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997318.X

(22)申请日 2019.06.28

(73)专利权人 湖北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

地址 430074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黄家湖

大学城3号

(72)发明人 董俊　刘鲁建　张岚欣　曹斌强　

王威　张双峰　许存根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科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42222

代理人 石超群

(51)Int.Cl.

C02F 9/04(2006.01)

C02F 101/12(2006.01)

C02F 101/16(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

液的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

的系统，该利系统包括，沿着水处理进程依次连

通设置有脱氮树脂罐、废液池、厌氧氨氧化反应

器、沉淀池、清水池、管式超滤膜装置、污泥浓缩

池；所述清水池通过一级提升泵与管式超滤膜装

置连通，所述沉淀池分别连通所述厌氧氨氧化反

应器和污泥浓缩池；还包括用于储存污水原水的

储水池，所述储水池连通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

器。本实用新型的系统，对树脂再生废液中的总

氮具有较高的去除率，与传统废水处理系统相

比，本实用新型的系统具有能耗低、剩余污泥量

少、工程投资及运行费用省、出水水质稳定、自动

化程度高、无二次污染等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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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沿着水处理

进程依次连通设置有脱氮树脂罐(2)、废液池(3)、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沉淀池(6)、清水

池(8)、管式超滤膜装置(10)、污泥浓缩池(7)；所述清水池(8)通过一级提升泵(9)与管式超

滤膜装置(10)连通，所述沉淀池(6)分别连通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和污泥浓缩池(7)；

还包括用于储存污水原水的储水池(5)，所述储水池(5)连通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脱氮树脂罐(2)的出水管线上设有氯化钠投加装置(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内填充了悬挂性填料(13)，所述悬挂性填料(13)为半软性填料，

所述悬挂性填料(13)直径为100-150mm，安装间距为150-200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的进水管处设有氨源投加泵(14)，用于将储水池(5)中的储水投

加进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水池(8)的进水管处还设有粉末活性炭投加装置(15)，所述清水池(8)内设有搅拌器

(1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式超滤膜装置(10)由至少一组超滤膜组件构成，超滤膜平均孔径为0.01～0.5微米，

膜丝为聚丙烯腈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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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

再生废液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活动及生产中所产生的污水量随之剧增，为了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化发展，确保此类污水排入自然水体不产生污染，需要将污水处理至一

定程度，然而相应的排放标准中对总氮的含量要求严格，其中，《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

类水体要求总氮含量≤1mg/L，部分常规工艺很难保证排放水体中总氮完全达标。

[0003] 目前，总氮脱除技术主要分为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技术等。物理法主要有蒸馏、电

渗析、反渗透、离子交换法等，由于处理费用较高、容易产生浓水等问题在应用上受到一定

的限制；化学法是利用一定的还原剂还原水中的硝酸盐，目前研究较多的还原剂有金属Fe、

二价铁等，由于反应条件的控制比较严格、药剂费较高、副产物易造成二次污染等，使得化

学法在应用中也受到较大的限制；生物技术是利用反硝化菌将硝酸盐还原为氮气的生物过

程，生物法工艺条件较难控制、且无法去除低浓度的硝酸盐氮。

[0004] 对于污水厂尾水中低浓度的总氮，可采用大孔树脂进行脱氮，通过离子交换可快

速、稳定的将出水总氮降至1mg/L以下。大孔脱氮树脂通过离子交换将硝酸根离子置换并富

集，采用氯化钠溶液对吸附饱和的树脂再生，产生的废液含有较高浓度的氯化钠和硝酸根，

如不处理将造成二次污染，为了在大型污水处理项目中大力推广及应用大孔脱氮树脂，必

须对再生废液进行处置，使其满足排放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

[0006] 本实用新型实现目的所采用的方案是：一种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

液的系统，包括沿着水处理进程依次连通设置有脱氮树脂罐、废液池、厌氧氨氧化反应器、

沉淀池、清水池、管式超滤膜装置、污泥浓缩池；所述清水池通过一级提升泵与管式超滤膜

装置连通，所述沉淀池别连通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和污泥浓缩池；还包括用于储存污水

原水的储水池，所述储水池连通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

[0007] 优选地，所述脱氮树脂罐的出水管线上设有氯化钠投加装置。

[0008] 优选地，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内填充了悬挂性填料，所述悬挂性填料为半软性

填料，所述悬挂性填料直径为100-150mm，安装间距为150-200mm。

[0009] 优选地，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的进水管处设有氨源投加泵，用于将储水池(5)中

的储水投加进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中。

[0010] 优选地，所述清水池的进水管处还设有粉末活性炭投加装置，所述清水池内设有

搅拌器。

[0011] 优选地，所述管式超滤膜装置由至少一组超滤膜组件构成，超滤膜平均孔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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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0.5微米，操作压力为0.25～0.35MPa，膜通量为300～450L/(m2 .h)，产水浊度＜

0.1NTU，膜丝为聚丙烯腈膜丝。

[0012] 本实用新型的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对树脂再生废液中

的总氮具有较高的去除率，与传统废水处理系统相比，本实用新型的系统具有能耗低、剩余

污泥量少、工程投资及运行费用省、出水水质稳定、自动化程度高、无二次污染等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对于含有较高浓度氯化钠及硝酸根的树脂再生废液，以含有一定氨氮

浓度的污水原水为氨源，投加至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内进行再生废液的脱氮处理，其中，厌氧

氨氧化在缺氧条件下进行，无需氧气的供应，可节省60％的能源消耗，厌氧氨氧化无需投加

有机碳源，大大节省了碳源，同时工艺剩余污泥量少，污泥处置费用低，总氮去除负荷较高，

从而能减少工艺占地面积，降低工艺基建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系统结构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方法流程图。

[0016] 图中，1.二级提升泵，2.脱氮树脂罐，3.废液池，4.厌氧氨氧化反应器，5.储水池，

6.沉淀池，7.污泥浓缩池，8.清水池，9.一级提升泵，10.管式超滤膜装置，11.脱水装置，12.

氯化钠投加装置，13.悬挂性填料，14.氨源投加泵，15.粉末活性炭投加装置，16.搅拌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更好的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的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说明，但本实

用新型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18] 实施例1

[0019] 如图1所示，一种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包括沿着水处理

进程依次连通设置有脱氮树脂罐2、废液池3、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沉淀池6、清水池8、管式

超滤膜装置10、污泥浓缩池7；所述清水池8通过一级提升泵9与管式超滤膜装置10连通，所

述沉淀池6分别连通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和污泥浓缩池7；还包括用于储存污水原水的

储水池5，所述储水池5连通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

[0020] 脱氮树脂罐2的出口连通废液池3的入口，废液池3的出口连通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

的入口，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的出口连通沉淀池6的入口，沉淀池6的污泥出口分别连通厌氧

氨氧化反应器4和污泥浓缩池7，沉淀池6的出水口连通清水池8的入口，清水池8的通过一级

提升泵9与管式超滤膜装置10连通，管式超滤膜装置10的出水直接排放。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脱氮树脂罐2的出水管线上设有氯化钠投加装置12。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内填充了悬挂性填料13，所述悬挂性填料13

为半软性填料，材质为PP，所述悬挂性填料13直径为100-150mm，安装间距为150-200mm。

[0023] 所述悬挂性填料13用于污水、废水处理工程，配套于接触氧化塔、氧化池氧化槽等

设备，是一种生物接触氧化法和厌氧发酵法处理废水的生物载体。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依

附于填料表面形成生物膜，可获得更好的生长，使得污泥浓度更高，对污染物的降解效果更

好。比不加任何填料的反应器，处理效果高得多。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的进水管处设有氨源投加泵14，用于将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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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5)中的储水投加进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中。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清水池8的进水管处还设有粉末活性炭投加装置15，所述清水池

8内设有搅拌器16。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管式超滤膜装置10由至少一组超滤膜组件构成，超滤膜平均孔

径为0.01～0.5微米，操作压力为0.25～0.35MPa，膜通量为300～450L/m2.h，产水浊度＜

0.1NTU，膜丝材质为聚丙烯腈。

[0027] 本实施例的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系统的工作流程如下：

[0028] 市政污水厂的尾水首先经二级提升泵1提升后进入脱氮树脂罐2，通过树脂的离子

交换作用去除来水中的硝酸根，实现总氮的去除；树脂达到饱和后需采用5％-8％的氯化钠

溶液(再生液)进行再生，使用氯化钠投加装置12输送再生液，树脂单次再生所需的再生液

体积为树脂体积的1.2-1.5倍，再生过程中因置换及冲洗产生的再生废液排入废液池3，并

进入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以市政污水厂的原水为氨源，储存于储水池5内，通过氨源投加泵

14定量投加至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进行厌氧氨氧化反应，投加量为待处理再生废液体积的

5％-10％，从而降低出水总氮含量；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排出的泥水混合物通过沉淀池6分

离，出水进入清水池8，并通过粉末活性炭投加装置15投加粉末活性炭，经过搅拌器16搅拌

处理吸附后充分吸附COD物质，清水池8出水经一级提升泵9提升后，进入管式超滤膜装置10

截留炭粉，出水可与脱氮树脂罐2的出水混合排放。

[0029] 沉淀池6内污泥部分回流至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同时沉淀池6内的剩余污泥与管

式超滤膜装置10分离出的炭浆可定期排至污泥浓缩池7，经脱水装置11脱水后外运处置。

[0030] 实施例2

[0031] 如图2所示，一种利用厌氧氨氧化处理大孔树脂再生废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步骤1：将脱氮树脂罐2中的树脂再生过程中因置换及冲洗产生的再生废液排入废

液池3，并进入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

[0033] 步骤2：以污水原水为氨源，储存于储水池5内，定量投加至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

[0034] 步骤3：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排出的泥水混合物通过沉淀池6分离，出水进入清水池

8；

[0035] 步骤4：于清水池8内投加粉末活性炭，同时进行搅拌，利用粉末活性炭吸附COD物

质，清水池8排出的炭水混合物，经一级提升泵9提升后，进入管式超滤膜装置10截留炭粉，

出水可与所述的脱氮树脂罐2的出水混合排放；

[0036] 步骤5：沉淀池6内部分污泥回流至厌氧氨氧化反应器4，同时沉淀池6内的剩余污

泥与管式超滤膜装置10分离出的炭浆排至污泥浓缩池7，经脱水装置11脱水后外运处置。

[0037] 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2中，储水池5内污水原水的氨氮初始浓度为30-60mg/L，厌

氧氨氧化反应器4内还投加了高盐度下经过驯化培养的厌氧氨氧化菌群，投加浓度为3000-

4000mg/L。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4中，粉末活性炭的投加量为20-30mg/L。

[0039] 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4中，管式超滤膜装置10需定期反洗和化学清洗，反洗频率

为每10分钟反洗1次，每次60秒；化学清洗频率为每7-15天清洗1次，每次1小时。

[0040] 树脂再生废液中含有较高浓度的硝酸盐和氯化钠，如不处理直接排放将会污染环

境，本实用新型利用含一定氨氮浓度的市政污水厂的进水作为氨源，采用厌氧氨氧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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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再生废液进行处理，具有高效节能的脱氮效果，其技术原理如下：

[0041] 厌氧氨氧化作用即在厌氧条件下由厌氧氨氧化菌利用亚硝酸盐为电子受体，将氨

氮氧化为氮气的生物反应过程。此反应通常对外界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但是由于不需要

氧气和有机物的参与，因此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0042] 厌氧氨氧化菌首先将NO2-转化成NH2OH，再以NH2OH为电子受体将NH4+氧化生成N2H4；

N2H4转化成N2，并为NO2-还原成NH2OH提供电子；反应过程中有少量NO2-被氧化成NO3-。

[0043] 厌氧氨氧化涉及的化学反应式为：

[0044] NH2OH+NH3→N2H4+H2O

[0045] N2H4→N2+4[H]

[0046] HNO2+4[H]→NH2OH+H2O

[0047] 高盐度及盐度变化对微生物活性有抑制作用,因此在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内投加经

过高盐条件下驯化的厌氧氨氧化菌群，并将其高浓度的、有效的保持在反应器内，使反应器

达到设计的厌氧氨氧化效能。在实施上，通过反应器内大量悬挂性填料的安装，促进厌氧氨

氧化菌的生长，同时改善了菌体的沉降性能，促使功能菌有效持留。通过厌氧氨氧化反应

器，将再生废液中的大部分总氮转化为N2从水中脱除，总氮去除率可达到80％以上。

[0048] 以上所述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之

权利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

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动，这些改进和变动也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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