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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

氮装置及其处理废水的工艺。步骤如下：废水自

进水管进入系统，随进水管自布水系统，废水经

过填料床，经微生物进行自养反硝化脱氮后自装

置上部出水口排出；废水中SS及老化脱落的生物

膜被填料截留在装置底部，通过提砂管提升到顶

部，经洗砂迷宫进行清洗，利用洗砂器外壳内液

位差清洗底部提升上去的含SS及老化脱落的生

物膜；利用填料及洗砂水的密度差，填料经洗砂

迷宫清洗后回落壳体底部；洗砂水自洗砂水出口

排出，实现同一系统内去除SS同时脱氮。本发明

脱氮利用自养反硝化原理，建立以石英砂、还原

性无机物颗粒、碳酸钙类矿物质为生物载体的优

化组合方式，达到去除总氮的目的，且不降低出

水pH值，无二次污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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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包括壳体（8），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8）外设有

进水管（1），压缩空气管（2），压力调节控制系统（3），出水口（9），洗砂水出口（10）和排空伐

（12），所述壳体（8）内设有提砂及洗砂器（4），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5）、橡胶套管（6）、填料

（7）、布水系统（11）；

其中，所述进水管（1）设置于壳体（8）上部一端，所述出水口（9）和洗砂水出口（10）设置

于壳体（8）上部的另一端，洗砂水出口（10）位于出水口（9）的下方，进水管（1）一端与布水系

统（11）相连接；

所述压缩空气管（2）通过压力调节控制系统（3）设置于壳体（8）顶部；

所述排空伐（12）置于所述壳体（8）底部；

所述填料（7）填充于壳体（8）内；

所述提砂及洗砂器（4）与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5）相连接，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5）与

洗砂水出口（10）相连接，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5）上包覆有橡胶套管（6）；

所述提砂及洗砂器（4）包括提砂管（401）、洗砂迷宫（402）和洗砂器外壳（40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洗砂水可调

节出水管（5）通过调节出水及洗砂水液位差，实现调节洗砂水量可控制在3~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其特征在于，将所述洗砂迷宫

（402）顶部角度设置为60°，与洗砂器外壳（403）之间留有2cm间隙，可将连续砂年损失量减

少至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7）由

石英砂、还原性无机物颗粒、碳酸钙类矿物质组成，直径为0.8-1 .2mm；所述石英砂密度为

2.63g/cm³，硬度为7；所述还原性无机物颗粒密度为2-5g/  cm³，硬度为1~5；所述碳酸钙类

矿物质密度为2.93g/cm³，硬度为2.5~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还原性无机

物颗粒为硫磺及硫化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英砂、硫

磺、碳酸钙按质量比为5~10:1:1~2。

7.一种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处理废水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第一步：废水自进水管（1）进入系统，随进水管（1）自布水系统（11），废水经过填料床

（7），经微生物进行自养反硝化脱氮后自装置上部出水口（9）排出；

第二步：废水中SS及老化脱落的生物膜被填料（7）截留在装置底部，通过提砂管（401）

提升到顶部，经洗砂迷宫（402）进行清洗，利用洗砂器外壳（403）内液位差清洗底部提升上

去的含SS及老化脱落的生物膜；

第三步：利用填料（7）及洗砂水的密度差，填料（7）经洗砂迷宫（402）清洗后回落壳体

（8）底部；

第四步：洗砂水自洗砂水出口（10）排出，实现同一系统内去除SS同时脱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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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及其处理废水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应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

及其处理废水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今年来水质排放标准的提高，氨氮污染越来越受到重视，氨氮是引起水质恶

化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污水排放总量的不断增加，

以及化肥、合成洗涤剂及农药的广泛应用，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尤其是水污染问题更为突

出。

[0003] 常规生物脱氮过程由硝化和反硝化反应组成。在硝化反应中，废水中的有机氮经

过氨化生产氨氮，氨氮在化能自养菌的作用下，经亚硝氮转化为硝态氮。为进一步除氮，在

厌氧条件下，硝态氮作为电子受体，有机物作为电子供体，由反硝化的异养菌将硝态氮还原

为氮气，排入大气，实现对废水中总氮的去除。由于传统的废水生物处理工艺以含碳有机物

和悬浮固体为主要处理目标，通过微生物同化去除污水中的氮素量很少，通常只有10%-

13%，因此对生活污水和含氮的工业废水采用常规的活性污泥法处理，由于碳源不足，出水

仍含有大量的氮素。

[0004] 常规反硝化属于异样反硝化，由于我国生活污水低碳氮比的特性，需要另外加碳

源，增加运行费用；为维持较高生物浓度及获得良好的脱氮效果，必须同时进行污泥回流和

硝化液回流，增加了动力消耗及运行费用。为克服这一问题，需要寻找一种厌氧自养型工

艺。

[0005] 近年来，自养反硝化以无机碳（CO32-和HCO3-）为碳源，以无机物（H2、S、S2-、S2O32-、

Fe、Fe2+，NH4+等）作为硝酸盐还原的电子供体完成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硝酸盐还原为氮

气。因其原理以无机物为电子供体，不产生有机物污染、无需额外投加碳源运行便宜，自养

型细菌增长率低降低出水生物污染、缺氧运行、工艺简单稳定成为研究热门。

[0006] 连续砂滤是一种集絮凝、澄清、过滤、反硝化为一体的连续过滤设备，采用升流式

流动床过滤原理，过滤与清洗同时进行，无需停机反洗以及维护简单，能耗低的优点，广泛

应用于污水深度处理，连续砂滤反硝化依靠外投碳源进行反硝化脱氮。

[0007]

发明内容

[0008]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工艺，以解决现有

技术中存在的连续砂滤脱氮需投加碳源及自养反硝化脱氮填料易堵塞、碳源及无机盐连续

投加易流失造成出水化学需氧量（COD）、水质中悬浮物（SS）过高的技术问题，适用于工业污

水、市政废水等深度脱氮处理。

[0009] 技术方案：一种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外设有进水

管，压缩空气管，压力调节控制系统，出水口，洗砂水出口和排空伐，所述壳体内设有提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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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砂器，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橡胶套管、填料、布水系统；

其中，所述进水管设置于壳体上部一端，所述出水口和洗砂水出口设置于壳体上部的

另一端，洗砂水出口位于出水口的下方，进水管一端与布水系统相连接；

所述压缩空气管通过压力调节控制系统设置于壳体顶部；

所述排空伐置于所述壳体底部；

所述填料填充于壳体内；

所述提砂及洗砂器与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相连接，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与洗砂水出口

相连接，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上包覆有橡胶套管；

所述提砂及洗砂器包括提砂管、洗砂迷宫和洗砂器外壳。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通过调节出水及洗砂水液位差，实现调节洗

砂水量可控制在3~5%。

[0011] 进一步的，针对连续砂滤5%石英砂年损失量，通过运行观察，初期石英砂累积在本

装置底部，当洗砂器内集满后才随洗砂水排出，通过对提砂及洗砂器进行结构优化，扩大洗

砂迷宫口，将洗砂迷宫顶部角度设置为60°，与洗砂器外壳之间留有2cm间隙，可将连续砂年

损失量减少至1~3%。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填料由石英砂、还原性无机物颗粒（S、S2-、S2O32-、Fe、Fe2+等）、碳酸

钙类矿物质组成，直径为0.8-1.2mm；所述石英砂密度为2.63g/cm³，硬度为7；所述还原性无

机物颗粒密度为2-5g/cm3，硬度为1~5；所述碳酸钙类矿物质密度为2.93g/cm3，硬度为2.5~
5。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还原性无机物颗粒为硫磺及硫化物，硫磺密度为2.07  g/cm3。

[0014] 填料由石英砂、还原性无机物颗粒（S、S2-、S2O32-、Fe、Fe2+等）、碳酸钙类矿物质等组

成，其中石英砂作为生物载体，以还原性无机物作为电子供体，NO3中的N作为电子受体，利

用脱氮菌将水中的NO3-转化为氮气。通过填料直接轻微流动摩擦及微生物胞外酶的水解溶

解填料中的还原性无机物，脱氮菌利用该部分还原性无机物进行自养反硝化。碳酸钙类矿

物质摩擦及水解提供Ca2+及CO2，Ca2+与自养反硝化产生的SO42-等反应生成沉淀，CO2提供自

养反硝化所需的碱度，从而实现反硝化脱氮的同时不产生二次污染。

[0015] 一种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处理废水的工艺，步骤如下：

第一步：废水自进水管进入系统，随进水管自布水系统，废水经过填料床，经微生物进

行自养反硝化脱氮后自装置上部出水口排出；

第二步：废水中SS及老化脱落的生物膜被填料截留在装置底部，通过提砂管提升到顶

部，经洗砂迷宫进行清洗，利用洗砂器外壳内液位差清洗底部提升上去的含SS及老化脱落

的生物膜；

第三步：利用填料及洗砂水的密度差，填料经洗砂迷宫清洗后回落壳体底部；

第四步：洗砂水自洗砂水出口排出，实现同一系统内去除SS同时脱氮。

[0016] 以硫自养反硝化反应公式55S+20CO2+50NO3-+38H2O+4NH4+→4C5H7O2N+25N2+

55SO42-+64H+为例，填料由石英砂为主，硫、碳酸钙类矿物质为辅，质量比按  20:1:1~2，经过

30d左右微生物培养，稳定运行后，反应1~4h出水总氮指标稳定小于10mg/L，增加停留时间

可达到地表Ⅳ类水总氮1.5mg/L标准。

[0017] 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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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发明以连续砂滤耦合自养反硝化工艺，连续砂滤去除SS，同时以填料作为生物载

体，进行自养反硝化脱氮。

[0018] 2、本发明脱氮利用自养反硝化原理，建立以石英砂、还原性无机物颗粒（S、S2-、

S2O32-、Fe、Fe2+等，优选硫磺）、碳酸钙类矿物质为生物载体的优化组合方式，达到去除总氮

的目的，且不降低出水pH值，无二次污染产生。将石英砂、硫磺、碳酸钙按质量比设置为5~
10:1:1~2，该方案耦合了自养反硝化脱氮能力及连续砂滤，在同一个系统中脱氮去除SS，如

外投加PAC，可同时实现除磷。

[0019] 3、填料以石英砂为主，还原性无机物颗粒、碳酸钙为消耗型，当填料消耗到一定程

度后，从顶部直接补充。

[0020] 4、实验中还原性无机物选择硫磺，经生化后的尾水经过改工艺处理后总氮20mg/

L，经水力停留时间1~2h出水可稳定小于10mg/L，出水pH值变化小于0.1，设备周围空气检测

无硫化氢气体，硫酸根浓度小于150mg/L。经水力停留时间1~2h出水可稳定可稳定小于

1.5mg/L，出水pH值变化小于0.1，设备周围空气检测无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利用还原性硫为

填料产生的硫酸根浓度小于150mg/L。

[0021] 5、对比例异样反硝化脱氮碳源投加（60%乙酸钠）实际消耗量8.5g/gNO3-N，碳源投

加费用0.008元/gNO3-N，本发明自养反硝化脱氮还原性物质实际投加（硫磺）实际消耗量

2.6g/gNO3-N，硫磺及碳酸钙投加费用0.003元/gNO3-N，直接药剂费用节省62.5%  。

[0022] 6、对比例乙酸钠需定量连续投加，需与进水NO3-N控制连锁，由于仪表检测的滞后

性，有出水COD超标风险，本发明为定时投加，通过微生物胞外酶及填料摩擦溶解被利用，无

需增加仪表控制，无COD超标风险。

[0023] 7、通过砂滤结构的优化，实现调节洗砂水量可控制在3~5%，石英砂年损失量减少

至1~3%。

[0024] 附图说明：

图1为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标号：

1.进水管；2.压缩空气管；3.压力调节控制系统；4.提砂及洗砂器；401.提砂管；402.洗

砂迷宫；403.洗砂器外壳；5.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6.橡胶套管；7.填料；8.壳体；9.出水口；

10.洗砂水出口；11.布水系统；12.排空阀。

[0026] 图2为洗砂迷宫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洗砂迷宫俯视图。

[0028] 图4为实施例1的TN去除效果。

[0029] 图5为实施例2的TN去除效果。

[0030] 图6为对比例的TN去除效果。

[0031] 图7为对比例中进出水的COD。

[0032]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1、图2和图3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4] 一种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包括壳体8，壳体8外设有进水管1，压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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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2，压力调节控制系统3，出水口9，洗砂水出口10和排空伐12，所述壳体8内设有提砂及洗

砂器4，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5、橡胶套管6、填料7、布水系统11；其中，进水管1设置于壳体8

上部一端，出水口9和洗砂水出口10设置于壳体8上部的另一端，洗砂水出口10位于出水口9

的下方，进水管1一端与布水系统11相连接；压缩空气管2通过压力调节控制系统3设置于壳

体8顶部；排空伐12置于所述壳体8底部；填料7填充于壳体8内；提砂及洗砂器4与洗砂水可

调节出水管5相连接，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5与洗砂水出口10相连接，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5

上包覆有橡胶套管6；提砂及洗砂器4包括提砂管401、洗砂迷宫402和洗砂器外壳403。

[0035] 洗砂水可调节出水管5通过调节出水及洗砂水液位差，实现调节洗砂水量可控制

在3~5%。

[0036] 将所述洗砂迷宫402顶部角度设置为60°，与洗砂器外壳403之间留有2cm间隙，可

将连续砂年损失量减少至1~3%。

[0037] 填料7由石英砂、还原性无机物颗粒、碳酸钙类矿物质组成，直径为0.8-1 .2mm；所

述石英砂密度为2.63g/cm³，硬度为7；所述还原性无机物颗粒密度为2-5g/  cm³，硬度为1~
5；所述碳酸钙类矿物质密度为2.93g/cm³，硬度为2.5~5。

[0038] 还原性无机物颗粒为硫磺及硫化物。

[0039] 石英砂、硫磺、碳酸钙按质量比为5~10:1:1~2。

[0040] 上述自养反硝化连续砂滤脱氮装置处理废水的工艺，步骤如下：

第一步：废水自进水管1进入系统，随进水管1自布水系统11，废水经过填料床7，经微生

物进行自养反硝化脱氮后自装置上部出水口9排出；

第二步：废水中SS及老化脱落的生物膜被填料7截留在装置底部，通过提砂管401提升

到顶部，经洗砂迷宫402进行清洗，利用洗砂器外壳403内液位差清洗底部提升上去的含SS

及老化脱落的生物膜；

第三步：利用填料7及洗砂水的密度差，填料7经洗砂迷宫402清洗后回落壳体8底部；

第四步：洗砂水自洗砂水出口10排出，实现同一系统内去除SS同时脱氮。

[0041] 实施例1：

以农村生活污水经一体化设备处理后尾水试运行该工艺，尾水总氮为19.4~24.9mg/L，

pH为7.1~7.7，SS为10.19~12.55mg/L，SO4
2-为93.8-123.5mg/L。在反应器高径比3:1，填料高

度为反应器高度的1/2~2/3，以石英砂为主填料，还原性无机物颗粒（硫磺）、碳酸钙类矿物

质为消耗性填料，主填料与消耗性填料按质量比（5~10）:1，还原性无机物与碳酸钙类按质

量比1:（1~2）投加，在缺氧，常温，pH6.5~8条件下，培养微生物，初期控制水力停留时间4h，

当进水中总氮去除大于50%，逐渐提高进水量，直至水力停留时间1~2h后，稳定运行后连续

检测出水1个月。

[0042] 如图4所示，经过1个月连续检测，尾水经实施例1处理后出水TN优于国标一级A出

水标准，去除率稳定在60%左右，反硝化不采用外加碳源，COD与进水几乎一致，SO42-、pH等指

标与进水稍有变化，满足国标一级A排放标准，出水SS经该工艺处理后，稳定小于10mg/L，满

足国标一级A排放标准。

[0043] 实施例2：

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将水力停留时间稳定在4h，稳定运行后连续检测出水1个月。

[0044] 如图5所示，经过1个月连续检测，尾水经实施例2处理后出水TN满足地表水环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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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水标准，去除率在90%以上。反硝化不采用外加碳源，COD与进水几乎一

致，SO42-、pH等指标与进水稍有变化，满足国标一级A排放标准，出水SS经该工艺处理后，稳

定小于10mg/L，满足国标一级A排放标准。

[0045] 对比例：

以农村生活污水经一体化设备处理后尾水试运行该工艺，尾水总氮为19.4~24.9mg/L，

pH为7.1~7.7，SS为10.19~12.55mg/L，SO4
2-为93.8-123.5mg/L。在反应器高径比3:1，填料高

度为反应器高度的1/2~2/3，以石英砂为填料，不添加消耗性填料，连续定量投加碳源，按碳

氮比3：1投加，在缺氧，常温，pH6.5~8条件下，培养微生物，初期控制水力停留时间4h，当进

水中总氮去除大于50%，逐渐提高进水量，直至水力停留时间1~2h后，稳定运行后连续检测

出水1个月。

[0046] 如图6和图7所示，经过1个月连续检测，尾水经对比例1处理后出水TN优于国标一

级A出水标准，去除率稳定在60%左右，通过碳源精准投加，TN能满足地表水环境水环境质量

标准Ⅳ类水标准。反硝化需外加碳源，导致出水COD波动较大，有出水超标风险。SO42-、pH等

指标与进水一致，出水SS经该工艺处理后，稳定小于10mg/L，满足国标一级A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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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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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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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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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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