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632457.9

(22)申请日 2018.12.28

(71)申请人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地址 100085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18号

(72)发明人 魏源送　隋倩雯　姜黎安　陈彦霖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11021

代理人 喻颖

(51)Int.Cl.

C02F 3/30(2006.01)

 

(54)发明名称

厌氧膜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

合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一种厌氧膜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

化组合装置及方法，该装置利用厌氧膜生物反应

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自养型脱氮组合工

艺处理污水，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中去除污水的

有机物，实现高效碳氮分离；在部分亚硝化反应

器中，氨氮通过亚硝化作用一部分转化成亚硝酸

盐氮；在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氨氮和亚氮经过

厌氧氨氧化作用生成氮气排出；由于厌氧氨氧化

阶段会有硝酸盐氮产生，因此出水部分回流至亚

硝化反应器前端，使硝酸盐氮被还原成亚硝酸盐

氮，进而实现有机物和氮的深度去除。本发明在

保证污水处理达标的基础上，实现高效能源回

收、降低运行能耗、运行稳定、碳氮污染物去除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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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厌氧

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间调节池；其中：

厌氧膜生物反应器，用于对进料加入的有机物进行降解并产生沼气，厌氧处理后产生

的污水通入管式膜组件进行过滤，管式膜组件过滤产生的浓缩液返回到所述厌氧膜生物反

应器中，过滤产生的出水输入第一调节池中；

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废水输入到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进行部分亚硝化处理，将

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将氨氮部分氧化为亚硝酸盐氮；

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废水不经过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直接泵送至第二调节池中，

即超越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部分亚硝化处理后的废水沉淀泥

水分离得到的废水也输入到所述第二调节池中；所述第二调节池中的水则输入到所述厌氧

氨氧化反应器中；

厌氧氨氧化反应器，用于对输入的废水进行厌氧氨氧化处理，处理后的废水达标即排

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为外置管式厌氧膜生物反应器；

作为优选，所述管式膜组件为外置式管式超滤膜组件；

作为优选，所述外置式管式超滤膜组件的材质为聚偏氟乙烯，孔径为20000道尔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包括反亚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和污泥沉淀区，采用连续流

方式；

其中，所述反亚硝化区用于利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出水残留的有机物，发生硝酸盐还

原反应，将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所述部分亚硝化区用于通过曝气风机与时间控制来调

节曝气量、曝气时间、溶解氧浓度、污泥停留时间参数，实现氨氮部分氧化为亚硝酸盐氮；所

述污泥沉淀区用于实现泥水分离，通过堰溢流出水，出水进入所述第二调节池；

作为优选，所述反亚硝化区与部分亚硝化区中设有搅拌器，使泥水充分混合；

作为优选，在部分亚硝化区的底部设置有曝气系统，以提高该区溶解氧浓度；

作为优选，所述污泥沉淀区沉淀的污泥通过污泥回流泵回流至所述反亚硝化区，实现

污泥回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采用升流式污泥床反应器(Upflow  anaerobic  solid 

reactor，UASB)构型，内部通过厌氧氨氧化颗粒污泥实现自养型脱氮，出水通过三相分离器

实现泥、水、气分离。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节池内的部分液体采用蠕动泵超越部分亚硝化反应器，直接

进入第二调节池，用于调节厌氧氨氧化反应器进水氨氮与亚硝酸盐氮浓度比。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的出水连接一出水池，所述出水池内的部分液体

被输送至所述部分硝化反应器中的反亚硝化区，使硝酸盐氮还原为硝酸盐氮，提高系统脱

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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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

化组合装置进行厌氧消化-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将待处理的污水输送至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中，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的厌氧发酵罐

中对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降解并产生沼气，经厌氧处理后的污水通过外置式管式膜组件过

滤，出水进入第一调节池，浓缩液回流至反应器；

(2)将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污水输送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该部分亚硝化反应器由

反亚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污泥沉淀区组成，污水以连续流方式依次进入三个区域；反亚

硝化区利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出水残留的有机物，发生硝酸盐还原反应，将硝酸盐还原为

亚硝酸盐；部分亚硝化区通过曝气风机与时间控制调节曝气量、曝气时间、溶解氧浓度、污

泥停留时间参数实现氨氮部分氧化为亚硝酸盐氮；污泥沉淀区实现泥水分离，通过堰溢流

出水，出水进入第二调节池；

(3)将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污水泵送至第二调节池中，即超越部分亚硝化反应器；

(4)将第二调节池中的废水输送至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该厌氧氨氧化反应器采用

UASB构型，内部形成颗粒污泥，出水通过三相分离器实现气-液-固分离与出水，出水排入出

水池，处理达标后排放。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还包括将出水池中的废水部分

回流至亚硝化反应器的反亚硝化区中，将硝酸盐氮还原为亚硝酸盐氮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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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膜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废水厌氧处理与自养型脱氮处理的工艺

与装置，尤其是一种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及其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生物处理活性污泥法工艺成熟，普遍应用于城市污水处理与高浓度有机废水

处理工程中。但是在此工艺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能耗大、运行成本高、占地面积较大

等。因此研发兼具能源回收与高效污染物去除、运行成本低且占地面积少的新型污水生物

处理工艺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

氨氧化组合装置及其处理方法，以期至少部分地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中的至少之一。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作为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

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厌

氧氨氧化反应器、中间调节池；其中：

[0005] 厌氧膜生物反应器，用于对进料加入的有机物进行降解并产生沼气，厌氧处理后

产生的污水通入管式膜组件进行过滤，管式膜组件过滤产生的浓缩液返回到所述厌氧膜生

物反应器中，过滤产生的出水输入第一调节池中；

[0006] 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废水输入到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进行部分亚硝化处

理，将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将氨氮部分氧化为亚硝酸盐氮；

[0007] 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废水不经过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直接泵送至第二调节池

中，即超越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部分亚硝化处理后的废水沉

淀泥水分离得到的废水也输入到所述第二调节池中；所述第二调节池中的水则输入到所述

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

[0008] 厌氧氨氧化反应器，用于对输入的废水进行厌氧氨氧化处理，处理后的废水达标

即排出。

[0009]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还提供了一种采用如上所述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

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进行厌氧消化-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处理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将待处理的污水输送至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中，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的厌氧发

酵罐中对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降解并产生沼气，经厌氧处理后的污水通过外置式管式膜组

件过滤，出水进入第一调节池，浓缩液回流至反应器；

[0011] (2)将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污水输送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该部分亚硝化反应

器由反亚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污泥沉淀区组成，污水以连续流方式依次进入三个区域；

反亚硝化区利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出水残留的有机物，发生硝酸盐还原反应，将硝酸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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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亚硝酸盐；部分亚硝化区通过曝气风机与时间控制调节曝气量、曝气时间、溶解氧浓

度、污泥停留时间参数实现氨氮部分氧化为亚硝酸盐氮；污泥沉淀区实现泥水分离，通过堰

溢流出水，出水进入第二调节池；

[0012] (3)将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污水泵送至第二调节池中，即超越部分亚硝化反应器；

[0013] (4)将第二调节池中的废水输送至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该厌氧氨氧化反应器采

用UASB构型，内部形成颗粒污泥，出水通过三相分离器实现气-液-固分离与出水，出水排入

出水池，处理达标后排放。

[0014]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1)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实现碳氮分离，有机物回收为沼气，能源回收；

[0016] (2)厌氧膜生物反应器有效截留厌氧消化污泥与污染物，提高厌氧消化菌种截留

效率，并降低出水有机物与微生物对后续自养型脱氮工艺的影响；

[0017] (3)采用两段式自养型脱氮，即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两段式工艺脱氮，该工艺

避免了一体式厌氧氨氧化工艺不稳定、易受到运行参数、环境因子等影响，采用两段式工艺

有利于提高稳定性，厌氧氨氧化细菌在UASB工艺中形成颗粒污泥，也利于系统稳定性与菌

种持留；

[0018] (4)将厌氧氨氧化工艺产生的硝酸盐氮回流至亚硝化反应器的前端，采用反亚硝

化反应将硝酸盐氮还原为亚硝酸盐氮，进一步提高总氮去除率；

[0019] (5)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实现氨氮与亚硝酸盐氮比近于1∶1为工艺难点，采用将第一

调节池中废水部分通过蠕动泵泵送至第二调节池中，通过流量调节实现厌氧氨氧化工艺进

水的氨氮与亚硝酸盐氮比例要求，该调节方法操作简单，稳定性强；

[0020] (6)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脱氮工艺较传统生物脱氮工艺节约了60％左右的曝

气能耗、无需外加碳源，降低能耗与运行费用；

[0021] (7)实现污水能源回收与高效污染物去除的组合工艺，节约运行成本，降低占地面

积。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一种用于处理废水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工艺

与装置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

[0024] 1-进水箱；2-厌氧膜生物反应器；3-管式膜组件；4-厌氧膜生物反应器控制系统；

5-第一调节池；6-部分亚硝化反应器；7-第二调节池；8-厌氧氨氧化反应器；9-出水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参照

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6]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其中，

厌氧膜生物可以将有机物分解，产生可再生能源沼气；管式膜可以有效的截留微生物，实现

HRT(Hydraulic  Retention  Time，水力停留时间)和SRT(Sludge  Retention  Time，污泥停

留时间)的分离，提高处理效率、节省占地面积；而后续的部分亚硝化技术是将氨氮部分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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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亚硝酸盐氮，使氨氮与亚硝酸盐氮比例为1∶1.0～1.3，为后续厌氧氨氧化工艺提供氮

源，由于厌氧氨氧化出水中硝酸盐浓度较高，因此可将厌氧氨氧化出水回流至部分亚硝化

反应器的反亚硝化池，利用厌氧膜生物反应处理后残留的碳源使硝酸盐氮部分反硝化成亚

硝酸盐氮。相较于传统硝化反硝化技术而言，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可有效回收能源，部分亚硝

化-厌氧氨氧化技术不仅可以缩短生物脱氮历程，减少水力停留时间，而且节约了25％的耗

氧量、100％左右的外加碳源，降低能耗与运行费用，因此该组合装置及其相应工艺能够实

现污水能源回收与高效污染物去除。

[0027] 具体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

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间调节

池；其中：

[0028] 厌氧膜生物反应器，用于对进料加入的有机物进行降解并产生沼气，厌氧处理后

产生的污水通入管式膜组件进行过滤，管式膜组件过滤产生的浓缩液返回到所述厌氧膜生

物反应器中，过滤产生的出水输入第一调节池中；

[0029] 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废水输入到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进行部分亚硝化处

理，将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将氨氮部分氧化为亚硝酸盐氮；

[0030] 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废水不经过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直接泵送至第二调节池

中，即超越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所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部分亚硝化处理后的废水沉

淀泥水分离得到的废水也输入到所述第二调节池中；所述第二调节池中的水则输入到所述

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

[0031] 厌氧氨氧化反应器，用于对输入的废水进行厌氧氨氧化处理，处理后的废水达标

即排出。

[0032] 作为优选，该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为外置管式厌氧膜生物反应器；

[0033] 作为优选，该管式膜组件为外置式管式超滤膜组件；

[0034] 作为优选，该外置式管式超滤膜组件的材质为聚偏氟乙烯，孔径为20000道尔顿。

[0035] 作为优选，该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包括反亚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和污泥沉淀区，采

用连续流方式；

[0036] 其中，反亚硝化区用于利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出水残留的有机物，发生硝酸盐还

原反应，将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部分亚硝化区用于通过曝气风机与时间控制来调节曝

气量、曝气时间、溶解氧浓度、污泥停留时间参数，实现氨氮部分氧化为亚硝酸盐氮；污泥沉

淀区用于实现泥水分离，通过堰溢流出水，出水进入第二调节池；

[0037] 作为优选，反亚硝化区与部分亚硝化区中设有搅拌器，使泥水充分混合；

[0038] 作为优选，在部分亚硝化区的底部设置有曝气系统，以提高该区溶解氧浓度；

[0039] 作为优选，污泥沉淀区沉淀的污泥通过污泥回流泵回流至所述反亚硝化区，实现

污泥回流。

[0040] 作为优选，该厌氧氨氧化反应器采用升流式污泥床反应器(Upflow  anaerobic 

solid  reactor，UASB)构型，内部通过厌氧氨氧化颗粒污泥实现自养型脱氮，出水通过三相

分离器实现泥、水、气分离。

[0041] 作为优选，该第一调节池内的部分液体采用蠕动泵超越部分亚硝化反应器，直接

进入第二调节池，用于调节厌氧氨氧化反应器进水氨氮与亚硝酸盐氮浓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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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作为优选，该厌氧氨氧化反应器的出水连接一出水池，出水池内的部分液体被输

送至部分硝化反应器中的反亚硝化区，使硝酸盐氮还原为硝酸盐氮，提高系统脱氮效率。

[0043]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采用上述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

合装置进行厌氧消化-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44] (1)将待处理的污水输送至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中，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的厌氧发

酵罐中对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降解并产生沼气，经厌氧处理后的污水通过外置式管式膜组

件过滤，出水进入第一调节池，浓缩液回流至反应器；

[0045] (2)将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污水输送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该部分亚硝化反应

器由反亚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污泥沉淀区组成，污水以连续流方式依次进入三个区域；

反亚硝化区利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出水残留的有机物，发生硝酸盐还原反应，将硝酸盐还

原为亚硝酸盐；部分亚硝化区通过曝气风机与时间控制调节曝气量、曝气时间、溶解氧浓

度、污泥停留时间参数实现氨氮部分氧化为亚硝酸盐氮；污泥沉淀区实现泥水分离，通过堰

溢流出水，出水进入第二调节池；

[0046] (3)将第一调节池中的部分污水泵送至第二调节池中，即超越部分亚硝化反应器；

[0047] (4)将第二调节池中的废水输送至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该厌氧氨氧化反应器采

用UASB构型，内部形成颗粒污泥，出水通过三相分离器实现气-液-固分离与出水，出水排入

出水池，处理达标后排放。

[0048] 作为优选，步骤(4)中还包括将出水池中的废水部分回流至亚硝化反应器的反亚

硝化区中，将硝酸盐氮还原为亚硝酸盐氮的步骤。

[0049]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用于处理废水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

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包括厌氧膜生物构件、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

间调节池和出水池等。

[0050] 其中，本发明采用的厌氧膜生物构件包括：厌氧膜生物反应器、管式膜组件、厌氧

反应器实时控制系统、在线电极、蠕动泵等。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与蠕动泵、管式膜组件相连，

实现反应器连续出水。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内部安装在线电极，在线电极与实时控制系统相

连，实现生化反应过程在线监控。

[0051] 其中，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包括：反亚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污泥沉淀区、搅拌装

置、回流系统和曝气系统等。反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污泥沉淀区依次相连，实现废水连续

通过，反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内部安装搅拌装置，沉淀区下部与部分亚硝化区末端相连，污

泥通过蠕动泵从部分亚硝化区末端回流至反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内部安装曝气系统，通

过微孔曝气器进行曝气，并通过流量计和时间继电器调节溶解氧浓度和曝气时间。

[0052] 其中，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包括：UASB厌氧氨氧化反应器、进水/出水单元、回流单元

等。废水通过进水蠕动泵进入UASB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底部，废水在UASB厌氧氨氧化反应器

中从下部向上部流动，从UASB三相分离器溢流出水，出水自动进入出水池，出水池中废水通

过蠕动泵部分回流至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反硝化区。

[0053] 其中，中间调节池包括第一调节池和第二调节池。

[0054] 其中，废水在厌氧消化罐中经过厌氧消化处理后，出水通过外置式管式超滤膜组

件，废水通过的外置式管式超滤膜组件的材质为聚偏氟乙烯，孔径为20000道尔顿，浓缩液

回流至厌氧消化反应罐中，出水进入第一调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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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其中，废水采用连续流方式依次通过反亚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污泥沉淀区；反

亚硝化区与部分亚硝化区设有搅拌器，使泥水充分混合；在部分硝化区底部设置曝气系统

提高该区溶解氧浓度，采用蠕动泵从部分亚硝化区末端回流至反亚硝化区前部，出水经过

污泥沉淀区后通过出水堰溢流出水，出水进入第二调节池。

[0056] 其中，采用升流式污泥床反应器(Upflow  anaerobic  solid  reactor，UASB)构型，

内部通过厌氧氨氧化颗粒污泥实现自养型脱氮，出水通过三相分离器实现泥、水、气分离。

[0057] 其中，第一调节池内部分液体可采用蠕动泵超越部分亚硝化反应器，进入第二调

节池，用于调节厌氧氨氧化反应器进水氨氮与亚硝酸盐氮浓度比。

[0058] 其中，出水池内部分液体可采用蠕动泵泵送至部分硝化反应器中反亚硝化区，使

硝酸盐氮还原为硝酸盐氮，提高系统脱氮效率。

[0059]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采用上述的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

氧氨氧化组合装置进行厌氧消化-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0] (1)污水通过蠕动泵进入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在厌氧发酵罐中进行有机物降解并

产生沼气，经厌氧处理后的污水通过外置式管式膜组件过滤，出水进入第一调节池，浓缩液

回流至反应器。超滤膜组件为聚偏氟乙烯材料，孔径为20,000道尔顿。

[0061] (2)第一调节池中的污水通过蠕动泵进入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反应

器由反亚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污泥沉淀区组成，污水以连续流方式依次进入三个区域；

反亚硝化区利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出水残留的有机物，发生硝酸盐还原反应，将硝酸盐还

原为亚硝酸盐；在部分亚硝化区通过曝气风机与时间控制调节曝气量、曝气时间、溶解氧浓

度、污泥停留时间等参数实现氨氮部分氧化为亚硝酸盐氮；在污泥沉淀区实现泥水分离，通

过堰溢流出水，出水进入第二调节池。沉淀的污泥通过污泥回流泵回流至反亚硝化区，实现

污泥回流。

[0062] (3)第一调节池中的废水部分可通过蠕动泵泵送至第二调节池中，即超越部分亚

硝化反应器。

[0063] (4)第二调节池中的废水进入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厌氧氨氧化反应器采用UASB

构型，内部形成颗粒污泥，出水通过三相分离器实现气-液-固分离与出水，出水进入出水

池。

[0064] (5)出水池中的废水部分通过蠕动泵回流至亚硝化反应器的前端(反亚硝化区)，

将硝酸盐氮还原为亚硝酸盐氮。

[0065] (6)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处理后的水可进行达标排放。

[006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阐述说明。

[0067] 本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废水处理厌氧膜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

合装置，其中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包括：进水泵、厌氧消化罐、外置式超滤膜组件、实时控制系

统、在线电极等。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包括：进水泵、反亚硝化区、部分亚硝化区、污泥沉淀区、

搅拌装置、污泥回流系统，曝气系统等。反亚硝化区与部分亚硝化采用连续搅拌，部分亚硝

化区采用曝气风机、流量计、曝气管与曝气盘等实现曝气量、曝气时间与溶解氧浓度的控

制；通过蠕动泵将污泥沉淀区污泥回流至反亚硝化区。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包括：进水蠕动

泵、UASB反应器、回流泵等。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与亚硝化反应器中间设置第一调节池，亚硝

化反应器与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间设置第二调节池，采用蠕动泵将第一调节池中废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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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送至第二调节池。出水池中废水通过蠕动泵部分泵送至部分亚硝化池前端。

[0068] 在本实施例中，进水通过进水蠕动泵连续进入到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中，厌氧PLC系

统通过实时监测ORP、pH和DO调节进水流量。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出水通过出水蠕动泵进入到

超滤膜进行过滤，超滤膜回流水进入到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中，滤后水进入到中间调节池。进

水通过进水蠕动泵连续进入到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出水经自流流入部分亚硝化反应器，

再经过污泥斗沉淀后流入中间调节池，污泥斗底部污泥经回流泵流回部分反硝化池。中间

调节池的废水通过进水蠕动泵连续进入到厌氧氨氧化反应器，部分原水也进入到此反应器

中。

[0069] 在本实施例中，厌氧膜生物反应器有机负荷率为1.5kg/m3·d，COD去除率94％；氨

氮进水负荷0.5kgN/kgMLSS·d，TN去除率为95％以上。

[0070] 由此可见，本发明的厌氧膜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组合装置利用厌氧膜

生物反应器、部分亚硝化-厌氧氨氧化自养型脱氮组合工艺处理污水，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

中去除污水的有机物，实现高效碳氮分离；在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氨氮通过亚硝化作用一

部分转化成亚硝酸盐氮；在厌氧氨氧化反应器中，氨氮和亚氮经过厌氧氨氧化作用生成氮

气排出；由于厌氧氨氧化阶段会有硝酸盐氮产生，因此出水部分回流至亚硝化反应器前端，

使硝酸盐氮被还原成亚硝酸盐氮，进而实现有机物和氮的深度去除，从而可以在保证污水

处理达标的基础上，实现高效能源回收、降低运行能耗、运行稳定、碳氮污染物去除效率高。

[0071]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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