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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包

括安装腔体，所述安装腔体内设有缺氧区、厌氧

区、MBBR反应区、沉淀区及设备区，其中MBBR反应

区内设有悬浮填料，所述MBBR反应区内设有通过

设备区内设置的回转鼓风机供气的曝气装置，所

述MBBR反应区设有与沉淀区相通的出水管，所述

MBBR反应区内还设有与厌氧区相通的进水组件。

本实用新型设置的进水组件将进入MBBR反应区

内的新进污水快速融入MBBR反应区内与MBBR反

应区内的悬浮填料充分混合，并且导入MBBR反应

区内的新进污水还能在悬浮填料上附着的细菌

作用下进行充分反应，提高MBBR反应区对污水的

处理效果，进而提高整个MBBR一体化设备的污水

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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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包括安装腔体，所述安装腔体内设有缺氧区、厌氧区、MBBR反

应区、沉淀区及设备区，其中MBBR反应区内设有悬浮填料，所述MBBR反应区内设有通过设备

区内设置的回转鼓风机供气的曝气装置，所述MBBR反应区设有与沉淀区相通的出水管，其

特征在于：所述MBBR反应区内还设有与厌氧区相通的进水组件；

所述进水组件包括与MBBR反应区中心线共线设置的进水管，进水管通过带增压泵的进

水管道与厌氧池相通，进水管上从上到下设有多个呈螺旋布设的出水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装置包括第一曝

气组件与第二曝气组件，所述第一曝气组件包括在MBBR反应区底部的主横管，主横管通过

曝气支管与回转鼓风机连接，所述主横管上还连通有多根竖管，每根竖管上均设有多个曝

气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曝气组件包括沿

进水管围设的多个辅助曝气管，每个辅助曝气管均与曝气支管连通，每个辅助曝气管上还

设有用于对MBBR反应区内污水提供横向剪切力的喷嘴。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管进

料端设有用于拦截悬浮填料的拦截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缺氧区与厌氧区通过

上下错位设置的两隔板相通设置，其中缺氧区内设有污泥搅拌器，厌氧区内设有生物填料

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区内设有竖直设

置的中心筒，中心筒上部与出水管相通，中心筒下端下方设有缩口结构的集泥腔，所述集泥

腔内设有潜泥泵，潜泥泵上设有与缺氧区相通设置的污泥回流管道；所述沉淀区上部设有

出水三角堰，出水三角堰出水端连接有排水管，排水管出料端与设置在设备区内的紫外消

毒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区内还设有用于

配制除磷剂的配药箱，配药箱通过带计量泵的加药管道与MBBR反应区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区底部、MBBR反

应区底部及沉淀区底部均设有带污泥泵的排泥管，排泥管连接有污泥干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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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城镇污水水污染治理领域，MBBR一体化设备是常用的污水处理设备。现有的主

要的MBBR一体化设备的主要包括缺氧区、厌氧区、MBBR反应区(好氧+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

以及沉淀区等，将需要处理的原水导入缺氧区，在缺氧区反应之后的废水再依次经过厌氧

区与MBBR反应区，在MBBR反应区出来的水是含有大量污泥的，将含有污泥的水导入沉淀区

进行沉淀处理，处理之后的清水导出进行消毒等进一步处理之后进行工业或商业回用，沉

淀区内的污泥通过污泥回流泵再导入缺氧区进行活性污泥的回流处理。多余的污泥导出进

行污泥的处理。

[0003] 上述污水处理过程中在MBBR反应区内投加一定数量的悬浮载体(MBBR填料)，提高

反应区中的生物量及生物种类，从而提高反应区的处理效率。由于填料密度接近于水，所以

在曝气的时候，与水呈完全混合状态，微生物生长的环境为气、液、固三相。载体在水中的碰

撞和剪切作用，使空气气泡更加细小，增加了氧气的利用率。另外，每个载体内外均具有不

同的生物种类，内部生长一些厌氧菌或兼氧菌，外部为好氧菌，这样每个载体都为一个微型

反应器，使硝化反应和反硝化反应同时存在，从而提高了处理效果。

[0004] 上述MBBR反应区内悬浮载体是需要在曝气作用下形成移动床为细菌提供反应场

所，如图1所示，现有的MBBR反应区10的结构简单，在MBBR反应区10池底设置一排曝气管道

104，在MBBR反应区两相对侧壁分别进行进水管101与出水管103，出水管103进料端设有拦

截栅格102。

[0005] 污水从进水管进入MBBR反应区内在曝气管道的曝气作用下与MBBR反应区内的悬

浮填料混合使悬浮填料上附着的细菌对污水中的有害物质进行分解，但是采用现有技术的

进水与出水方式并不能使新进入MBBR反应区内的污水充分与MBBR反应区内的悬浮填料充

分接触进行反应就导出MBBR反应区，使MBBR反应区对污水的处理效果并不理想。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解决了

现有MBBR一体化设备中MBBR反应区中新进入MBBR反应区内的污水与MBBR反应区内悬浮填

料混合效果差导致的MBBR一体化设备的处理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包括

安装腔体，所述安装腔体内设有缺氧区、厌氧区、MBBR反应区、沉淀区及设备区，其中MBBR反

应区内设有悬浮填料，所述MBBR反应区内设有通过设备区内设置的回转鼓风机供气的曝气

装置，所述MBBR反应区设有与沉淀区相通的出水管，所述MBBR反应区内还设有与厌氧区相

通的进水组件；

[0008] 所述进水组件包括与MBBR反应区中心线共线设置的进水管，进水管通过带增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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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水管道与厌氧池相通，进水管上从上到下设有多个呈螺旋布设的出水口。

[0009]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设置的带增压泵的

进水管及进水管上设置的多个出水口能将进入MBBR反应区内的新进污水快速散射融入

MBBR反应区内与MBBR反应区内的悬浮填料充分混合，并且导入MBBR反应区内的新进污水还

能在悬浮填料上附着的细菌作用下进行充分反应，提高MBBR反应区对污水的处理效果，进

而提高整个MBBR一体化设备的污水处理效果。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现有技术中MBBR反应区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MBBR反应区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安装腔体1、缺氧区2、污泥搅拌器21、原水进水管22、厌氧区3、生物填料架

31、隔板32、MBBR反应区4、增压泵41、进水管道42、进水管43、出水口431、拦截网44、悬浮填

料45、排泥管46、主横管47、曝气盘471、辅助曝气管48、喷嘴481、沉淀区5、集泥腔51、潜泥泵

52、污泥回流管道521、出水管53、中心筒54、出水三角堰55、排水管551、设备区6、紫外消毒

器61、回转鼓风机62、曝气支管621、加药箱63、加药管道631。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如图2、3所示，本实用新型涉及了一种MBBR一体化设备，包括安装腔体1，所述安装

腔体1内设有缺氧区2、厌氧区3、MBBR反应区4、沉淀区5及设备区6；缺氧区2连通有原水进水

管4322，原水进水管4322用于导入待处理的污水，在缺氧区2内设有污泥搅拌器21，污泥搅

拌器21是为了防止污泥的沉降在缺氧区2内的堆积，同时也是方便污泥内的好氧细菌及厌

氧细菌在污水中进行移动处理污水、污泥中的有毒物质，降低污水中的COD含量，并进行反

硝化反应，在缺氧区2进行初步反应之后的污水通过上下错位设置的两隔板32进入厌氧区3

内。

[0015] 在厌氧区3内设有生物填料架31，在生物填料架31上设有生物填料层，生物填料层

可为复合纤维，方便厌氧细菌的培养，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分解进行氨化反应及少量的反硝

化反应，减少污染。为防止厌氧区3内污泥堆积膨胀，在厌氧区3底部设有带污泥泵的排泥

管，排泥管连接有污泥干化池。同时在厌氧区3内处理之后的污水进入MBBR反应区4。

[0016] 所述MBBR反应区4内设有悬浮填料45，悬浮填料45可为改性PE，所述MBBR反应区4

内设有通过设备区6内设置的回转鼓风机62供气的曝气装置，所述MBBR反应区4设有与沉淀

区5相通的出水管53，所述MBBR反应区4内还设有与厌氧区3相通的进水组件；所述进水组件

包括与MBBR反应区4中心线共线设置的进水管43，进水管43通过带增压泵41的进水管43道

42与厌氧池相通，进水管43上从上到下设有多个呈螺旋布设的出水口431。本实用新型设置

的进水管43及进水管43上设置的多个出水口431能将进入MBBR反应区4内的新进污水快速

融入MBBR反应区4内与MBBR反应区4内的悬浮填料45充分混合，并且导入MBBR反应区4内的

新进污水还能在悬浮填料45上附着的细菌作用下进行充分反应，提高MBBR反应区4对污水

的处理效果，进而提高整个MBBR一体化设备的污水处理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设置的进水管43及进水管43上设置的出水口431能使新进污水快速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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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MBBR反应区4，同时为进一步使MBBR反应区4内的污水及悬浮填料45能与新进污水快速融

合同时为使悬浮填料45能在MBBR反应区4内与污水碰撞细化导入的气体提高气体利用率，

本实用新型设置了曝气装置，所述曝气装置包括第一曝气组件与第二曝气组件，所述第一

曝气组件包括在MBBR反应区4底部的主横管47，主横管47通过曝气支管621与回转鼓风机62

连接，所述主横管47上还连通有多根竖管，每根竖管上均设有多个曝气盘471。第一曝气组

件主要是将MBBR反应区4内的污水及悬浮填料45上下混合。同时设置的曝气盘471是为了将

导入的空气泡进一步细化分散。

[0018] 所述第二曝气组件包括沿进水管43围设的多个辅助曝气管48，每个辅助曝气管48

均与曝气支管621连通，每个辅助曝气管48上还设有用于对MBBR反应区4内污水提供横向剪

切力的喷嘴481。其中每个辅助曝气管48上设置的多个喷嘴481喷出的气体对MBBR反应区4

内污水产生的横向剪切力可以是与进水管43对MBBR反应区4内污水产生的剪切力相同或相

反方向，也可以将多个喷嘴481朝向进水管43喷射，第二曝气组件主要是为了给MBBR反应区

4内污水产生横向剪切力，加快新进污水与MBBR反应区4内污水的融合，同时增加悬浮填料

45与污水的碰撞次数，进一步使MBBR反应区4内各个位置的污水中的有害物质与悬浮填料

45有效接触进行反应除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增加MBBR设备的污水处理效果。虽然MBBR反

应区4的结构没有增加污水在MBBR反应区4的停留时间，但是降低了新进污水在MBBR反应区

4内的扩散时间，相当于增加了污水在MBBR反应区4内的停留时间，提高了MBBR反应区4对污

水的处理效果。

[0019] 为防止MBBR反应区4内污泥堆积膨胀，在MBBR反应区4底部设有带污泥泵的排泥管

46，排泥管46连接有污泥干化池。

[0020] 为方便MBBR反应区4内的除磷，在所述设备区6内还设有用于配制除磷剂的配药

箱，配药箱通过带计量泵的加药管道631与MBBR反应区4连接。其中除磷剂可以采用聚合氯

化铝。

[0021] 为避免悬浮填料45进入沉淀池内，在所述出水管53进料端设有用于拦截悬浮填料

45的拦截网44。

[0022] 为降低出水管53导入沉淀区5内水流的影响，避免出水管53导入沉淀区5内的新进

水会将沉淀区5内正在沉降的污泥冲击使已经沉降在沉淀区5下部的污泥上移，本实用新型

在在沉淀区5内竖直设有中心筒54，中心筒54是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具体可参照现有技术

中竖流式沉淀区5内设置的中心筒54结构。中心筒54就是为了减缓新进污水进入沉淀区5对

沉降中的污泥的冲击力，以增加沉淀区5的沉淀效果。本实用新型设置的中心筒54上部与出

水管53出料端相通，为方便沉淀内污泥的聚集，中心筒54下端下方设有缩口结构的集泥腔

51，所述集泥腔51内设有潜泥泵52，潜泥泵52上设有与缺氧区2相通设置的污泥回流管道

521；污泥内还含有大量的好氧细菌，进行污泥回流的同时还能为缺氧区2提供多余的好氧

细菌，同时沉淀区5内未回流的多余污泥会通过带污泥泵的排泥管导入污泥干化池(图中未

画出)，在污泥干化池内处理之后的污泥可以进行外运、焚烧、掩埋等。在沉淀区5内沉淀之

后的上层污水通过沉淀区5上部设置的出水三角堰55导出，出水三角堰55能均衡沉淀区5内

导出的水流速度，在出水三角堰55出水端连接有排水管551，排水管551出料端与设置在设

备区6内的紫外消毒器61连接，在紫外消毒器61进行处理之后的污水可以进行外排。

[0023] 本实用新型采用高效悬浮生物填料(改性PE)及改性厌氧生物填料(复合纤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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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脱氮除磷效果，提高处理负荷及设备抗冲击负荷；采用高科技紫外线消毒，无二次污染，

保证出水水质；同时污水处理过程还可采用PLC可编辑控制器实现自动控制运行和意外防

护措施。

[0024]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

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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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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