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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

体化处理设备及废水处理方法。当前，工业废水

量以及生活污水量逐年增长，水污染问题日益突

出。本发明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

设备，包括由上向下依次排列的浮藻反应单元、

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和微生物反应单元。多介

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分隔为过滤池和溢流池。过滤

池内设置有由上至下依次排列的抑藻层、除磷吸

附剂层、砂石层、砾石层。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

进水端的顶部与浮藻反应单元出水端的底部连

接。溢流池的底部与微生物反应单元进水端的底

部连通。本发明通过藻类的生物降解作用降低废

水中氮元素的浓度，提高废水处理效果，并有效

避免高浓度的氨氮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9704521 B

2020.10.23

CN
 1
09
70
45
21
 B



1.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包括微生物反应单元，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由上向下依次排列的浮藻反应单元和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所述的浮藻反应单元进水

端的顶部设置有废水进水口；螺旋推流式浮藻  反应单元的底部装有多个螺旋推流式浮藻

反应器；螺旋推流式浮藻反应器包括柱状基质和浮藻；浮藻缠绕在柱状基质；

所述的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进水端的顶部与浮藻反应单元出水端的底部连接；多介

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内固定有第一溢流板；第一溢流板将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分隔为过滤

池和溢流池；所述的过滤池内设置有由上至下依次排列的抑藻层、除磷吸附剂层、砂石层、

砾石层；

所述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内过滤池的底部与微生物反应单元进水端的底部连通；所

述微生物反应单元的中部固定有第二溢流板和第三溢流板；第二溢流板和第三溢流板将微

生物反应单元分隔为沿微生物反应单元的进水端向出水端依次排列的第一微生物反应池、

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和清水池；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及第二微生物反应池的底部均设置有纳米

曝气装置；

所述的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内设置有多个生物膜反应器；所述的生物膜反应器呈板状；

生物膜反应器的外侧面上设置有硝化细菌；所述的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内设置有多个固定化

微生物反应柱；所述的固定化微生物反应柱呈柱状，且侧部开有多个通孔；固定化微生物反

应柱的通孔内设置有好氧反硝化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废水进水口处设置有第一电磁通断阀；所述的浮藻反应单元内设置有第一液位传感器；

过滤池内设置有第二液位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浮藻采用狐尾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进水端的顶部与浮藻反应单元出水端的底部的连接处设置有第

二电磁通断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抑藻层内设置有天然苔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除磷吸附剂层内设置有除磷剂抑藻剂滤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清水池的顶部设置有清水出口。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的废水处理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一、向浮藻反应单元注入被处理废水；浮藻反应单元中的浮藻对高氨氮废水

进行预处理，使得高氨氮废水中的部分氮元素被浮藻生物降解；

步骤二、经浮藻反应单元的被处理废水进入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的过滤池；过滤池

中的抑藻层通过水的淋溶作用使苔藓植物中的化感物质缓慢释放到水体中，抑制浮藻反应

单元中携带来的藻类生长；除磷吸附剂层中的阳离子吸附剂吸附被处理废水中的磷元素；

砂石层、砾石层对水中粒径较大的颗粒物进行物理截流；

步骤三、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及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内的纳米曝气装置启动；经多介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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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膜滤层单元处理的被处理废水通过溢流池后，进入第一微生物反应池；第一微生物反应

池中的硝化细菌对被处理废水进行二次脱氮；

步骤四、经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处理的被处理废水进入第二微生物反应池；第二微生物

反应池中的好氧反硝化细菌对被处理废水进行深度脱氮；使得被处理废水的氮元素含量符

合排放标准；

步骤五、经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处理的被处理废水进入清水池进行沉淀后，得到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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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及废水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氨氮水体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

处理设备及废水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废水量以及生活污水量

逐年增长，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可利用的淡水资源越来越少。因此，对水污染的治理迫在

眉睫。

[0003] 在如今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物质需求已经不再是衡量国民生活水平的唯一

标准，环境保护问题在国家发展中愈发彰显出其紧迫性和重要性。目前，我国的工业、农业

以及生活污染物的排放负荷日益增加，全国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总量为2294.6万吨，氨氮的

排放总量已高达238.5万吨，远超环境容量。因此，为了保护湖泊和海洋生态环境，如何有效

降低生活污水中氮的排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及废水处理方

法。

[0005] 本发明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包括由上向下依次排列的浮藻

反应单元、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和微生物反应单元。所述的浮藻反应单元进水端的顶部

设置有废水进水口。螺旋推流式浮躁反应单元的底部装有多个螺旋推流式浮藻反应器。螺

旋推流式浮藻反应器包括柱状基质和浮藻。浮藻缠绕在柱状基质。

[0006] 所述的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进水端的顶部与浮藻反应单元出水端的底部连接。

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内固定有第一溢流板。第一溢流板将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分隔为

过滤池和溢流池。所述的过滤池内设置有由上至下依次排列的抑藻层、除磷吸附剂层、砂石

层、砾石层。

[0007] 所述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内溢流池的底部与微生物反应单元进水端的底部连

通。所述微生物反应单元的中部固定有第二溢流板和第三溢流板。第二溢流板和第三溢流

板将微生物反应单元分隔为沿微生物反应单元的进水端向出水端依次排列的第一微生物

反应池、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和清水池。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及第二微生物反应池的底部均设

置有纳米曝气装置。

[0008] 所述的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内设置有多个生物膜反应器。所述的生物膜反应器呈板

状。生物膜反应器的外侧面上设置有硝化细菌。所述的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内设置有多个固

定化微生物反应柱。所述的固定化微生物反应柱呈柱状，且侧部开有多个通孔。固定化微生

物反应柱的通孔内设置有好氧反硝化菌。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废水进水口处设置有第一电磁通断阀。所述的浮藻反应单元内

设置有第一液位传感器。过滤池内设置有第二液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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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浮藻采用狐尾藻。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进水端的顶部与浮藻反应单元出水端的

底部的连接处设置有第二电磁通断阀。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抑藻层内设置有天然苔藓。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除磷吸附剂层内设置有除磷剂抑藻剂滤料。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清水池的顶部设置有清水出口。

[0015] 该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的废水处理方法具体如下：

[0016] 步骤一、向浮藻反应单元注入被处理废水。浮藻反应单元中的浮藻对高氨氮废水

进行预处理，使得高氨氮废水中的部分氮元素被浮藻生物降解。

[0017] 步骤二、经浮藻反应单元的被处理废水进入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的过滤池。过

滤池中的抑藻层通过水的淋溶作用使苔藓植物中的化感物质缓慢释放到水体中，抑制浮藻

反应单元中携带来的藻类生长。除磷吸附剂层中的阳离子吸附剂吸附被处理废水中的磷元

素。砂石层、砾石层对水中粒径较大的颗粒物进行物理截流。

[0018] 步骤三、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及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内的纳米曝气装置启动。经多介

质生物膜滤层单元处理的被处理废水通过溢流池后，进入第一微生物反应池。第一微生物

反应池中的硝化细菌对被处理废水进行二次脱氮。

[0019] 步骤四、经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处理的被处理废水进入第二微生物反应池。第二微

生物反应池中的好氧反硝化细菌对被处理废水进行深度脱氮。使得被处理废水的氮元素含

量符合排放标准。

[0020] 步骤五、经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处理的被处理废水进入清水池进行沉淀后，得到清

水。

[0021]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本发明通过藻类进行高氨氮废水的预处理，进而降低废水中氮元素的浓度，提

高废水处理效果，并有效避免高浓度的氨氮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0023] 2、本发明在过滤池中设置的抑藻层能够抑制被处理废水中藻类的生长，进而避免

了浮藻反应单元中的藻类对被处理废水产生二次污染。

[0024] 3、本发明充分利用功能微生物的脱氮作用，将水中的氨氮作为微生物生长的营养

物质，通过对水体进行分阶段脱氮，能大幅降低水中氨氮的浓度；

[0025] 4、本发明占地面积少，设备操作简单、无需人员管理且容易维护，是处理高氨氮废

水的高效设备之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8] 如图1所示，一种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包括由上向下依次排列的

浮藻反应单元2、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3和微生物反应单元。浮藻反应单元2进水端的顶部

设置有废水进水口1。废水进水口1处设置有第一电磁通断阀。螺旋推流式浮躁反应单元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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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装有沿进水端向出水端依次排列的多个螺旋推流式浮藻反应器。螺旋推流式浮藻反应

器包括柱状基质和浮藻。浮藻缠绕在柱状基质。浮藻采用狐尾藻。各螺旋推流式浮藻反应器

能够单独拆卸替换。浮藻反应单元2内设置有第一液位传感器。

[0029] 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3进水端的顶部与浮藻反应单元2出水端的底部通过第二

电磁通断阀连接。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3的出水端处固定有第一溢流板。第一溢流板将多

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3分隔为连接浮藻反应单元的过滤池和溢流池9。过滤池内设置有由上

至下依次排列的抑藻层10-1、除磷吸附剂层10-2、砂石层10-3、砾石层10-4。抑藻层10-1内

设置有天然苔藓。除磷吸附剂层10-2内设置有除磷剂抑藻剂滤料(本实施例中采用阳离子

吸附剂)。过滤池内设置有第二液位传感器。

[0030] 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3内溢流池9的底部与微生物反应单元进水端的底部连通。

微生物反应单元的中部固定有第二溢流板和第三溢流板。第二溢流板和第三溢流板将微生

物反应单元分隔为沿微生物反应单元的进水端向出水端依次排列的第一微生物反应池4、

第二微生物反应池8和清水池6。第一微生物反应池4及第二微生物反应池8的底部均设置有

纳米曝气装置5。纳米曝气装置5的进气口处设置有单向止气阀。清水池6的顶部设置有清水

出口7。清水池6用于进行最终的沉淀处理。

[0031] 第一微生物反应池4内设置有多个生物膜反应器。生物膜反应器呈板状。生物膜反

应器的外侧面上附着有硝化细菌。通过硝化细菌将被处理废水中的氨氮降解为硝氮。第二

微生物反应池8内设置有多个固定化微生物反应柱。固定化微生物反应柱呈柱状，且侧部开

有多个通孔。固定化微生物反应柱的通孔内设置有好氧反硝化细菌，通过好氧反硝化细菌

经过一系列的生物反应最终将水中的硝氮转化成氮气。由于好氧的硝化细菌的需氧量较

大，而好氧反硝化细菌需氧量较小，故将好氧反硝化细菌设置在孔中，以降低好氧反硝化细

菌所处环境中的氧含量，进而保证了好氧反硝化细菌与硝化细菌(两者都好氧，但最佳的氧

含量范围不同)在同一水池中各自保持较高的活性。

[0032] 该高氨氮水体强化脱氮一体化处理设备的废水处理方法具体如下：

[0033] 步骤一、向浮藻反应单元2注入被处理废水。浮藻反应单元2中的浮藻对高氨氮废

水进行预处理，使得高氨氮废水中的部分氮元素被浮藻生物降解。

[0034] 步骤二、8小时后，第二电磁通断阀开启，使得经浮藻反应单元2的被处理废水进入

多介质生物膜滤层单元3的过滤池。过滤池中的抑藻层通过水的淋溶作用使苔藓植物中的

化感物质缓慢释放到水体中，抑制浮藻反应单元2中携带来的藻类生长，避免出现二次污染

的问题。除磷吸附剂层中的阳离子吸附剂吸附被处理废水中的磷元素，进而降低被处理废

水的磷元素浓度。砂石层、砾石层对水中粒径较大的颗粒物进行物理截流，进而降低水中的

悬浮颗粒物含量。

[0035] 步骤三、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及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内的纳米曝气装置启动。经多介

质生物膜滤层单元3处理的被处理废水通过溢流池后，进入第一微生物反应池。第一微生物

反应池中的硝化细菌对被处理废水进行二次脱氮。

[0036] 步骤四、经第一微生物反应池处理的被处理废水进入第二微生物反应池。第二微

生物反应池中的好氧反硝化细菌对被处理废水进行深度脱氮。使得被处理废水的氮元素含

量符合排放标准。

[0037] 步骤五、经第二微生物反应池处理的被处理废水进入清水池进行沉淀后，得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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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水从清水出口7排出到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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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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