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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

的再生处理系统，其包括废水预处理系统和废水

终处理系统，废水终处理系统包括膜生物反应

器、反渗透膜装置，废水终处理系统还包括位于

废水预处理系统与膜生物反应器之间的生物接

触氧化装置，生物接触氧化装置与膜生物反应器

的进水口通过第一管道连通设置，第一管道设置

有泵动废水的第一循环泵。本实用新型的利用接

触氧化池内填料比表面积较大特点,避免膜生物

反应器中膜易被溶解性微生物堵塞的情况发生，

从而也避免了膜生物反应器因堵塞而造成的使

用寿命短、能耗高等缺陷。也为进一步推广和应

用膜生物反应器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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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包括废水预处理系统和废水终处理系

统，所述废水终处理系统包括膜生物反应器、反渗透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水终处理

系统还包括位于所述废水预处理系统与所述膜生物反应器之间的生物接触氧化装置，所述

生物接触氧化装置与所述膜生物反应器的进水口通过第一管道连通设置，所述第一管道设

置有泵动废水的第一循环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

接触氧化装置包括相互间通过第二管道连通设置的接触氧化池和第一沉淀池，所述第二管

道设置有泵动废水的第二循环泵，所述接触氧化池与所述废水预处理系统连通，所述第一

沉淀池通过所述第一管道与所述膜生物反应器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

氧化池包括具有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池体、设于所述池体内部的填料、设于所述池体上的用

于向池体内的废水进行曝气的曝气装置，所述池体的出水口通过第二管道与所述第一沉淀

池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

为立体弹性填料。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

装置包括位于池体底部的鼓风曝气装置，所述鼓风曝气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池体底部的微孔

扩散板、以及位于所述微孔扩散板下部的高压喷箱、为所述高压喷箱供应气体的空气压缩

机。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

装置还包括设于池体顶部的机械曝气装置，所述机械曝气装置包括表面曝气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反渗

透膜装置包括第一反渗透膜和第二反渗透膜，所述第一反渗透膜具有再生水排放口和浓水

出口，所述第一反渗透膜的浓水出口与所述第二反渗透膜的进水口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反渗透膜的膜元件为工作压力为0.8~1.6MPa的高压膜，所述第二反渗透膜的膜元件的工作

压力比所述第一反渗透膜的膜元件的工作压力低0.1~0.2MPa。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水

预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通设置的调节池、絮凝池、第二沉淀池、厌氧池、缺氧池以及好氧池，

所述好氧池与所述接触氧化池的池体的进水口通过第三管道连通设置，所述第三管道设置

有泵动废水的第三循环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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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一个缺水国家,污水处理及回用是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有效措施。污水回用

是将城市污水、工业污水通过膜生物反应器等设备处理之后,将其用于绿化、冲洗、补充观

赏水体等非饮用目的,而将清洁水用于饮用等高水质要求的用途。城市污水、工业污水就近

可得,可免去长距离输水，而实现就近处理实现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污水经过就近处

理，也可防止污水在长距离输送过程中造成污水渗漏，导致污染地下水源。污水回用已经在

世界上许多缺水的地区广泛采用,被认为21世纪污水处理最实用技术。膜生物反应器(MBR)

是一种由膜技术代替传统活性污泥处理法中的沉降环节从而完成固液分离的新型高效废

水处理工艺。膜生物反应器也是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目

前，在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废水的过程中,微生物降解基质过程中产生的溶解性微生物产物

会被膜截留且逐渐积累,进水中的溶解性微生物随系统的运行,使得膜渗透通量逐渐下降

且过膜压力提高,因此，膜生物反应器系统普遍存在的能耗高、膜易堵塞且使用寿命短等缺

点，极大的影响并制约了其在实际废水处理中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

统。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种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包括废水预处理系统和废水终处理

系统，废水终处理系统包括膜生物反应器、反渗透膜装置，废水终处理系统还包括位于废水

预处理系统与膜生物反应器之间的生物接触氧化装置，生物接触氧化装置与膜生物反应器

的进水口通过第一管道连通设置，第一管道设置有泵动废水的第一循环泵。

[0006] 优选地，生物接触氧化装置包括相互间通过第二管道连通设置的接触氧化池和第

一沉淀池，第二管道设置有泵动废水的第二循环泵，接触氧化池与废水预处理系统连通，第

一沉淀池通过第一管道与膜生物反应器连通。

[0007] 优选地，接触氧化池包括具有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池体、设于池体内部的填料、设于

池体上的用于向池体内的废水进行曝气的曝气装置，池体的出水口通过第二管道与第一沉

淀池连通。

[0008] 优选地，填料为立体弹性填料。立体弹性填料与硬性类蜂窝填料相比，孔隙可变性

大，不堵塞；与软性类填料相比，材质寿命长，不粘连结团；与半软性填料相比，表面积大、挂

膜迅速、造价低廉。

[0009] 优选地，曝气装置包括位于池体底部的鼓风曝气装置，鼓风曝气装置包括设于池

体底部的微孔扩散板、以及位于微孔扩散板下部的高压喷箱、为高压喷箱供应气体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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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

[0010] 优选地，曝气装置还包括设于池体顶部的机械曝气装置，机械曝气装置包括表面

曝气器。池底曝气对污水进行充氧，并通过池顶上部的表面曝气器对废水进行机械曝气，从

而使池体内污水处于流动状态，以保证污水与污水中的填料充分接触，避免生物接触氧化

池中存在污水与填料接触不均的缺陷。

[0011] 优选地，反渗透膜装置包括第一反渗透膜和第二反渗透膜，第一反渗透膜具有再

生水排放口和浓水出口，第一反渗透膜的浓水出口与第二反渗透膜的进水口连通。

[0012] 优选地，第一反渗透膜的膜元件为工作压力为0.8~1.6MPa的高压膜，第二反渗透

膜的膜元件的工作压力比第一反渗透膜的膜元件的工作压力低0.1~0.2MPa。操作中，经过

第一反渗透膜之后进入第二反渗透膜的进水压力要比第一反渗透膜的进水压力低2Mpa左

右，二段都采用较高的压力膜，反而会影响产水量和回收效率。固将第二反渗透膜的膜元件

采用低压膜，在将经第一反渗透膜处理后所排出的低压的浓水通入到第二反渗透膜进行再

过滤时，第二反渗透膜可保证在过滤低压的浓水时提高再生水的产水量，进而增加再生水

回收效率。

[0013] 优选地，废水预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通设置的调节池、絮凝池、第二沉淀池、厌氧

池、缺氧池以及好氧池，好氧池与接触氧化池的池体的进水口通过第三管道连通设置，第三

管道设置有泵动废水的第三循环泵。

[0014]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0015] 本实用新型的利用接触氧化池内填料比表面积较大特点,使微生物尽量多的附着

在填料表面,形成生物膜,在有氧条件下,污水与填料表面的微生物充分接触，生物膜生长

至一定厚度后，填料壁的微生物会因缺氧而进行厌氧代谢，产生的气体及曝气形成的冲刷

作用会造成生物膜的脱落，并促进新生物膜的生长，此时，脱落的生物膜将随出水经第二管

道进入沉淀池中沉淀，最后没有微生物的水进入膜生物反应器中，避免膜生物反应器中膜

易被溶解性微生物堵塞的情况发生，从而也避免了膜生物反应器因堵塞而造成的使用寿命

短、能耗高等缺陷。也为进一步推广和应用膜生物反应器提供基础。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接触氧化池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其中：1、膜生物反应器；2、反渗透膜装置；21、第一反渗透膜；22、第二反渗透膜；3、

接触氧化池；30、池体；301、进水口；302、出水口；31、微孔扩散板；32、高压喷箱；33、空气压

缩机；34、表面曝气器；35、填料；4、第一沉淀池；5、调节池；6、絮凝池；7、第二沉淀池；8、厌氧

池；9、缺氧池；91、好氧池；g1、第一管道；g10、第一循环泵；g2、第二管道；g20、第二循环泵；

g3、第三管道；g30、第三循环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和特征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作出更为清楚明确的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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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如图1至图2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再生处理系统，其

包括废水预处理系统和废水终处理系统，废水预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通设置的调节池5、絮

凝池6、第二沉淀池7、厌氧池8、缺氧池9以及好氧池91，废水终处理系统包括膜生物反应器

1、反渗透膜装置2，废水终处理系统还包括位于废水预处理系统与膜生物反应器1之间的生

物接触氧化装置；

[0021] 生物接触氧化装置与膜生物反应器1的进水口301通过第一管道g1连通设置，第一

管道g1设置有泵动废水的第一循环泵g10。生物接触氧化装置包括相互间通过第二管道g2

连通设置的接触氧化池3和第一沉淀池4，第二管道g2设置有泵动废水的第二循环泵g20，接

触氧化池3与废水预处理系统连通，第一沉淀池4通过第一管道g1与膜生物反应器1连通。好

氧池91与接触氧化池3的池体30的进水口301通过第三管道g3连通设置，第三管道g3设置有

泵动废水的第三循环泵g30。利用接触氧化池3内填料35比表面积较大特点,使微生物尽量

多的附着在填料35表面,形成生物膜,在有氧条件下,污水与填料35表面的微生物充分接

触，生物膜生长至一定厚度后，填料35壁的微生物会因缺氧而进行厌氧代谢，产生的气体及

曝气形成的冲刷作用会造成生物膜的脱落，并促进新生物膜的生长，此时，脱落的生物膜将

随出水经第二管道g2进入沉淀池中沉淀，最后没有微生物的水进入膜生物反应器1中，避免

膜生物反应器1中膜易被溶解性微生物堵塞的情况发生。

[0022] 具体地，接触氧化池3包括具有进水口301和出水口302的池体30、设于池体30内部

的填料35、设于池体30上的用于向池体30内的废水进行曝气的曝气装置，池体30的出水口

302通过第二管道g2与第一沉淀池4连通。填料35为立体弹性填料35。立体弹性填料35与硬

性类蜂窝填料35相比，孔隙可变性大，不堵塞；与软性类填料35相比，材质寿命长，不粘连结

团；与半软性填料35相比，表面积大、挂膜迅速、造价低廉。曝气装置包括位于池体30底部的

鼓风曝气装置，鼓风曝气装置包括设于池体30底部的微孔扩散板31、以及位于微孔扩散板

31下部的高压喷箱32、为高压喷箱32供应气体的空气压缩机33。此外，曝气装置还包括设于

池体30顶部的机械曝气装置，机械曝气装置包括表面曝气器34。池底曝气对污水进行充氧，

并通过池顶上部的表面曝气器34对废水进行机械曝气，从而使池体30内污水处于流动状

态，以保证污水与污水中的填料35充分接触，避免生物接触氧化池3中存在污水与填料35接

触不均的缺陷。

[0023] 进一步地，反渗透膜装置2包括第一反渗透膜21和第二反渗透膜22，第一反渗透膜

21具有再生水排放口和浓水出口，第一反渗透膜21的浓水出口与第二反渗透膜22的进水口

301连通。第一反渗透膜21的膜元件为工作压力为0.8~1.6MPa的高压膜，第二反渗透膜22的

膜元件的工作压力比第一反渗透膜21的膜元件的工作压力低0.1~0.2MPa。操作中，经过第

一反渗透膜21之后进入第二反渗透膜22的进水压力要比第一反渗透膜21的进水压力低

2Mpa左右，二段都采用较高的压力膜，反而会影响产水量和回收效率。固将第二反渗透膜22

的膜元件采用低压膜，在将经第一反渗透膜21处理后所排出的低压的浓水通入到第二反渗

透膜22进行再过滤时，第二反渗透膜22可保证在过滤低压的浓水时提高再生水的产水量，

进而增加再生水回收效率。

[002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利用接触氧化池内填料比表面积较大特点,使微生物尽

量多的附着在填料表面,形成生物膜,在有氧条件下,污水与填料表面的微生物充分接触，

生物膜生长至一定厚度后，填料壁的微生物会因缺氧而进行厌氧代谢，产生的气体及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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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冲刷作用会造成生物膜的脱落，并促进新生物膜的生长，此时，脱落的生物膜将随出

水经第二管道进入沉淀池中沉淀，最后没有微生物的水进入膜生物反应器中，避免膜生物

反应器中膜易被溶解性微生物堵塞的情况发生，从而也避免了膜生物反应器因堵塞而造成

的使用寿命短、能耗高等缺陷。也为进一步推广和应用膜生物反应器提供基础。

[0025]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做了详尽的描述，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领域技术的人士能够了

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且本实用新型

不限于上述的实施例，凡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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