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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

及方法，涉及废水处理领域，包括串联连接的一

级除磷SBR池，二级脱氮SBR池和储泥池，所述一

级除磷SBR池与所述二级脱氮SBR池上部分别设

置第一溢流网与第二溢流网，所述一级除磷SBR

池池内设置有第一曝气空气管与第一曝气头，所

述二级脱氮SBR池池内设置有第二曝气空气管与

第二曝气头，所述第一曝气空气管与所述第一曝

气头通过第一空气开关阀与风机连接，所述第二

曝气空气管与所述第二曝气头通过第二空气开

关阀与所述风机连接，所述一级除磷SBR池中设

置聚磷菌，所述二级脱氮SBR池中设置亚硝化菌

和厌氧氨氧化菌。本发明净水效果好，结构简单

实用，停留时间短，水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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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串联连接的一级除磷SBR池，二级脱

氮SBR池和储泥池，所述一级除磷SBR池与所述二级脱氮SBR池上部分别设置第一溢流网与

第二溢流网，所述一级除磷SBR池池内设置有第一曝气空气管与第一曝气头，所述二级脱氮

SBR池池内设置有第二曝气空气管与第二曝气头，所述第一曝气空气管与所述第一曝气头

通过第一空气开关阀与风机连接，所述第二曝气空气管与所述第二曝气头通过第二空气开

关阀与所述风机连接，所述一级除磷SBR池中设置聚磷菌，所述二级脱氮SBR池中设置亚硝

化菌和厌氧氨氧化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除磷SBR池设置

第三空气开关阀，用以排出污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泥池设置污泥回

流口，所述污泥回流口与污泥回流泵连接，所述污泥回流泵与所述第三空气开关阀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曝气头被设置

为穿孔曝气管或膜片式曝气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脱氮SBR池

内还包括海绵填料。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海绵填料附着

所述亚硝化菌、厌氧氨氧化菌。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脱氮SBR池内设

置射流泵，所述射流泵上方设置第三溢流网，所述第二曝气头被设置为射流曝气头，所述射

流泵的出口管道连接空气旁路管，所述空气旁路管被设置为与所述第二空气开关阀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射流曝气头流量被

设置为1～5m3/h·支。

9.如权利要求7-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射流

泵的流量被设置为所述二级脱氮SBR池池容的30％～60％，扬程为30～40m。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空气开关阀的

开停比为(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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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行业，如：精细化工行业、畜禽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排

入大量废水，引发了严重的水污染问题。这些废水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氮、磷含量高。且C:

N:P比例失调，采用传统的工艺，系统流程长，而且N、P同时去除难度极大。

[0003] SBR序批式活性污泥法工艺具有工艺简单，处理效果稳定、耐冲击负荷力强、出水

水质好、操作灵活、占地面积少等优点。在废水生物除磷脱氮中存在广泛应用。但是由于生

物除磷过程主要是通过好氧嗜磷吸附废水中的磷然后通过排放污泥实现除磷的效果，嗜磷

菌生长时代时间相对较短，而生物脱氮中所采用的硝化、亚硝化细菌时代时间长，需要泥龄

长，如果在同一个SBR池中需要同步除磷脱氮，传统SBR脱氮除磷工艺。往往效果很低，无法

真正意思上实现同步除磷脱氮的效果。

[0004] 另外传统的SBR工艺中，针对部分高氨氮废水，由于C/N低，在反硝化阶段存在碳源

不足，需要额外增加碳源，往往造成运行费用偏高、管理复杂。近年来，已开发出的新型生物

脱氮工艺有：短程硝化-反硝化工艺、同步硝化-反硝化工艺、半硝化  (SHARON)工艺、限氧自

养硝化-反硝化(OLAND)工艺等，这些工艺虽能大大节省曝气量，而且能大大减少反硝化阶

段中碳源的加入。其原理为：  ANAMMOX(Anaerobic  Ammonia  Oxidation)工艺是以硝酸盐为

电子受体、以氨作为直接电子供体，将硝酸盐、亚硝酸氮转化为氮气的反硝化反应，该反应

不需要碳源，较好地解决了反硝化碳源不足的问题。实际生产中工艺操作复杂。但氨氧化细

菌培养条件严，培养周期长，进水中浓度高的氨氮对硝化菌起抑制作用，且工艺流程长，占

地面积大，运行维护不便。故一般情况下ANAMMOX工艺很难独立在实践中采用。

[0005] 另外，传统除磷脱氮SBR反应器，还存在缺氧阶段需要采用机械搅拌，维修成本高，

操作不灵活。

[0006] 因此，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致力于开发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不仅同步除

磷、脱氮效果好，且结构简单实用、占地少、药剂成本低、操作灵活以及出水稳定。

发明内容

[0007]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开发一种同步除磷脱

氮SBR反应器。同步除磷、脱氮效果好，且结构简单实用、占地少、药剂成本低、操作灵活以及

出水稳定。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包括串联连接的一

级除磷SBR池，二级脱氮SBR池和储泥池，所述一级除磷SBR池与所述二级脱氮  SBR池上部分

别设置第一溢流网与第二溢流网，所述一级除磷SBR池池内设置有第一曝气空气管与第一

曝气头，所述二级脱氮SBR池池内设置有第二曝气空气管与第二曝气头，所述第一曝气空气

管与所述第一曝气头通过第一空气开关阀与风机连接，所述第二曝气空气管与所述第二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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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头通过第二空气开关阀与所述风机连接，所述一级除磷SBR池中设置聚磷菌，所述二级脱

氮SBR池中设置亚硝化菌、厌氧氨氧化菌。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一级除磷SBR池设置第三空气开关阀，用以排出污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储泥池设置污泥回流口，所述污泥回流口与污泥回流泵连接，所述

污泥回流泵与所述第三空气开关阀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曝气头被设置为穿孔曝气管或膜片式曝气头。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二级脱氮SBR池内还包括海绵填料。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海绵填料附着亚硝化菌、厌氧氨氧化菌。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二级脱氮SBR池内设置射流泵，所述射流泵上方设置第三溢流网，

所述第二曝气头被设置为射流曝气头，所述射流泵的出口管道连接空气旁路管，所述空气

旁路管被设置为与所述第二空气开关阀连接。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射流曝气头流量被设置为1～5m3/h·支。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射流泵的流量被设置为所述二级脱氮SBR池池容的30％～60％，扬

程为30～40m。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空气开关阀的开停比为(2～4)：1。

[0018] 本发明的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与传统除磷脱氮反应器相比，具有如下优

点：

[0019] 1.除磷及脱氮分别在两个串联SBR池单独处理，操作简便、除磷、脱氮效果好。

[0020] 2.除磷SBR池通过设定空气开关阀的开启/关闭比例，在同一个池子内同步完成吸

磷、排泥除磷，具备流程短、操作方便。

[0021] 3.脱氮SBR池加入海绵填料，通过设定空气开关阀的开启比例，并利用射流搅拌的

方式，在填料中实现亚硝化菌及氨氧化两类细菌得到同步增长，在同一个SBR池中通过厌氧

氨氧化的方式完成脱氮，不仅停留时间长，对碳源需求量小，而且脱氮效果稳定，另外采用

射流泵搅拌与传统机械搅拌相比，维修成本低，更节能。

[0022] 4.储泥池设有污泥沉降及污泥回流，提高活性污泥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单位反

应器容积中的活性微生物量，也进一步提高了工艺的抗冲击率和处理效果。

[0023]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明，以

充分地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的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01-一级除磷SBR池，02-二级脱氮SBR池，03-储泥池，04-第一空气开关阀，

05-第二空气开关阀，06-第三空气开关阀，07-曝气头，8-曝气空气管，09-射流曝气头，10-

海绵填料，11-风机，12-空气旁路，13-污泥回流口，14-污泥回流泵，15-射流泵，16-第二曝

气空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参考说明书附图介绍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使其技术内容更加清楚和便

于理解。本发明可以通过许多不同形式的实施例来得以体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非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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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中提到的实施例。

[0027] 在附图中，结构相同的部件以相同数字标号表示，各处结构或功能相似的组件以

相似数字标号表示。附图所示的每一组件的尺寸和厚度是任意示出的，本发明并没有限定

每个组件的尺寸和厚度。为了使图示更清晰，附图中有些地方适当夸大了部件的厚度。

[0028]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同步除磷脱氮SBR反应器。反应器按结构内划分为

一级除磷SBR池01、二级脱氮SBR池02和储泥池03三个单元，其中，一级除磷SBR池01主要是

利用聚磷菌吸附废水中磷，右侧上部设置溢流网，池内设置第一曝气空气管08，第一曝气头

07，并通过第一空气开关阀04连接。第一曝气头07  可以为穿孔曝气管或膜片式曝气头，优

选为膜片式曝气头。在第一空气开关阀04开启时，一级除磷SBR池01内处于好氧状态下吸附

磷，在第一空气开关阀04关闭时，池内处于沉淀状态，通过第三空气开关阀06可以排出沉淀

的吸磷污泥达到除磷的效果，开启时间为60～300秒。

[0029] 二级脱氮SBR池02主要利用亚硝化菌、厌氧氨氧化菌通过厌氧氨氧化的方式脱氮，

池内设置射流泵15，射流曝气头09，海绵填料10，池右侧上部及射流泵15的上方分别设置一

个溢流网。海绵填料10上设置有亚硝化菌，厌氧氨氧化菌，规格  0.5～1cm3，装填量为池容

的1％～10％。射流泵15，射流曝气头09主要用于池内搅拌，射流曝气头09的流量被设置为1

～5m3/h·支，射流泵15的流量被设置为二级脱氮SBR  池02池容的30％～60％，扬程30～

40m。射流泵15出口连接一根空气旁路12，空气旁路12与第二空气开关阀05连接，第二空气

开关阀05与风机11连接。通过控制第二开关阀05的开停比，可选的为(2～4)：1，调节脱氮池

中缺氧\好氧的时间比例，同时为海绵填料10上的亚硝化菌，厌氧氨氧化菌生长提供最佳条

件，完成厌氧氨氧化脱氮。

[0030] 储泥池03用于沉淀在脱氮过程中带入的污泥，侧面设置污泥回流口13，以提高活

性污泥的利用效率。储泥池03底部设置有一定的坡度i，i＝1％～3％，使沉淀的污泥靠近污

泥回流口13，污泥回流口13与污泥回流泵14连接，污泥回流泵14与第三空气开关阀06连接，

污泥回流泵14回流量为进水量的50％～80％。通过打开第三空气开关阀06将污泥与含磷污

泥一起排出。

[0031] 实施例：

[0032] 某化工厂来水，首先向一级除磷SBR池01通入待处理废水，废水通过一级除磷  SBR

池01右侧的溢流网流入二级脱氮SBR池02，控制水位至将近二级脱氮SBR池  02右侧的溢流

网下方。之后打开风机11和第一空气开关阀04，空气经过第一曝气空气管08从第一曝气头

07喷出，使聚磷菌处于好氧状态吸附磷，并搅拌一级除磷SBR  池01。除磷完毕后，关闭第一

空气开关阀04，同时打开第二空气开关阀05，此时一级除磷SBR池01处于沉淀状态。第二空

气开关阀05打开后，空气经第二曝气空气管  16从射流曝气头09喷出，流量2.5m3/h·支，同

时打开射流泵15，设置流量为二级脱氮SBR池池容的45％，扬程35m，带动海绵填料10一起搅

拌二级脱氮SBR池02，搅拌时间3h。海绵填料10上设置亚硝化菌，厌氧氨氧化菌，规格

0.75cm3，装填量为池容的5％。在二级脱氮SBR池02搅拌时，打开第三空气开关阀06排出一

级除磷SBR  池01中的吸磷污泥，所需时间为60s-300s。待脱氮完毕，新一批废水由进水口排

入一级除磷SBR池01，带动二级脱氮SBR池02中的净水进入储泥池03。沉淀片刻后，净水通过

出水口排出。储泥池03底部设有坡度，坡度i＝2％，使污泥靠近污泥回流口  13，污泥经过污

泥回流口13通过污泥回流泵14输送至第三空气开关阀06，污泥回流泵14回流量为进水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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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与吸磷污泥一起排出，以待后续处理。

[0033]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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