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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厌氧反应器技术领域，公开

了一种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包括罐体(14)，

罐体(14)内由下至上依次包括进水管(1)、混合

区(2)、第一反应室(3)、第二反应室(6)和沉淀区

(9)，第一反应室(3)上端设有第一沼气收集器

(4)和第一三相分离器(5)，第二反应室(6)上端

设有第二沼气收集器(7)和第二三相分离器(8)，

还包括内循环系统，内循环系统包括气液分离器

(11)、沼气提升管(12)和回流管(13)。本实用新

型的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高径比大，节省了占

地面积，运行费用低，抗冲击负荷能力强，实现了

高负荷与污泥流失相分离，对高负荷的冲击、对

水质突变、对毒性污染有较高的抗干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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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包括罐体(14)，其特征在于：罐体(14)内由下至上依次包括

进水管(1)、混合区(2)、第一反应室(3)、第二反应室(6)和沉淀区(9)，第一反应室(3)上端

设有第一沼气收集器(4)和第一三相分离器(5)，第一沼气收集器(4)之间设有污泥通道

(15)，第一三相分离器(5)一端与污泥通道(15)连通，第一三相分离器(5)另一端与第二反

应室(6)连通，第二反应室(6)上端设有第二沼气收集器(7)和第二三相分离器(8)，第二沼

气收集器(7)之间设有污泥通道(15)，第二三相分离器(8)一端与污泥通道(15)连通，第二

三相分离器(8)另一端与沉淀区(9)连通；还包括内循环系统，内循环系统包括气液分离器

(11)、沼气提升管(12)和回流管(13)，第一沼气收集器(4)和第二沼气收集器(7)分别通过

沼气提升管(12)与气液分离器(11)连通，回流管(13)一端与气液分离器(11)连通，回流管

(13)另一端伸入混合区(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出水堰(10)，出

水堰(10)设在罐体(14)内沉淀区(9)的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气液分离器(11)设在罐

体(14)外，气液分离器(11)设在罐体(14)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其特征在于：罐体(14)为圆筒状，罐

体(14)的高度为16～28m，罐体(14)的高径比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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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厌氧反应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了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

背景技术

[0002] 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是第三代厌氧反应器，由两个UASB反应器上下重叠串联而

成，用下面第一个UASB反应器产生的沼气作为动力，实现了下部混合液的内循环，使废水获

得强化的预处理，上面的第二个UASB反应器对废水继续进行后处理，使出水可达到预期的

处理效果。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通过二层三相分离器来实现SRT(污泥泥龄)>HRT(水力停

留时间)，使整个反应器获得高浓度的厌氧污泥；并通过大量沼气和内循环泥水混合物的剧

烈扰动，使泥水充分接触，获得良好的传质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提供了一种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5] 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包括罐体，罐体内由下至上依次包括进水管、混合区、第

一反应室、第二反应室和沉淀区，第一反应室上端设有第一沼气收集器和第一三相分离器，

第一沼气收集器之间设有污泥通道，第一三相分离器一端与污泥通道连通，第一三相分离

器另一端与第二反应室连通，第二反应室上端设有第二沼气收集器和第二三相分离器，第

二沼气收集器之间设有污泥通道，第二三相分离器一端与污泥通道连通，第二三相分离器

另一端与沉淀区连通；还包括内循环系统，内循环系统包括气液分离器、沼气提升管和回流

管，第一沼气收集器和第二沼气收集器分别通过沼气提升管与气液分离器连通，回流管一

端与气液分离器连通，回流管另一端伸入混合区。

[0006] 作为优选，还包括出水堰，出水堰设在罐体内沉淀区的上方。

[0007] 作为优选，气液分离器设在罐体外，气液分离器设在罐体上方。

[0008] 作为优选，罐体为圆筒状，罐体的高度为16～28m，罐体的高径比为4～8。

[0009] 废水从进水管进水，与污泥在混合区混合形成泥水混合物，泥水混合物进入第一

反应室，第一反应室为高负荷区，污泥浓度较高，在高浓度污泥的作用下，废水中大部分有

机物被降解转化为沼气，泥水混合物形成混合液。

[0010] 混合液的上升流速和沼气的剧烈扰动使该第一反应室内污泥呈完全膨胀和流化

状态，加强了泥水表面接触，强化了泥水传质效果，污泥由此而保持着较高的活性。随着沼

气产量的增多，部分泥水混合物被沼气提升管提升至顶部的气液分离器，其余的都通过第

一三相分离器进入第二反应室。

[0011] 第二反应室为低负荷区，污泥浓度较低，而且废水中大部分有机物已在第一反应

室内被降解，因此，沼气产生量较少，沼气通过沼气提升管导入气液分离器，对第二反应室

的扰动很小，这为污泥的停留提供了有利条件。

[0012] 第二反应室的泥水混合物在沉淀区进行固液分离，上清液由出水管排走，沉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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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返回第二反应室。

[0013] 被沼气提升管提升的沼气在气液分离器内与泥水分离并导出罐体，泥水混合物则

沿着回流管返回到最下端的混合区，与反应器底部的污泥和进水充分混合，实现了混合液

在罐体内的内部循环。

[0014]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具有显著的技术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的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高径比大，节省了占地面积，运行费用低，抗

冲击负荷能力强，应用于酒精、柠檬酸、淀粉和糖厂废水在内的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厌氧处

理，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技术效果；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通过设置上下两个动力学过程

不同的反应室，实现了高负荷与污泥流失相分离；在高的COD容积负荷的条件下，依据气体

提升原理，利用沼气膨胀做功在无需外加能源的条件下实现了内循环污泥回流；由于内循

环的作用，本实用新型的反应器对高负荷的冲击、对水质突变、对毒性污染有较高的抗干扰

能力。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中各数字标号所指代的部位名称如下：1—进水管、2—混合区、3—第一反应

室、4—第一沼气收集器、5—第一三相分离器、6—第二反应室、7—第二沼气收集器、8—第

二三相分离器、9—沉淀区、10—出水堰、11—气液分离器、12—沼气提升管、13—回流管、

14—罐体、15—污泥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9] 实施例1

[0020] 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如图1所示，包括罐体14，罐体14内由下至上依次包括进

水管1、混合区2、第一反应室3、第二反应室6和沉淀区9，第一反应室3上端设有第一沼气收

集器4和第一三相分离器5，第一沼气收集器4之间设有污泥通道15，第一三相分离器5一端

与污泥通道15连通，第一三相分离器5另一端与第二反应室6连通，第二反应室6上端设有第

二沼气收集器7和第二三相分离器8，第二沼气收集器7之间设有污泥通道15，第二三相分离

器8一端与污泥通道15连通，第二三相分离器8另一端与沉淀区9连通；还包括内循环系统，

内循环系统包括气液分离器11、沼气提升管12和回流管13，第一沼气收集器4和第二沼气收

集器7分别通过沼气提升管12与气液分离器11连通，回流管13一端与气液分离器11连通，回

流管13另一端伸入混合区2。

[0021] 还包括出水堰10，出水堰10设在罐体14内沉淀区9的上方。

[0022] 气液分离器11设在罐体14外，气液分离器11设在罐体14上方。

[0023] 罐体为圆筒状，罐体的高度为24m，罐体的高径比为6。

[0024] 废水从进水管1进水，与污泥在混合区2混合形成泥水混合物，泥水混合物进入第

一反应室3，第一反应室3为高负荷区，污泥浓度较高，在高浓度污泥的作用下，废水中大部

分有机物被降解转化为沼气，泥水混合物形成混合液。

[0025] 混合液的上升流速和沼气的剧烈扰动使该第一反应室3内污泥呈完全膨胀和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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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加强了泥水表面接触，强化了泥水传质效果，污泥由此而保持着较高的活性。随着沼

气产量的增多，部分泥水混合物被沼气提升管12提升至顶部的气液分离器11，其余的都通

过第一三相分离器5进入第二反应室6。

[0026] 第二反应室6为低负荷区，污泥浓度较低，而且废水中大部分有机物已在第一反应

室3内被降解，因此，沼气产生量较少，沼气通过沼气提升管12导入气液分离器11，对第二反

应室6的扰动很小，这为污泥的停留提供了有利条件。

[0027] 第二反应室6的泥水混合物在沉淀区9进行固液分离，上清液由出水管排走，沉淀

的污泥返回第二反应室6。

[0028] 被沼气提升管12提升的沼气在气液分离器11内与泥水分离并导出罐体14，泥水混

合物则沿着回流管13返回到最下端的混合区2，与反应器底部的污泥和进水充分混合，实现

了混合液在罐体14内的内部循环。

[0029] 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在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时，具有以下优点：

[0030] (1)高负荷与污泥流失相分离

[0031] 本实施例的高效厌氧反应器通过设置上下两个动力学过程不同的反应室，实现了

高负荷与污泥流失相分离，既保持反应器内的高生物量，又强化了传质过程，故容积负荷很

高。

[0032] (2)污泥自动回流

[0033] 在高的COD容积负荷的条件下，依据气体提升原理，利用沼气膨胀做功在无需外加

能源的条件下实现了内循环污泥回流。污泥自动回流，进一步加大生物量，延长污泥泥龄。

[0034] (3)引入分级处理，并赋予其新的功能

[0035] 第一三相分离器5分离沼气和水，第二三相分离器8分离颗粒污泥和水。由于大部

分沼气已在第一三相分离器5中得到分离，第二反应室6中几乎不存在紊动，因此，第二三相

分离器8可以不受高的气体流速影响，能有效分离出水中颗粒污泥。进水和循环回流的泥水

在混合区2混合，使进水得到稀释和调节，并在第一反应室3形成致密的厌氧污泥膨胀床。本

实施例的反应器通过膨胀床去除大部分进水中的COD，通过第二反应室6降解剩余COD及一

些难降解物质，提高出水水质。更重要的是，由于污泥内循环，第二反应室6的水流上升速度

(2～10m/h)远低于第一反应室3的上升流速(10～20m/h)，而且第一反应室3只产生少量的

沼气，创造了污泥颗粒沉降的良好环境，解决了在高COD容积负荷条件下污泥被冲出系统的

问题。此外，第二反应室6为第一反应室3由于高的进水负荷导致的过度膨胀提供缓冲空间，

保证运行稳定。

[0036] (4)高径比大，占地空间小

[0037] 高效内循环厌氧反应器的构造特点是具有很大的高径比，一般可达4～8，本实施

例的反应器的罐体14高度高达16～28m。占用的土地远比其他技术低，特别适用于老的废水

处理厂改造，以及拥挤的污染厂家增建废水处理系统。

[0038] (5)运行费用低、抗冲击负荷能力强

[0039] 由于本实施例的反应器有内循环系统，因此，原水的中和、营养药品的添加要求减

少，运行费用大大降低，并且稳定性较好，操作和管理方便，基本上能做到“脱人运行”，运

行、管理的费用降低。

[0040] 此外，由于内循环的作用，本实施例的反应器对高负荷的冲击、对水质突变、对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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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污染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本实施例的厌氧反应器与现有厌氧反应器的工艺性能如表1

所示：

[0041] 表1不同厌氧反应器的工艺性能

[0042]

[0043] 实施例2

[0044] 同实施例1，所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例的罐体14的高度为16m，罐体14的高径比为

8。

[0045] 实施例3

[0046] 同实施例1，所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例的罐体14的高度为28m，罐体14的高径比为

8。

[0047] 总之，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

作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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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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