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3217114.6

(22)申请日 2021.12.20

(73)专利权人 南京华创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地址 2111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长青街

19号

(72)发明人 沈蔚然　范俊　梁英　陈肖　陈丹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天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32218

专利代理师 韩正玉

(51)Int.Cl.

C02F 9/14(2006.01)

C02F 101/1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集成黑臭水体应急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集成黑臭水体应急

处理系统，属于废水处理领域。该系统包括自清

洗过滤器、集水池、膜生物反应器、高效脱氮除磷

生物滤池、清水水池、中间水池；所述的进水的输

出管道通过自清洗过滤器依次与集水池、膜生物

反应器、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和清水水池；所

述清水水池顶部的输出端与生物巢反应器的上

部相连，生物巢反应器底部的一个输出端与集水

池和膜生物反应器之间的连接管道相连，另一个

输出端为出水管道。本实用新型可以高校的晶型

脱氮及除硫，且系统较为简单灵活。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216550033 U

2022.05.17

CN
 2
16
55
00
33
 U



1.一种集成黑臭水体应急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自清洗过滤器（2）、集水

池（3）、膜生物反应器（4）、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5）、清水水池（6）、中间水池（7）；

进水的输出管道通过自清洗过滤器（2）依次与集水池（3）、膜生物反应器（4）、高效脱氮

除磷生物滤池（5）和清水水池（6）；所述清水水池（6）顶部的输出端与生物巢反应器（9）的上

部相连，生物巢反应器（9）底部的一个输出端与集水池（3）和膜生物反应器（4）之间的连接

管道相连，另一个输出端为出水管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膜生物反应器（4）的底部设有磁悬浮曝气

机（4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蒸汽发生器（10）通过蒸汽混射器（101）分

别与膜生物反应器（4）和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5）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5）的底部从下到

上依次设有布水器、填料层和生物填料层，所述的布水器为长柄滤头（5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5）底部设有罗茨

风机（53）和离心水泵（52），所述的离心水泵（52）与清水水池（6）的上部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生物巢反应器（9）的顶部设有进水泵（91），

通过该进水泵（91）与清水水池（6）的上部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生物巢反应器（9）的顶部还设有pH测定仪

（93）、溶解氧监测系统（94）、温度监测系统（95）和液位计（96）。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生物巢反应器（9）的外部设有蒸汽夹套

（97），补料系统（92）与生物巢反应器（9）的上部相连。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系统还包括水体原位曝气系统（8），

所述的原位曝气系统（8）包括若干磁悬浮曝气机（81）、曝气管以及曝气盘（82），所述的曝气

机（81）通过曝气管与曝气盘（82）进行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磁悬浮曝气机（81）与曝气主管相连，所述

曝气主管上每隔0.3  ~0.8米设置曝气支管，曝气支管上相邻0.3  ~0.8米设置曝气盘（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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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黑臭水体应急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水处理领域，具体涉及城市黑臭水体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城市内部河道环境保护的重视，黑臭河道治理逐渐被人们重

视，成为下个研究的重点，城市内流河流通常会存在外源污染负荷大，河水不流通，内源污

染严重等。

[0003] 黑臭水体在水质指标中通常体现在透明度低、溶解氧含量低、氧化还原电位低、氨

氮浓度高、总磷浓度高、化学需氧量大，由于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部分河道沿

河大量生活污水通过管道进入河流，水体黑臭导致周边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无法

及时得到处理。

[0004] 且现有工艺存在如下缺陷：

[0005] (1)现有工艺中污泥产生量较大；(2)装置普遍缺少保温措施，生物处理效率受温

度影响较大；(3)处理后的水体对污染物的自净能力依然很弱；(4)工艺复杂。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是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集成黑臭水体应急处理系统。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集成黑臭水体应急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自清洗过滤器、集水池、膜生物反应

器、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清水水池、中间水池；所述的进水的输出管道通过自清洗过滤

器依次与集水池、膜生物反应器、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和清水水池；所述清水水池顶部的

输出端与生物巢反应器的上部相连，生物巢反应器底部的一个输出端与集水池和膜生物反

应器之间的连接管道相连，另一个输出端为出水管道。

[0009]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膜生物反应器的底部设有磁悬浮曝气机。

[0010]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蒸汽发生器通过蒸汽混射器分别与膜生物反应器和高效

脱氮除磷生物滤池相连。

[0011]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的底部从下到上依次设有布水

器、填料层和生物填料层，所述的布水器为长柄滤头。

[0012]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底部设有罗茨风机和离心水泵，

所述的离心水泵与清水水池的上部相连。

[0013]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生物巢反应器的顶部设有进水泵，通过该进水泵与清水

水池的上部相连。

[0014]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生物巢反应器的顶部还设有pH测定仪、溶解氧监测系统、

温度监测系统和液位计。

[0015]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生物巢反应器的外部设有蒸汽夹套，补料系统与生物巢

反应器的上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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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所述的系统还包括水体原位曝气系统，所述的原位曝气

系统包括若干磁悬浮曝气机、曝气管以及曝气盘，所述的曝气机通过曝气管与曝气盘进行

相连。

[0017]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磁悬浮曝气机与曝气主管相连，所述曝气主管上每隔0.3

～0.8米设置曝气支管，曝气支管上相邻0.3～0.8米设置曝气盘。

[0018] 在一些技术方案中，本系统应设置在污染严重(有污染源进入)区域。

[0019] 所述进水自吸泵进口管道处，安装格网笼，网格尺寸小于12mm×12mm，防止较大杂

物进入自吸泵，影响自吸泵正常工作。出水处安装流量计，以监测进水流量，进水泵出水使

用碳钢管，连接自清洗过滤器。

[0020] 所述自清洗过滤器，过滤精度为500μm，利用滤网直接拦截水中的杂质，去除水体

悬浮物、颗粒物，降低浊度，净化水质，减少系统污垢、菌藻、锈蚀。定期进行反洗，反洗进水

连接清水池，反洗出水池连接中间水池。

[0021] 所述集水池起到汇集、储存和均衡废水的水质水量的作用。集水池中配备有COD、

氨氮自动监测设备，集水池通过池体上部出水孔进入后续反应设备。

[0022] 所述MBR反应器为一体化外压式膜反应器，包含曝气系统、膜组件、膜清洗系统，由

于MBR反应器使水力停留时间和污泥龄完全分开，污泥浓度高、排泥周期长，同时对悬浮固

体颗粒拦截率高，进一步提高对COD、氨氮、SS的去除效果。MBR曝气系统采用穿孔曝气管曝

气，利用磁悬浮曝气机为供气源。膜组件采用中空纤维超滤膜(新加坡美能)，3个月使用次

氯酸钠对膜进行冲洗一次。MBR出水使用自吸水泵泵入高效脱氮除磷反应器。MBR定期进行

排泥，周期为一个月，由污泥泵抽出，外运处理。

[0023] 所述高效脱氮除磷反应器，包含配水区、填料区、清水区和反冲洗系统使用下进

水、上出水的运行方式，配水区与布水系统主要起到使反应器均匀进水的功能，布水器使用

长柄滤头，均匀布设在布水板上。填料层承托层使用鹅卵石，生物填料使用硫铁矿和陶粒，

配制比例为1：3，下层为硫铁矿，上层为陶粒。使用硫铁矿作为填料可以同时对总氮和总磷

起到去除作用，脱氮不仅通过利用剩余的可生化有机物进行异养反硝化，同时可以利用硫

铁矿中的硫源进行自养反硝化，反应方程式如下：15NO3‑+5FeS2+10HO2→7.5N2+10SO42‑+

5Fe(OH)3+5H+，异养和自养反硝化共同作用，促进总氮降解。同时通过硫铁矿氧化过程中产

生的Fe2+和Fe3+及Fe(OH)3等与水中PO43‑形成铁磷复合物，利用矿石吸附、离子沉淀和微

生物同化作用，可在更为广泛的pH条件下强化磷的去除，反应如下：Fe3++PO43‑→FePO4↓和

3Fe2++2PO43‑→Fe3(PO4)2↓，火山岩可以对反应生成的沉淀起到进一步过滤作用。滤池出

水通过上层出水堰进入清水池。反洗系统使用气、水进行反洗，按照气洗、气水联合冲洗、水

洗的顺序进行，水洗强度为4～6L/(m2·s)，气洗强度为15～25L/(m2·s)，单独气洗5分钟，

气、水联合冲洗为5分钟，单独水洗为10分钟。

[0024] 所述清水池为出水贮存容器，正常情况为直接排水状态，当反应器有需要反冲洗

时，为反冲洗中水反冲提供水源。

[0025] 所述中间水池为暂时储存反洗排水和MBR膜洗水，水池设置液位控制器，当水量达

到高水位时控制提升水泵，将水打入集水池与进水混合进行处理。

[0026] 所述水体原位曝气系统、主要为提升水体溶解氧含量，抑制缺氧、厌氧微生物优势

生长，同时确保生物巢产出的扩大化微生物菌群在进入水体后正常生长，系统由两台磁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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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曝气机、法兰接碳钢曝气管、曝气盘组成，每50米设置曝气管进入水体底部安装曝气盘进

行曝气，曝气盘使用市面常规的φ200mm的曝气盘，所述原位曝气系统为布置方法为曝气风

机引出曝气主管后，在曝气区域每隔0.5米设置曝气支管，曝气支管上相邻0.5米设置曝气

盘，水体底部距离曝气盘顶端安装高度为0.25米。

[0027] 所述生物巢，主要为了扩大功能微生物生物量，以达到持续的向水体补充菌剂，包

括进水泵、不锈钢主体结构、补料系统，pH值、温度、溶解氧监测系统、液位计、出水系统，主

池体做蒸汽夹套，池体密闭，池体为304不锈钢结构，通过自动监测探头监测的数据，及时调

节加药量，扩大功能微生物生物量，同时根据液位计反馈的液位情况及时补水，培养时间根

据各功能菌不同生长条件定，生物巢出水通过出水泵、法兰接304不锈钢管、小型流量控制

器、喷嘴，使菌剂均匀进入水体。生物巢用水来自清水水池。

[0028] 所述蒸汽加热系统，为蒸汽发生器，用水为清水池水，主要用于对MBR进水、高效脱

氮除磷反应器进水、生物巢夹套供热，通过蒸汽混射器和蒸汽发生器的产生蒸汽量控制进

水水温，MBR和高效脱氮除磷反应器进水管设置温度检测，以监测低温条件下加热情况。

[002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30] 利用本工艺和设备对一处还存在生活污水排入的黑臭水体进行应急处理，水体溶

解氧为1.02mg/L、COD为124.9mg/L、氨氮为15.8mg/L、总磷为1.05mg/L、SS为216mg/L，通过

本系统处理，排入水体污水在源头处被本设备截断处理，同时受污染水体也进入本系统进

行处理，通过曝气设备和生物巢在河道原位促进水体原位净化，在处理40天后，水体溶解氧

为4.13±0.24mg/L、COD降至30.7±1 .5mg/L，氨氮降至1.74±0.36mg/L，总磷降至0.35±

0.06mg/L，SS浓度降至32±2mg/L。

[0031] 在冬季利用本工艺对一处受污染的黑臭水体进行应急处理，水体平均温度为4℃，

水体溶解氧为1.85mg/L、COD为74.9mg/L、氨氮为12.6mg/L、总磷为0.43mg/L、SS为152mg/L，

通过本系统处理，在处理后40天后水体溶解氧为3.58±0.4mg/L、COD降至31.6±3.1mg/L，

氨氮降至1.45±0.18mg/L，总磷降至0.26±0.04mg/L，SS浓度降至27±3mg/L。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系统的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实用新型水体原位曝气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

[0035] 如图1～2，一种集成黑臭水体应急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自清洗过滤器2、集水池

3、膜生物反应器4、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5、清水水池6、中间水池7；

[0036] 所述的进水的输出管道通过自清洗过滤器2依次与集水池3、膜生物反应器4、高效

脱氮除磷生物滤池5和清水水池6；所述清水水池6顶部的输出端与生物巢反应器9的上部相

连，生物巢反应器9底部的一个输出端与集水池3和膜生物反应器4之间的连接管道相连，另

一个输出端为出水管道。膜生物反应器4的底部设有磁悬浮曝气机41。蒸汽发生器10通过蒸

汽混射器101分别与膜生物反应器4和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5相连。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

池5的底部从下到上依次设有布水器、填料层和生物填料层，所述的布水器为长柄滤头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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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脱氮除磷生物滤池5底部设有罗茨风机53和离心水泵52，所述的离心水泵52与清水水

池6的上部相连。生物巢反应器9的顶部设有进水泵91，通过该进水泵91与清水水池6的上部

相连。生物巢反应器9的顶部还设有pH测定仪93、溶解氧监测系统94、温度监测系统95和液

位计96。生物巢反应器9的外部设有蒸汽夹套97，补料系统92与生物巢反应器9的上部相连。

所述的系统还包括水体原位曝气系统8，所述的原位曝气系统8包括若干磁悬浮曝气机81、

曝气管以及曝气盘82，所述的曝气机81通过曝气管与曝气盘82进行相连。磁悬浮曝气机81

与曝气主管相连，所述曝气主管上每隔0.3～0.8米设置曝气支管，曝气支管上相邻0.3～

0.8米设置曝气盘82。

[0037] 在一些具体的技术方案中，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8] 如流程图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一体化黑臭水体应急处理系统，下面对发明进

行进一步解说。

[0039] 所述1进水自吸泵进口管道处，安装格网笼，网格尺寸小于12mm×12mm，防止较大

杂物进入自吸泵，影响自吸泵正常工作。出水处安装流量计，以监测进水流量，进水泵出水

使用碳钢管，连接自清洗过滤器。

[0040] 所述2自清洗过滤器，过滤精度为500μm，利用滤网直接拦截水中的杂质，去除水体

悬浮物、颗粒物，降低浊度，净化水质，减少系统污垢、菌藻、锈蚀。定期进行反洗，自清洗出

水池连接中间水池。

[0041] 所述3集水池起到汇集、储存和均衡废水的水质水量的作用。集水池中配备有COD、

氨氮自动监测设备，集水池通过池体下部出水孔进入后续反应设备。

[0042] 所述4MBR反应器为一体化外压式膜反应器，包含曝气系统、膜组件、膜清洗系统、

回流系统，由于MBR反应器使水力停留时间和污泥龄完全分开，污泥浓度高、排泥周期长，同

时对悬浮固体颗粒拦截率高，进一步提高对COD、氨氮、SS的去除效果。MBR曝气系统采用穿

孔曝气管曝气，利用41磁悬浮曝气机为供气源。膜组件采用中空纤维超滤膜(新加坡美能)，

3个月使用次氯酸钠对膜进行冲洗一次。MBR出水使用42自吸水泵泵入高效脱氮除磷反应

器。MBR定期进行排泥，周期为一个月，由污泥泵抽出，外运处理。

[0043] 所述5高效脱氮除磷反应器，包含配水区、填料区、清水区和反冲洗系统使用下进

水、上出水的运行方式，配水区与布水系统主要起到使反应器均匀进水的功能，布水器使用

51长柄滤头，均匀布设在布水板上。填料层承托层使用鹅卵石，生物填料使用硫铁矿和陶

粒，配制比例为1：3，下层为硫铁矿，上层为陶粒。使用硫铁矿作为填料可以同时对总氮和总

磷起到去除作用，脱氮不仅通过利用剩余的可生化有机物进行异养反硝化，同时可以利用

硫铁矿中的硫源进行自养反硝化，反应方程式如下：15NO3
‑+5FeS2+10HO2→7.5N2+10SO4

2‑+

5Fe(OH)3+5H
+，异养和自养反硝化共同作用，促进总氮降解。同时通过硫铁矿氧化过程中产

生的Fe2+和Fe3+及Fe(OH)3等与水中PO4
3‑形成铁磷复合物，利用矿石吸附、离子沉淀和微生物

同化作用，可在更为广泛的pH条件下强化磷的去除，反应如下：Fe3++PO4
3‑
→FePO4↓和3Fe2++

2PO4
3‑
→Fe3(PO4)2↓，火山岩可以对反应生成的沉淀起到进一步过滤作用。滤池出水通过上

层出水堰进入清水池。反洗系统使用气、水进行反洗，水洗使用52离心水泵，气洗使用53罗

茨风机，按照气洗、气水联合冲洗、水洗的顺序进行，水洗强度为4～6L/(m2·s)，气洗强度

为15～25L/(m2·s)，单独气洗5分钟，气、水联合冲洗为5分钟，单独水洗为10分钟。

[0044] 所述6清水池为出水贮存容器，正常情况为直接排水状态，当反应器有需要反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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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反冲洗中水反冲提供水源。

[0045] 所述7中间水池为暂时储存反洗排水和MBR膜洗水，2自清洗过滤器反洗水通过反

洗排口排入中间水池，4MBR生物膜反应器膜清洗水经过排空管进入中间水池，高效脱氮除

磷反应器反洗出水通过上部反洗出水管排入中间水池，水池设置71液位控制器，当水量达

到高水位时控制72提升水泵，将中间水池的水从下部出水口泵入集水池与进水混合进行处

理。

[0046] 所述8水体原位曝气系统主要为提升水体溶解氧含量，抑制缺氧、厌氧微生物优势

生长，同时确保生物巢产出的扩大化微生物菌群在进入水体后正常生长，系统由81两台磁

悬浮曝气机、法兰接碳钢曝气管、曝气盘组成，每50米设置曝气管进入水体底部安装曝气盘

进行曝气，82曝气盘使用市面常规的φ200mm的曝气盘，所述原位曝气系统为布置方法为曝

气风机引出曝气主管后，在曝气区域每隔0.5米设置曝气支管，曝气支管上相邻0.5米设置

曝气盘，水体底部距离曝气盘顶端安装高度为0.25米。

[0047] 所述9生物巢，主要为了扩大功能微生物生物量，以达到持续的向水体补充菌剂，

包括91进水泵、不锈钢主体结构、92补料系统，93pH值、94溶解氧、95温度监测系统、96液位

计、出水系统，主池体做97蒸汽夹套，池体密闭，池体为304不锈钢结构，所述补料系统包括

搅拌机、计量泵，通过水质情况通过自动监测探头监测的数据，及时调节加培养基质的量，

扩大功能微生物生物量，同时根据液位计反馈的液位情况及时补水，培养时间根据各功能

菌不同生长条件定，生物巢出水通过98出水泵、法兰接304不锈钢管、小型流量控制器、喷

嘴，使菌剂均匀进入水体。生物巢用水来自清水水池。

[0048] 所述10蒸汽加热系统，为蒸汽发生器，用水为清水池水，主要用于对MBR进水、高效

脱氮除磷滤池进水、生物巢夹套供热，通过101蒸汽混射器和蒸汽发生器的产生蒸汽量控制

进水水温，MBR和高效脱氮除磷滤池进水管设置温度检测，以监测低温条件下加热情况。

[0049] 污染水体首先通过1进水泵进入2自清洗过滤器进行过滤，2自清洗过滤器过滤后

出水进入3集水池，集水池出水通过101蒸气混射器加热后，控制水温在28℃±5℃，进入

4MBR膜反应器，定期进行膜冲洗，冲洗废水排入7中间水池，MBR膜反应器出水通过101蒸气

混射器加热后，控制水温在28℃±5℃，进入5高效脱氮除磷反应器，控制停留时间在30～40

分钟，定期进行反洗，反洗出水排入中间水池，反应器出水进入6清水池，清水池通过反洗水

泵为高效脱氮除磷反应器提供反洗水，同时通过进水泵为生物巢提供水源。9生物巢通过将

待培养的菌种扩大化培养，同时通过补料系统、自动监测系统和蒸汽保温夹套控制培养条

件，扩大培养后通过98出水泵、法兰接304不锈钢管、小型流量控制器、喷嘴，使菌剂均匀进

入水体，强化污染河道生态治理。原位曝气系统通过曝气机和上述布置方法布置的曝气盘

对河道内进行曝气，河道溶氧低于2mg/L曝气系统连续运行，河道溶解氧高于2mg/L可以进

行间歇曝气，维持河道溶解氧在5mg/L±1mg/L，在河道内部控制水体生态环境，强化优势功

能菌种生长。

[0050] 利用本工艺和设备对一处还存在生活污水排入的黑臭水体进行应急处理，水体溶

解氧为1.02mg/L、COD为124.9mg/L、氨氮为15.8mg/L、总磷为1.05mg/L、SS为216mg/L，通过

本系统处理，排入水体污水在源头处被本设备截断处理，同时受污染水体也进入本系统进

行处理，通过曝气设备和生物巢在河道原位促进水体原位净化，在处理40天后，水体溶解氧

为4.13±0.24mg/L、COD降至30.7±1 .5mg/L，氨氮降至1.74±0.36mg/L，总磷降至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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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mg/L，SS浓度降至32±2mg/L。

[0051] 在冬季利用本工艺对一处受污染的黑臭水体进行应急处理，水体平均温度为4℃，

水体溶解氧为1.85mg/L、COD为74.9mg/L、氨氮为12.6mg/L、总磷为0.43mg/L、SS为152mg/L，

通过本系统处理，在处理后40天后水体溶解氧为3.58±0.4mg/L、COD降至31.6±3.1mg/L，

氨氮降至1.45±0.18mg/L，总磷降至0.26±0.04mg/L，SS浓度降至27±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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