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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包括生

物反应区、固液分离区和气体收集区；生物反应

区包括中部柱状曝气区，中部柱状曝气区两侧设

置环形曝气区，位于生物反应区顶部设置有进料

口；位于中部柱状曝气区处设置有固液分离区，

固液分离区包括膜基材，膜基材放置在双层垫片

与膜框挡板之间，双层垫片紧贴膜支撑板块，膜

框挡板由螺丝固定；反应器顶部设置有气体收集

区。本发明通过设置三重曝气区，能够合理调控

气循环强度；曝气区循环气体产生的剪切力以及

侧挡板的作用可以有效控制动态膜厚度，降低膜

层清洗频率；能够增加反应器内微生物的截留，

提高系统微生物的处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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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生物反应区(1)、固液分离区

(2)和气体收集区(3)；

所述的生物反应区(1)包括中部柱状曝气区(14)，中部柱状曝气区(14)两侧设置环形

曝气区(15)，位于生物反应区(1)顶部设置有进料口(11)；

位于中部柱状曝气区(14)处设置有固液分离区(2)，所述的固液分离区(2)包括膜基材

(21)，膜基材(21)放置在双层垫片(23)与膜框挡板(24)之间，双层垫片(23)紧贴膜支撑板

块(22)，膜框挡板(24)由螺丝(26)固定；

反应器顶部设置有气体收集区(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体

收集区(3)包括排气口(31)，排气口(31)位于反应器顶部，排气口(31)经止回阀(32)、水封

瓶(33)与气袋(34)形成管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部

柱状曝气区(14)包括微孔曝气器(141)，所述的环形曝气区(15)包括位于微孔曝气器(141)

两侧的两侧曝气碳纳米管(151)；所述的微孔曝气器(141)位于反应器底部中央，经气循环

口(12)通过曝气管路与气泵(16)连接形成中部柱状曝气区(14)；所述的气泵(16)出口经三

通管路连接两侧气循环口(13)与两侧曝气碳纳米管(151)，形成环形曝气区(1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膜基

材(21)两侧设置侧挡板(25)，膜基材(21)与侧挡板(25)之间的距离A为10-20mm，侧挡板

(25)用于控制形成的动态膜的厚度在2-10mm，微孔曝气器(141)与反应器底部距离B为反应

器有效高度的5-7％，侧挡板(25)中部开口宽度C为反应器有效高度的7-12％；侧挡板(25)

中部开口高度为反应器有效高度的37-39％。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侧挡

板(25)中部矩形开口宽度20mm，矩形开口高度152mm；侧挡板(25)为两个对称布置的V形板。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微孔

曝气器(141)和两侧曝气碳纳米管(151)长度与池体宽度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泵

(16)曝气速度可调节，循环气速为3-10L/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膜基

材(21)选用廉价疏松微网材料，为不锈钢网、无纺布或尼龙网；膜基材(21)孔径一般选用

10-20μm用于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领域，膜基材(21)孔径一般选用48-100μm用于有机固废

处理领域。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膜支

撑板块(22)上设置有支撑层穿孔(221)，所述的膜支撑板块(22)与支撑层穿孔(221)构成出

流液腔，所述的膜支撑板块(22)上方设置有膜支撑板块出水口(27)，膜支撑板块出水口

(27)将透过液通过出水管由反应器出水口(29)经重力流或蠕动泵抽出，位于膜支撑板块

(22)侧面设置有反应器排泥口(28)，反应器排泥口(28)用于直接排泥监测污泥的各项指

标。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

部柱状曝气区(14)和环形曝气区(15)形成三重曝气循环区，产生的循环气体均匀混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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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内的污泥，同时由循环气体剪切力和侧挡板(25)控制动态膜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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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有机废物生物处理资源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

生物反应器。

背景技术

[0002] 动态膜是利用预涂料或污泥混合液等在膜基材表面形成的一层次生膜。与传统的

膜过滤技术相比，物理截留主要由膜基材上的次生膜完成，包含了复杂的理化及微生物作

用。动态膜的形成对于动态膜生物反应器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影响动态膜生物反应器的

处理效果、污泥浓度和过滤阻力等。

[0003] 动态膜厚度会受到污泥浓度及运行时间的影响，随着膜厚度的增加会出现膜通量

下降和膜阻力增长的情况，进而影响固液分离效果。现有的技术通过离线和在线清洗的方

法清理动态膜层，但是这些方法大多将动态膜层完全剥离，重新恢复处理效能需要动态膜

重新附着，大大降低的系统连续运行效果及稳定性。如何长期维持动态膜的稳定性，既可以

实现固液有效分离，又不增加动态膜厚度，维持动态膜滤饼层的动态平衡，是动态膜生物反

应器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实现稳定运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

物反应器，通过设置三重曝气区，能够合理调控气循环强度；曝气区循环气体产生的剪切力

以及侧挡板的作用可以有效控制动态膜厚度，降低膜层清洗频率；能够增加反应器内微生

物的截留，提高系统微生物的处理效能。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包括生物反应区1、固液分离区2和气体收集

区3；

[0007] 所述的生物反应区1包括中部柱状曝气区14，中部柱状曝气区14两侧设置环形曝

气区15，位于生物反应区1顶部设置有进料口11；

[0008] 位于中部柱状曝气区14处设置有固液分离区2，固液分离区2在中部柱状曝气区14

柱状区域的中央，所述的固液分离区2包括膜基材21，膜基材21放置在双层垫片23与膜框挡

板24之间，双层垫片23紧贴膜支撑板块22，膜框挡板24由螺丝26固定；

[0009] 反应器顶部设置有气体收集区3。

[0010] 所述的气体收集区3包括排气口31，排气口31位于反应器顶部，排气口31经止回阀

32、水封瓶33与气袋34形成管路连接。

[0011] 所述的中部柱状曝气区14包括微孔曝气器141，所述的环形曝气区15包括位于微

孔曝气器141两侧的曝气碳纳米管151；所述的微孔曝气器141位于反应器底部中央，经气循

环口12通过曝气管路与气泵16连接形成中部柱状曝气区14；所述的气泵16出口经三通管路

连接两侧气循环口13与两侧曝气碳纳米管151，形成环形曝气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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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中部柱状曝气区14和环形曝气区15形成三重曝气循环区，产生的循环气体

均匀混合反应器内的污泥，同时由循环气体剪切力和侧挡板25控制动态膜厚度。

[0013] 所述的膜基材21两侧设置侧挡板25，膜基材21与侧挡板25之间的距离A为10-

20mm，侧挡板25用于控制形成的动态膜的厚度在2-10mm，过厚的动态膜将形成较大出水膜

压，污堵严重影响反洗，微孔曝气器141与反应器底部距离B为反应器有效高度的5-7％，侧

挡板25中部矩形开口宽度C为反应器有效高度的7-12％；侧挡板25中部开口高度为反应器

有效高度的37-39％。

[0014] 所述的微孔曝气器141和两侧曝气碳纳米管151长度与池体宽度相同。

[0015] 所述的气泵16曝气速度可调节，循环气速为3-10L/min，反应器污泥浓度大时需要

调高曝气速度，避免沉积形成死区。

[0016] 所述的膜基材21选用廉价疏松微网材料，如不锈钢网、无纺布或尼龙网；膜基材21

孔径一般选用10-20μm用于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领域，膜基材21孔径一般选用48-100μm用

于有机固废处理领域。

[0017] 所述的膜支撑板块22上设置有支撑层穿孔221，所述的膜支撑板块22与支撑层穿

孔221构成出流液腔，所述的膜支撑板块22上方设置有膜支撑板块出水口27，膜支撑板块出

水口27将透过液通过出水管由反应器出水口29经重力流或蠕动泵抽出，位于膜支撑板块22

侧面设置有反应器排泥口28，反应器排泥口28用于直接排泥监测污泥的各项指标。

[0018] 所述的侧挡板25中部矩形开口宽度20mm，矩形开口高度152mm；侧挡板25为两个对

称布置的V形板。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0] 通过设置三重曝气区，能够合理调控气循环强度；循环气体产生的剪切力以及侧

挡板的作用能够控制动态膜厚度，降低反洗频率；能够增加反应器内微生物的量，进而提高

系统微生物的转化效能。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反应器剖面图。

[0022] 图2是反应器主视图

[0023] 图3是膜框三维图。

[0024] 图4是侧挡板主视图。

[0025] 图5是侧挡板侧视图。

[0026] 其中：生物反应区1、固液分离区2、气体收集区3、进料口11、气循环口12、两侧气循

环口13、中部柱状曝气区14、环形曝气区15、气泵16、微孔曝气器141、两侧曝气碳纳米管

151、膜基材21、膜支撑板块22、双层垫片23、膜框挡板24、侧挡板25、螺丝26、膜支撑板块出

水口27、反应器排泥口28、反应器出水口29、支撑层穿孔221、气体收集区3、排气口31、止回

阀32、水封瓶33和气袋34。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板框浸没式动态膜生物反应器，生物反应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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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分离区2和气体收集区3；所述的生物反应区1包括进料口11、气循环口12、两侧气循环

口13、中部柱状曝气区14、环形曝气区15和气泵16；所述的中部柱状曝气区14包括微孔曝气

器141；所述的环形曝气区15包括两侧曝气碳纳米管151；所述的固液分离区2包括膜基材

21、膜支撑板块22、双层垫片23、膜框挡板24、侧挡板25、螺丝26、膜支撑板块出水口27、反应

器排泥口28和反应器出水口29；所述的膜支撑板块22包括支撑层穿孔221；所述的气体收集

区3位于反应器顶部，通过排气口31经止回阀32、水封瓶33与气袋34形成管路连接。

[0029] 进一步，所述的微孔曝气器141位于反应器底部中央，经气循环口12通过曝气管路

与气泵16连接形成中部柱状曝气区14；所述的气泵16出口经三通管路连接两侧气循环口13

与两侧曝气碳纳米管151，形成环形曝气区15；

[0030] 进一步，所述的中部柱状曝气区14和环形曝气区15形成三重曝气循环区，产生的

循环气体均匀混合反应器内的污泥，同时由循环气体剪切力和侧挡板25控制动态膜厚度；

[0031] 进一步，所述的膜基材21与侧挡板25之间的距离A为10-20mm，侧挡板25用来控制

形成的动态膜的厚度在2-10mm，过厚的动态膜将形成较大出水膜压，污堵严重影响反洗，微

孔曝气器141与反应器底部距离B为反应器有效高度的5-7％，挡板中部矩形开口宽度C为反

应器有效高度的7-12％；挡板中部开口高度为反应器有效高度的37-39％；

[0032] 进一步，所述的微孔曝气器141和两侧曝气碳纳米管151长度与池体宽度相同；气

泵16曝气速度可调节，循环气速为3-10L/min，反应器污泥浓度大时需要调高曝气速度，避

免沉积形成死区；

[0033] 进一步，所述的膜基材21放置在双层垫片23与膜框挡板24之间，双层垫片23紧贴

膜支撑板块22，膜框挡板24由螺丝26固定；

[0034] 进一步，所述的膜基材21选用廉价疏松微网材料，如不锈钢网、无纺布或尼龙网；

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领域，膜基材21孔径一般选用10-20μm，有机固废处理领域膜基材21孔

径一般选用48-100μm，以上为膜基材孔径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0035] 进一步，所述的膜支撑板块22与支撑层穿孔221构成出流液腔，将透过液由膜支撑

板块出水口27通过出水管由反应器出水口29经重力流或蠕动泵抽出，反应器排泥口28可直

接排泥监测污泥的各项指标。

[0036] 如图2所示：A为膜基材21与侧挡板25之间的距离20mm，B为微孔曝气器141与反应

器底部距离20mm。

[0037] 如图4所示：C为侧挡板25中部矩形开口宽度20mm，D为矩形开口高度152mm；

[0038] 如图5所示：侧挡板为两个对称布置的V形板。以有机固废厌氧生物处理为例，该反

应器的工作原理为：

[0039] (1)有机废物首先进入板框浸没式动态膜反应器，在三重曝气的作用下，保证污泥

混合液均匀，同时循环气体在动态膜组件表面产生错流速率，对膜基材21表面冲刷的同时

侧挡板25也起到了一定控制动态膜厚度的作用，避免沉积过多的颗粒物质。

[0040] (2)污泥混合液在泵抽吸作用下经动态膜组件，一些颗粒物质在膜基材表明附着，

逐步形成动态膜，经膜支撑板块出水口的透过液浊度降低趋于稳定，反应器内截留丰富的

微生物及有机物，提高污泥的停留时间。

[0041] (3)步骤1中的循环气来自厌氧生物处理产生的生物气，一部分通过气体收集装置

收集，另外一部分通过气泵16循环到反应器底部中央和两侧，引起错流速率，使得污泥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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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均匀且能持续冲刷动态膜表面。

[0042] 步骤2中的动态膜组件，运行一段时间后，膜压力增加至设定值，需进行在线反洗

进行动态膜的再恢复，维持反应器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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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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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