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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

的污水处理系统，包括依序设置的初处理系统、

生化处理系统和深度处理系统。本污水处理系统

适合烟草企业进行生产污水处理与再利用；基于

车间原有污水处理设备经创新改造后形成，整个

改造过程遵循节约能源、节约用地、节约成本的

原则，最大限度的对现有的设备进行恢复、利旧；

初处理系统工艺可去除废水中大量烟丝和烟梗；

生化处理系统工艺可进行COD、BOD、氨氮的降解，

确保出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

水水质》；深度处理系统“袋式过滤器+超滤装置+

反渗透装置”工艺出水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工程中产生的少量浓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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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初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初滤装置、格栅井、集水井、调节池、涡凹气浮装置，所述

格栅井内安装有回转式格栅除污装置，所述调节池内装填有填料，并安装有曝气装置I，所

述涡凹气浮装置内装填有助凝剂和絮凝剂，并安装有曝气装置II和刮渣装置；

生化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MBR池、中间水池和清水池，

所述MBR池内设有膜生物反应装置、MBR产水泵和MBR反洗泵，所述中间水池内安装有精滤装

置I，所述精滤装置I并联设置有至少两组，中间水池出水处安装有臭氧催化氧化装置；

深度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精滤装置II、超滤装置、超滤产水池、反渗透装置、反渗

透产水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初滤装置为水力筛，其设置于车间生产废水汇集处且置于地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池内曝气装置I为盘式曝气器或管式曝气器，用于生产废水进行预曝气和预

氧化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池与涡凹气浮装置通过提升泵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触氧化池内装填有填料，并安装有曝气装置III，其内曝气装置III为盘式曝气

器或管式曝气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触氧化池出水通过自流进入所述MBR池，所述MBR池与中间水池通过提升泵连

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精滤装置I为活性炭过滤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间水池出水通过提升泵连通至臭氧催化氧化装置，用于进一步降解废水中残留

COD。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精滤装置II为袋式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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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公司污水站自2009年9月竣工投入使用至今，已连续运行11年，公司现有废水处

理系统原设计各个池体处理能力为2000t/d，目前实际运行处理能力：冬季大约水量为

500t/d左右，夏季由于职工洗澡量大，高峰期处理水量约600t/d左右。

[0003] 参照图1，现有污水处理系统工艺过程及运行情况：厂区生产废水+生活废水——

格栅/集水井——调节池——水解、接触氧化池——涡凹气浮(暂时没有起到气浮机作用，

当做沉淀池)——中间水池——多介质过滤器——清水池——用于绿化(少部分处理后

水)；大部分处理后的水从涡凹气浮直接外排进市政管网。

[0004] 污水站建站时受占地面积局限，设备间建地上1层、地下两层，设备间内除安装各

类机械设备外，还建有涡凹气浮池、集水井、中间水池，各污水池挥发的有毒有害气体，增加

了人员进出设备间中毒的风险。此外，污水处理站还存在以下问题：

[0005] 1、污水处理工艺落后

[0006] 污水处理工艺落后，无预处理设备，不能满足卷烟生产企业排污水特点。卷烟企业

废水中含大量烟丝、烟末，污水站现有的格栅设备只能拦截大片的烟叶，其他含烟丝、烟末

的废水通过格栅缝隙直接进入集水井，浸泡堆积在污水池，造成污水泛黄，COD、浊度指标二

次增加，增加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的处理负担，此外，为人工后期打捞烟末增加受限空

间作业危险性。

[0007] 集水井受空间面积的局限性，人员每次人工清掏，只能在井口用铁锹和漏勺，无法

彻底清掏干净。集水井设计容量小，仅17吨，且位于设备间负一层，池内烟末若不及时清掏，

将缩减池内总容量，易发生污水外溢水淹设备间事故。

[0008] 2、污水处理流程不合理

[0009] 在污水处理中涡凹气浮池安置于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前，起到降低污水悬浮

物的作用，保证低浊度的污水进入水解酸化池进行降解处理。而我公司涡凹气浮池却安置

在污水处理站最末端，受空间限制，气浮池容积较小，废水中的胶体和微悬浮物不能沉降和

分离，达不到曝气池和沉淀池的处理效果，目前充当沉淀池使用。

[0010] 公司现有废水系统已经运行多年，无论处理能力和处理效果都已经不能满足发展

需要，工艺过程及设备设施都需要维护完善及优化，以提高系统产水水质，实现水资源循环

再利用，节能降耗、绿色生产。

发明内容

[0011] 为克服上述不足，本申请提供一种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及方

法，本申请基于现有污水站进行工艺过程及设备设施优化，可有效提高产水水质，实现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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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循环再利用、节能降耗、绿色生产。

[0012]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13] 一种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包括

[0014] 初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初滤装置、格栅井、集水井、调节池、涡凹气浮装置，

所述格栅井内安装有回转式格栅除污装置，所述调节池内装填有填料，并安装有曝气装置

I，所述涡凹气浮装置内装填有助凝剂和絮凝剂，并安装有曝气装置II和刮渣装置；

[0015] 生化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MBR池、中间水池和清水

池，所述MBR池内设有膜生物反应装置、MBR产水泵和MBR反洗泵，所述中间水池内安装有精

滤装置I，所述精滤装置I并联设置有至少两组，中间水池出水处安装有臭氧催化氧化装置，

所述清水池出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0016] 深度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精滤装置II、超滤装置、超滤产水池、反渗透装置、

反渗透产水池，所述超滤装置和反渗透装置浓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

质》，所述反渗透产水池出水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0017]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初滤装置为水力筛，其设置于车间生产废水汇集处且

置于地下，主要对污水中的烟丝、烟梗进行截留，防止更多的悬浮物进入格栅井；所述车间

生产废水下水口处设置有漏网，以在源头拦截大部分烟叶、烟梗和胶体，减少进入污水处理

系统的悬浮物。

[0018]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调节池内填料为高效填料，数量120m3，曝气装置I为盘

式曝气器或管式曝气器，用于生产废水进行预曝气和预氧化处理。

[0019]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调节池与涡凹气浮装置(高效溶气气浮)通过提升泵连

通。

[0020]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曝气装置II为盘式曝气器或管式曝气器。

[0021]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接触氧化池内装填有填料，并安装有曝气装置III，其

内填料为高效填料，数量480m3，曝气装置III为盘式曝气器或管式曝气器。

[0022]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接触氧化池出水通过自流进入所述MBR池，所述MBR池

与中间水池通过提升泵连通。

[0023]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MBR池连接有污泥池，所述污泥池连接有污泥脱水机。

[0024]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膜生物反应装置为帘式膜组器。

[0025]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精滤装置I为活性炭过滤器。

[0026]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臭氧催化氧化装置连接有臭氧发生器，用于避免生化

出水水质波动。

[0027]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中间水池出水通过提升泵连通至臭氧催化氧化装置

(臭氧催化氧化塔)，用于进一步降解废水中残留COD。

[0028]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精滤装置II为袋式过滤器。

[0029] 本污水处理系统的污水处理工艺：

[0030] 各生产车间的生产废水汇集后进入水力筛，去除废水中的大量烟丝和烟梗，去除

水中非可溶性COD，减少后续水处理设备负荷；

[0031] 水力筛出水进入格栅井，格栅井中的回转格栅除污机，对废水中的细小烟丝等悬

浮物进一步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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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出水通过自流进入集水井和调节池，调节池中的填料和曝气装置I对废水进行预

曝气和预氧化处理，在该处理构筑物中降解部分可溶性COD、BOD等；

[0033] 调节池出水经提升泵至涡凹气浮装置，助凝剂和絮凝剂的加入能够有效对废水中

微小悬浮物进行凝聚，通过水中的曝气系统，将凝聚后的大颗粒悬浮物托起，在刮渣机的作

用下刮除；

[0034] 涡凹气浮装置出水进入整套生化处理系统，主要包括置于地下的水解酸化池、接

触氧化池和MBR池，进行COD、BOD、氨氮的降解；

[0035] 中间水池内设活性炭过滤器，对生化出水中残留的COD吸附、脱除；为防止出水水

质波动，偶然发生出水水质不合格的情况，在活性炭过滤器后增设臭氧催化氧化装置，对废

水中残留COD进一步降解，确保清水池出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18920‑2002)，符合城市绿化或冲厕用水标准；

[0036] 清水池出水进入整套深度处理工艺设备：袋式过滤器+超滤装置+超滤产水池+反

渗透装置+反渗透产水池，深度处理出水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可

用于日常洗澡或生产用水；超滤和反渗透浓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18920‑2002)城市绿化用水。

[0037] 本发明带来的有益效果有：

[0038] 本污水处理系统适合烟草企业进行生产污水处理与再利用；

[0039] 基于车间原有污水处理设备经创新改造后形成，整个改造过程遵循节约能源、节

约用地、节约成本的原则，最大限度的对现有的设备进行恢复、利旧；

[0040] 初处理系统工艺可去除废水中大量烟丝和烟梗，提高预处理能力，把悬浮物截留

出来，不进入水解酸化池；

[0041] 生化处理系统工艺可进行COD、BOD、氨氮的降解，生化出水经提升泵进入活性炭过

滤器，对生化出水中残留的COD吸附、脱除；为防止出水水质波动，在活性炭过滤器后增设臭

氧催化氧化装置，确保出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可以直接作为

冲厕和绿化用水；

[0042] 考虑深度回用以及最小碳排放的需要，增设了深度处理系统：“袋式过滤器+超滤

装置+反渗透装置”工艺；使生化系统一部分产水再进行深度处理，通过该套工艺处理后出

水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可用于日常生产、洗漱、冲洗车间地面用水

及工业用水；处理工程中产生的少量浓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18920‑2002)，可用于绿化或冲厕，实现水循环使用，减少新水使用量，废水不再外排。

附图说明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4] 图1为现有污水处理系统工艺过程示意图；

[0045] 图2为本污水处理系统的装置连接结构简示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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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7] 实施例1

[0048] 参照图2，一种设置有超滤反渗透系统的污水处理系统，包括依序设置的初处理系

统、生化处理系统和深度处理系统。

[0049] 初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初滤装置、格栅井、集水井、调节池、涡凹气浮装置。初

滤装置为水力筛，其设置于车间生产废水汇集处且置于地下，利用原水重力流进行可对污

水中的烟丝、烟梗进行截留，防止更多的悬浮物进入格栅井；各车间生产废水下水口处可设

置漏网，以在源头拦截大部分烟叶、烟梗和胶体，减少进入污水处理系统的悬浮物。

[0050] 格栅井内安装有回转格栅除污机，对废水中的细小烟丝等悬浮物进一步截留；调

节池内装填有填料，并安装有盘式曝气器，通过空压气管路连通空压机，对废水进行预曝气

和预氧化处理，在该处理构筑物中降解部分可溶性COD、BOD等；调节池出水经提升泵进入涡

凹气浮装置，涡凹气浮装置为高效溶气气浮，其内装填有助凝剂和絮凝剂，并安装有曝气装

置II和刮渣装置，助凝剂和絮凝剂的加入能够有效对废水中微小悬浮物进行凝聚，通过水

中的曝气装置II，对凝聚后的大颗粒悬浮物托起，在刮渣机的作用下有效刮除，曝气装置II

为管式曝气器，通过空压气管路连通空压机。

[0051] 气浮出水进入整套生化处理系统。

[0052] 生化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MBR池、中间水池和清水

池，主要在生化系统中进行COD、BOD、氨氮的降解。

[0053] 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利旧使用前清淤、更换填料等。接触氧化池出水通过自流

进入MBR池，MBR池由原“中间水池”利旧改造而成，清淤处理后，将帘式膜组器置于池体内，

同时增设MBR产水泵和MBR反洗泵；MBR池与中间水池通过提升泵连通，其内沉降污泥经污泥

池、污泥脱水机后排出。

[0054] 中间水池、清水池和超滤产水池、反渗透产水池均由原“清水池”利旧，通过清淤、

分隔而成。

[0055] 中间水池内设有活性炭过滤器，且并联设置有两组使用，以满足800t/d的处理要

求。中间水池出水连通至臭氧催化氧化塔，臭氧催化氧化塔连接臭氧发生器，进一步降解废

水中残留COD，从而避免生化出水水质波动。清水池出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

水水质》，可用于城市绿化或冲厕用水。

[0056] 深度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精滤装置II、超滤装置、超滤产水池、反渗透装置、

反渗透产水池，精滤装置II为袋式过滤器。

[0057] 超滤装置和反渗透装置浓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可作为城

市绿化用水，所述反渗透产水池出水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可用于日常洗澡或生产

用水。

[0058] 下文将对本实施例中出现的核心部件进行特别介绍。

[0059] 水力筛，采用孔眼材料截留液体中悬浮物，适用于从低浓度溶液中去除固体悬浮

杂质。在本实施例中，能有效地降低水中悬浮物浓度，减轻后续工序的处理负荷，并起到保

护水泵，管道和仪表的作用。本水力筛具有以下特点：

[0060] 1、构造简单：包含筛网，筛网架，进水管，布水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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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2、处理效率高：用于车间污水处理时，BOD去除效率约等于初次沉淀。

[0062] MBR池，其内设有MBR箱体、增强型帘式膜组器、膜架、MBR产水泵、MBR反洗泵、风机、

曝气管路、产水管路等，通过PLC自动控制系统，MBR系统实现自动产水、定期反洗与持续曝

气，实现系统自动运行；系统运行过程中，曝气系统一直处于开启状态；若曝气系统发生异

常，系统紧急停止。

[0063] 帘式膜材质为聚偏氟乙烯(PVDF)，其优点在于：

[0064] 1、由于具有耐热性、化学稳定性、耐辐射性和良好的物理机械性能，聚偏氟乙烯膜

可形成性能优异的分离膜；分离膜使污水中的大分子难降解成分在生物反应器内有足够的

停留时间，大大提高了难降解有机物的降解效率；

[0065] 2、孔隙率高、通量大，抗污染能力强，搭配曝气及反洗系统后，不易被污染物粘附，

易清洗，适于烟厂污水处理；

[0066] 3、采用内支撑层加衬生产工艺，膜丝断裂强度＞150N，膜寿命长达3～5年；

[0067] 4、分离过程是在流体压力差的作用下，利用膜对被分离组分的尺寸选择性，将膜

孔能截留的微粒及大分子溶质截留，而使膜孔不能截留的粒子或小分子溶质透过膜，分离

过程不发生相变化，耗能低；

[0068] 5、出水水质好，出水悬浮物含量和浊度低，可直接回用；

[0069] 增强型帘式膜组器性能简介：

[0070]

[0071] 臭氧催化氧化塔，主要由与之连接的臭氧发生器、尾气破坏器、臭氧催化氧化填料

组成，在本实施例中，主要用于水的消毒、去除水中酚、氰等污染物质，水的脱色、除去水中

铁、锰等金属离子，除异味和臭味等。负载金属的活性炭催化剂是由微小结晶和非结晶部分

混合组成的复合物，催化剂表面含有大量的酸性或碱性基团，臭氧/催化剂协同作用过程

中，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使臭氧分解产生[·OH]从而引发链反应，此反应还会产生十分活泼

的、具有强氧化能力的单原子氧[·O]，可快速氧化分解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包括一些高

稳定性、难降解的有机物)。

[0072] 本实施例的污水处理项目水量大、水质偏中性以及现场场地有限，采用臭氧催化

氧化工艺具有以下优势：

[0073] 1、对有机污染物氧化能力极强，除去有机物能力强；

[0074] 2、催化剂的参与，氧化选择性大大降低；

[0075] 3、有机物最终分解成CO2和H2O，无有毒有害中间产物，安全环保；

[0076] 4、无需调节污水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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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5、臭氧发生器以电能和空气产生臭氧，无化学药剂，现场安全卫生；

[0078] 6、氧化反应时间较短，一般控制在30min左右，反应器容积较小。

[0079] 精滤装置II为袋式过滤器，主要包括过滤筒体、过滤筒盖、快开机构、不锈钢滤袋

和加强网等部件组成；本实施例中，袋式过滤器的结构是由四套摇锤式环首螺栓将筒盖和

过滤筒体密封锁紧，使过滤器更能承受极高的过滤压力和水锤式的压力冲击，要过滤的液

体经过滤器的进口进入，流进过滤袋，经过滤袋的拦截后由出口流出；袋式过滤器的进出口

设计一般采用侧进底出方式，方便清洗。

[0080] 本实施例中，袋式过滤器的设计目的是防止臭氧催化氧化出水中携带的滤料粉末

堵塞后面的超滤和反渗透设备，对后续处理设备起到保护作用。

[0081] 超滤装置，主要包括超滤柱式膜组件、超滤膜架、超滤反洗泵、气洗系统及工艺系

统所需的监测控制仪表(压力表、流量计)等。

[0082] 本实施例中，超滤装置是系统中最主要的净化装置，其利用超滤膜的特性来除去

水中绝大部分悬浮物、胶体、有机物及微生物，起到澄清过滤作用。经过预处理处理后合格

的废水进入膜组件，水和极少量的小分子量有机物通过膜层，经收集管道集中后，通往产水

管再注入产水池；反之不能通过的就经由另一组收集管道集中后通往浓水排放管注入排水

沟。系统的进水、产水和浓水管道上都装有一系列的控制阀门，监控仪表及程控操作系统，

以保证设备长期保质、保量的系统化运行。

[0083] 反渗透装置，主要包括进口反渗透膜组件、反渗透膜架、加药系统、高压泵以及监

测控制仪表(压力表、流量计)等，其设有高度选择透过性的反渗透膜，利用反渗透原理，使

水中的无机盐去除率达到99％，同时可脱除水中的各种有机物、微粒，大大提高产品清洗合

格率，且无污染，在深度处理过程中广泛采用。

[0084] 实施例2

[0085] 实施例1所述污水处理系统的污水处理工艺：

[0086] 各生产车间的生产废水汇集后进入水力筛，去除废水中的大量烟丝和烟梗，去除

水中非可溶性COD，减少后续水处理设备负荷；

[0087] 水力筛出水进入格栅井，格栅井中的回转格栅除污机，对废水中的细小烟丝等悬

浮物进一步截留；

[0088] 出水通过自流进入集水井和调节池，调节池中的填料和曝气装置I对废水进行预

曝气和预氧化处理，在该处理构筑物中降解部分可溶性COD、BOD等；

[0089] 调节池出水经提升泵至涡凹气浮装置，通过加药系统(药箱、搅拌器、加药泵)加入

助凝剂和絮凝剂，有效对废水中微小悬浮物进行凝聚，通过水中的管式曝气器，将凝聚后的

大颗粒悬浮物托起，在刮渣机的作用下刮除；

[0090] 涡凹气浮装置出水进入整套生化处理系统，主要包括置于地下的水解酸化池、接

触氧化池和MBR池，进行COD、BOD、氨氮的降解；

[0091] 中间水池内设活性炭过滤器，对生化出水中残留的COD吸附、脱除；为防止出水水

质波动，偶然发生出水水质不合格的情况，在活性炭过滤器后增设臭氧催化氧化装置，对废

水中残留COD进一步降解，确保清水池出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18920‑2002)，符合城市绿化或冲厕用水标准；

[0092] 清水池出水进入整套深度处理工艺设备：袋式过滤器+超滤装置+超滤产水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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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装置+反渗透产水池，深度处理出水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可

用于日常洗澡或生产用水；超滤和反渗透浓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18920‑2002)城市绿化用水。

[0093] 实施例3

[0094] 实施例1的污水处理系统应用实施后水量平衡表及去除率估算表。

[0095]

[0096]

[0097] 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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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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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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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