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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

脱氮除磷工艺及处理设备，包括主路工艺及旁路

除磷工艺；主路工艺为污水经厌氧后进入选择

池，选择池出水流入缺氧池并与好氧池的回流液

进行脱氮进入缺氧好氧池后，与好氧池回流液再

次脱氮后，出水进入好氧池，好氧池内的泥水混

合物在二沉池内进行分离后，流入清水池后排

放；缺氧池内的混合液回流至厌氧池；二沉池污

泥经回流泵回流至选择池，剩余污泥定期排出系

统；旁路除磷工艺为，厌氧池一部分出水经管路

流入初沉池，在初沉池内进行泥水分离后，上清

液中含磷化合物在除磷池内与NaOH和MgCl2反应

后，在沉淀池内形成鸟粪石沉淀；初沉池内污泥

回流至缺氧池维持工艺的污泥浓度，上清液回流

到系统厌氧池前端或调节池。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10127941 A

2019.08.16

CN
 1
10
12
79
41
 A



1.一种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主路工艺及旁路除磷

工艺；

所述主路工艺具体为，污水进入厌氧池后，经厌氧过程后进入选择池，选择池出水流入

缺氧池，在缺氧池内与好氧池的回流比为200-300％的回流液进行脱氮反应后进入缺氧好

氧池后，并与好氧池回流比在50-100％的回流液再次脱氮后，出水进入好氧池进行有机物

的降解，好氧池内的泥水混合物在二沉池内进行分离后，流入清水池排放；缺氧池内的混合

液以50-100％的回流比回流至厌氧池；二沉池污泥经回流泵以回流比100％回流至选择池，

剩余污泥定期排出系统；

旁路除磷工艺具体为，厌氧池一部分出水经管路流入初沉池，在沉淀池内进行泥水分

离后，上清液中含磷物质在除磷池内与NaOH和MgCl2反应后，在沉淀池内形成鸟粪石沉降，

实现旁路除磷；初沉池内污泥回流至缺氧池维持工艺的污泥浓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旁路

旁路除磷工艺中，厌氧池出水的10-20％通过污水泵提升流入初沉池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旁路

旁路除磷工艺中，初沉池内经过2小时沉淀后，上清液通过初沉池上部溢流堰溢出，经集水

槽收集流入到除磷池。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初沉

池内的上清液溢流至除磷池后，在搅拌作用下，与0.1-0.2mol/L的氢氧化钠和1.5-2.5g/L

的氯化镁溶液反应30分钟后流入沉淀池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

池内，鸟粪石和水的混合物经过1小时沉淀后，实现鸟粪石和水分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初沉

池的污泥经泵以旁路流量的10％-30％回流比回流至缺氧池维持工艺的污泥浓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鸟粪

石沉淀物定期外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其特征在于：旁路除磷

工艺形成的鸟粪石作为磷肥资源化。

9.权利要求1-8所述的脱氮除磷工艺采用的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通过管路依次

相连的厌氧池(4)、选择池(5)、缺氧池(6)、缺氧好氧池(7)、好氧池(8)、二沉池(12)和清水

池(13)；所述厌氧池(4)还通过管路与初沉池(9)相连，所述初沉池(9)分别与除磷池(10)和

缺氧池(6)相连；所述除磷池(10)与沉淀池(11)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磷池(10)连接有加药管(302、

305)；所述缺氧好氧池(7)和好氧池(8)均连接有曝气管(500)；所述曝气管(500)与设于设

备间(3)内的鼓风机(301)相连；所述厌氧池(4)、选择池(5)、缺氧池(6)、缺氧好氧池(7)、好

氧池(8)、初沉池(9)、除磷池(10)和沉淀池(11)均与放空管(400)相连；所述放空管(400)接

入调节池(2)；所述厌氧池(4)与缺氧池(6)之间设有污水回流管(600)；所述缺氧池(6)和好

氧池(8)之间、缺氧好氧池(7)和好氧池(8)之间均设有污水回流管；所述选择池(5)与二沉

池(12)之间设有污泥回流管；所述好氧池(8)与二沉池(12)之间设有溢流管；所述清水池

(13)出口设有出水管(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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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及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A2O法又称AAO法，是英文Anaerobic-Anoxic-Oxic第一个字母的简称(厌氧-缺氧-

好氧法)，是一种常用的污水处理工艺，因将厌/好氧除磷系统和缺/好氧脱氮相结合而成，

是生物脱氮除磷的基础工艺，可同时去除水中的BOD、氮和磷，实现同步脱氮除磷功能。

[0003] 该工艺的水力停留时间小于其他同类工艺，在厌氧、缺氧、好氧交替运行条件下，

丝状菌不能大量增殖，不易发生污泥丝状膨胀污泥含磷高，具有较高肥效。

[0004] 但因传统A2O工艺中，反硝化菌的世代时间长，与除磷菌之间存在着矛盾，在运行

时很难保障脱氮效果。工艺中二沉池回流污泥中携带溶解氧造成厌氧菌难以生存，使除磷

效果差；且厌氧区中由于回流污泥带入的硝态氮争夺碳源，使聚磷菌释磷不充分，继而影响

好氧区中聚磷菌的生长，导致其吸磷效果不理想，进一步导致污水处理工艺难以达到同步

脱氮除磷。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生活污水普遍存在着碳源不足，碳、氮、磷营养比例失调的

情况，由此导致的脱氮除磷效果将进一步恶化，直接影响A2O工艺的出水效果，也是该工艺

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5] 此外，A2O工艺在运行中就超出设计总磷浓度的部分无法实现去除，且造成在厌氧

部分因嗜磷菌的释磷作用造成COD的过量消耗。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及处

理设备。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具体如下：

[0008] 一种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包括主路工艺及旁路除磷工艺；

[0009] 所述主路工艺具体为，污水进入厌氧池后，经厌氧过程后进入选择池，选择池出水

流入缺氧池，在缺氧池内与好氧池的回流比为200-300％的回流液进行脱氮反应后进入缺

氧好氧池后，并与好氧池回流比在50-100％的回流液再次脱氮后，出水进入好氧池进行有

机物的降解，好氧池内的泥水混合物在二沉池内进行分离后，流入清水池排放；缺氧池内的

混合液以50-100％的回流比回流至厌氧池；二沉池污泥经回流泵以回流比100％回流至选

择池，剩余污泥定期排出系统；

[0010] 旁路除磷工艺具体为，厌氧池出水的10-20％通过污水泵流入初沉池内，在初沉池

内经过2小时沉淀后，上清液通过初沉池上部溢流堰溢出，经集水槽收集流入到除磷池；上

清液在搅拌下，与0.1-0.2mol/L的氢氧化钠和1.5-2.5g/L的氯化镁溶液反应30分钟后流入

沉淀池内，在沉淀池内经过1小时反应形成鸟粪石的沉淀物质，实现旁路除磷；初沉池的污

泥经泵以旁路除磷流量的10％-30％回流比回流至缺氧池维持工艺的污泥浓度，鸟粪石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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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物定期外运。。

[0011] 本发明所述的脱氮除磷工艺采用的处理设备，包括通过管路依次相连的厌氧池、

选择池、缺氧池、缺氧好氧池、好氧池、二沉池和清水池；所述厌氧池还通过管路与初沉池相

连，所述初沉池分别与除磷池和缺氧池相连；所述除磷池与沉淀池相连。

[0012] 其中，所述除磷池连接有加药管；所述缺氧好氧池和好氧池均连接有曝气管；所述

曝气管与设于设备间内的鼓风机相连；所述厌氧池、选择池、缺氧池、缺氧好氧池、好氧池、

初沉池、除磷池和沉淀池均与放空管相连；所述放空管接入调节池；所述厌氧池与缺氧池之

间设有污水回流管；所述缺氧池和好氧池之间、缺氧好氧池和好氧池之间均设有污水回流

管；所述选择池与二沉池之间设有污泥回流管；所述好氧池与二沉池之间设有溢流管；所述

清水池出口设有出水管。

[0013] 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突出效果在于：

[0014] (1)本发明采用污泥回流至选择池，增强了脱氮除磷作用。而且本发明在设备前端

增加了旁路除磷，对总磷在工艺中的浓度进行了控制。

[0015] (2)本发明增加了好氧池至缺氧好氧池的回流，有效的在该单元实现同步硝化反

硝化功能，强化脱氮效果，出水总氮控制在10m/L以下。

[0016]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

艺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用于生活污水脱氮除磷的污水处理设备的整体结构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用于生活污水脱氮除磷的污水处理设备的管路图；

[0020] 图4为好氧池曝气管道平面图；

[0021] 图5为缺氧好氧池曝气管道平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1

[0023] 如图1所示，一种生物和化学法耦合作用脱氮除磷工艺，包括主路工艺及旁路除磷

工艺；

[0024] 主路工艺具体为，污水进入厌氧池后，经厌氧过程后进入选择池，选择池出水流入

缺氧池，在缺氧池内与好氧池的回流比为200-300％的回流液进行脱氮反应后进入缺氧好

氧池后，并与好氧池回流比在50-100％的回流液再次脱氮后，出水进入好氧池进行有机物

的降解，好氧池内的泥水混合物在二沉池内进行分离后，流入清水池排放；缺氧池内的混合

液以50-100％的回流比回流至厌氧池；二沉池污泥经回流泵以回流比100％回流至选择池，

剩余污泥定期排出系统；

[0025] 旁路除磷工艺具体为，厌氧池出水的10-20％通过污水泵流入初沉池内，在初沉池

内经过2小时沉淀后，上清液通过初沉池上部溢流堰溢出，经集水槽收集流入到除磷池；上

清液在搅拌下，与0.1-0.2mol/L的氢氧化钠和1.5-2.5g/L的氯化镁溶液反应30分钟后流入

沉淀池内，在沉淀池内经过1小时反应完成鸟粪石沉降，实现旁路除磷；初沉池的污泥经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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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旁路除磷流量的10％-30％回流比回流至缺氧池维持工艺的污泥浓度，鸟粪石沉淀物定

期外运。

[0026] 本工艺的设计进、出水水质指标及实际应用后的进、出水水质参见表1-2。

[0027] 表1本工艺的设计进、出水水质指标

[0028]

[0029] 表2本工艺实际进、出水水质

[0030]

[0031]

[0032] 表3本工艺实际进、出水水质与传统A2O工艺进、出水水质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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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如图2-5所示，该处理工艺所用的污水处理设备，包括通过管路依次相连的厌氧池

4、选择池5、缺氧池6、缺氧好氧池7、好氧池8、二沉池12和清水池13；所述厌氧池4还通过管

路与初沉池9相连，所述初沉池9分别与除磷池10和缺氧池6相连；所述除磷池10与沉淀池11

相连。

[0035] 除磷池10连接有加药管302、305。

[0036] 缺氧好氧池7和好氧池8均连接有曝气管500；所述曝气管500与设于设备间3内的

鼓风机301相连。好氧池8的曝气管道包括依次相连的进风管150、主干管151和若干根支管

152，每根支管152的两端均设有曝气头153。缺氧好氧池7的曝气管道包括相连通的进风管

150和主干管161，所述主干管161上设有若干个曝气头162。

[0037] 厌氧池4、选择池5、缺氧池6、缺氧好氧池7、好氧池8、初沉池9、除磷池10和沉淀池

11均与放空管400相连；所述放空管400接入调节池2。

[0038] 厌氧池4与缺氧池6之间设有污水回流管600；所述缺氧池6和好氧池8之间、缺氧好

氧池7和好氧池8之间均设有污水回流管。

[0039] 选择池5与二沉池12之间设有污泥回流管；所述好氧池8与二沉池12之间设有溢流

管；所述清水池13出口设有出水管130。

[0040] 格栅井1通过管路与调节池2相连，所述调节池2与所述厌氧池4相连，所述格栅井1

内设有格栅板12；所述格栅井1的入口处设有进水管101。

[0041] 调节池2内设有潜污泵21；所述调节池2通过设于设备间3中的污水提升管与厌氧

池4相连；污水提升管上设有电磁流量计303；所述调节池2的底面呈斜坡状，池底坡度为

0.02；所述调节池2的底部连接有排泥放空管201。设备间3内设有自控装置304。

[0042] 调节池2、缺氧好氧池7和二沉池12中均设有取样检查口。

[0043] 格栅提篮以及调节池2为地埋式。

[0044] 一体化组合设备位于地上，地上设备外层设有保温装置，材质为石棉材料；整个设

备构筑物采用6mm碳钢。日处理污水12吨。格栅井1、调节池2、设备间3、厌氧池4、选择池5、缺

氧池6、缺氧好氧池7、好氧池8和初沉池9、除磷池10、沉淀池11、二沉池12、清水池13均为钢

结构，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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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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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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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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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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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1

CN 110127941 A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