺氧條件下氧化為單值硫，氨氮也可還

原為氮氣，從而實現硫與氮的同步去除，較傳

統除硫方式更為經濟 (林翰璘，2011)。

以上各型態之厭氧氨氧化除氮方式，包

括以ANAMMOX為基礎的SHARON、CANON、

OLAND、SNAD、DEAMOX等程序，不同的程序所

應用的微生物菌種、氮負荷率彙整如表3所示。

伍、厭氧氨氧化除氮應用發展與
現況

一、厭氧氨氧化程序發展現況

厭氧氨氧化是目前已知最經濟的生物除氮

技術，主要處理污泥厭氧消化出流的上澄液及

垃圾滲出水。與傳統生物硝化脫硝程序相比，

厭氧氨氧化具有需氧量低、操作費用低、污

泥產量少且不須外加碳源等優點。實現厭氧氨

氧化的重要前提是以短程硝化獲得穩定的亞硝

表3 傳統生物硝化脫硝與不同型態之厭氧氨氧化除氮程序比較表

傳統硝化
脫硝

SHARON-
ANAMMOX

OLAND CANON SNAD DEAMOX

處理廢水特性
含氮

有機廢水
含氮廢水 含氮廢水 含氮廢水

含氮
有機廢水

含氮及
硫化物廢水

反應槽數量 2 2 1 1 1 2

AOB -

NOB - - - - -

Anammox -

Denitrifying bacteria - - -

Ammonium loading (kg 
N/m3)

2-8 0.5-1.5 2-3 2-3 0.5-0.7 -

N-removal efficiency >95% >90% >90% >90% >90% >90%

圖6 DEAMOX程序反應流程示意圖 (Sergey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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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歐洲英國、波蘭、瑞士與荷蘭等國，亞

洲地區則以中國為主要應用國家。

(三) ANITATMMOX

 該技術採用可移動式載體形成接觸式

生長系統，生物膜外部以氨氧化產生亞硝

酸鹽氮為主，內部則提供厭氧氨氧化菌生

長，以保留菌種於系統中。主要使用國家

包含丹麥、德國、瑞典等歐洲國家，亞洲

則有中國之實廠操作。

二、國內應用厭氧氨氧化程序實廠

國內研究與實廠主要以使用CANON程序與

SNAD程序在同一反應槽體執行短程硝化及厭

氧氨氧化程序為主，避免硝酸鹽的產生及降低

控制短程硝化的複雜性。以下就國內垃圾滲出

廢水處理廠所設置厭氧氨氧化實廠及模組進行

說明：

(一)  基隆天外天垃圾掩埋場垃圾滲出廢水

處理廠

 該處理廠於生物處理系統中建置一

座處理水量為150CMD之薄膜生物處理模

組，並於設置初期馴養厭氧氨氧化菌，導

入SNAD程序進行培養，氨氮處理量約為

180kg-N/d。MBR系統可有效攔截菌體於反

應池中，延長污泥停留時間，經由現場操

作驗證SNAD系統在微量溶氧濃度及廢水中

存在有機物的條件下，可達到在同一反應

槽中進行短程消化、厭氧氨氧化及異營菌

脫硝作用，該程序中有80%以上之氨氮由

厭氧氨氧化反應去除，剩餘氨氮則經由異

營性脫硝去除 (林志高，2011)。

(二)  新北市八里垃圾掩埋場垃圾滲出廢水

處理廠

 八里垃圾滲出廢水處理廠同樣導入

SNAD程序處理，以UASB上流式厭氧反應

酸鹽氮，短程硝化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氨氧化菌 

(AOB) 和亞硝酸鹽氧化菌 (NOB) 的生理特性差

異，控制反應條件使成為有利於AOB增殖的環

境，從而抑制NOB的活性與增殖讓AOB成為優勢

菌種。但亞硝酸鹽濃度過高會產生毒性，因此

在累積亞硝酸鹽的控制過程相當嚴格。

為防止污泥流失，厭氧氨氧化反應槽體

型式目前以SBR較常使用，近幾年薄膜技術成

熟，亦有日本學者將薄膜技術結合厭氧氨氧化

程序，提高污泥停留時間。目前厭氧氨氧化技

術已商業化並實際應用於都市污水處理廠迴流

液、垃圾滲出水與工業廢水等含氮廢水處理，

並根據厭氧氨氧化菌及廢水特性，發展出不同

的處理系統及操作特性、分屬專利技術。由於

技術應用移轉門檻高，尚未有成功模仿案例，

茲就所蒐集取得資料，茲就已投入實廠運轉之

商業化處理系統應用情形說明如下：

(一) DEMON®

 DEMON技術以批次式反應槽使短程

硝化與厭氧氨氧化反應兩者在同一槽體

中執行，由於不同生化特性菌種之增值

速度差異較大，為確保提供厭氧氨氧化

菌足夠停留時間，該技術利用水力渦漩 

(hydrocyclone) 菌種分離裝置使污泥顆粒

化，並能夠培養出良好的AOB及厭氧氨氧

菌，避免菌種自系統中流失。目前該專利

技術已有10座以上實廠操作，主要位於歐

洲包括奧地利、德國、瑞士、荷蘭、芬蘭

與匈牙利等國，美國第一座實廠於2012年

開始運轉 (Gonzalez et al., 2015)。

(二) ANAMMOX®

 以污泥顆粒化控制作為固液分離方

式延長污泥停留時間，並使用上流式厭氧

生物反應系統 (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lanket, UASB)，達成較高的氨氮去除效

率。目前該技術有20座以上實廠操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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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 (108m3) 進行厭氧氨氧化菌種馴養，

設定操作溶氧濃度為 0.5mg/L 並增加迴流

量保持菌體活性，最終成功馴養活性良好

之厭氧氨氧化菌種，氨氮去除效率可達

70%。該廠案例之菌種培養成敗關鍵在於

進流水質的穩定，濃度變化過大不利菌種

培養，需穩定溶氧及進流水質濃度條件以

形成良好培養環境。

陸、結論

一、 與傳統硝化脫硝程序相比，厭氧氨氧化反

應每氧化1莫耳NH
4
+只需0.75莫耳氧氣，

耗氧量下降了62%，可使曝氣能耗大為降

低；而該反應過程不須以有機碳源作為能

量來源，故可大量節省加藥費用。

二、 目前無論是實驗室規模或是實廠操作，厭

氧氨氧化技術在國內外大部分僅用於垃圾

滲出廢水或污泥處理單元上澄液處理，未

來須確認原理機制及經過更嚴謹的操作條件

控制，確定反應過程之產物及相關生物反

應，以及透過實驗數據建立完善動力學模

型以利於工程實際應用，並提高厭氧氨氧

化技術在其他污廢水處理領域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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