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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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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生活污水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

化的SBBR控制系统属于污水生物处理领域。该系

统包括水箱，SBBR反应器。生活污水进入SBBR反

应器后，反硝化菌利用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反硝

化作用，并将多余的有机物储存至体内合成内碳

源，反应结束后开始微曝气，在生物膜上进行一

体化厌氧氨氧化反应，DO、NH4
+、NO2

‑和NO3
‑传感器

在线采集信号，通过计算机输出控制DO浓度并调

整反应时间，曝气完成后进行缺氧内源反硝化作

用，降低出水硝态氮浓度，反应完成后静沉排水。

本发明发挥SBBR系统和一体化厌氧氨氧化技术

优势，并利用污水中的有机物，节能降耗、耐冲击

负荷，同时通过在线实时控制，优化系统运行，自

动化程度高，可控性好，可实现深度脱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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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污水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的SBBR控制系统，包括生活污水水箱

(1)、SBBR反应器(2)、PLC控制箱(15)、计算机(16)；其中所述生活污水水箱(1)通过进水泵

(3)与SBBR反应器(2)相连接；所述SBBR反应器(2)设有填料支架(4)、生物填料(5)、气泵

(6)、气体流量计(7)、曝气盘(8)、排水阀(9)、排泥阀(10)、DO传感器(11)、NH4+传感器(12)、

NO2-传感器(13)、NO3-传感器(14)和搅拌器(17)；所述生物填料(5)呈立方体状，材质为聚氨

酯，孔隙率大于90％，比表面积20～23m2/g，填充率20％～25％；所述PLC控制箱(15)连接DO

传感器(11)、NH4+传感器(12)、NO2-传感器(13)、NO3-传感器(14)和计算机(16)；所述计算机

(16)实时接收并转化、输出各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在线监测SBBR反应器(2)内的DO浓度、

氨氮浓度、亚硝态氮和硝态氮浓度；其特征在于：

1)城市生活污水由生活污水水箱(1)经进水泵(3)进入SBBR反应器(2)，控制DO<0.2mg/

L，反应时间90～120min；

2)上述反应结束后，气泵(6)开启，通过气体流量计(7)控制DO为0.5～2mg/L，DO传感器

(11)、NH4+传感器(12)、NO2-传感器(13)和NO3-传感器(14)将采集到的信号传输至PLC控制箱

(15)和计算机(16)；计算机(16)实时接收并转化、输出各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在线监测

SBBR反应器(2)内的DO浓度、氨氮浓度、亚硝态氮浓度和硝态氮浓度，当氨氮浓度小于1mg/L

时停止曝气；

3)曝气结束后，气泵(6)关闭，搅拌器(17)开启90～120min；反应结束静置沉淀5min后

泥水分离，上清液通过排水阀(9)排出；脱落的生物膜经排泥阀(10)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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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的SBBR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活污水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的SBBR控制系统，属于污

水生物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愈发突出，污水排放标准日益严格，污水脱氮问

题成为了水污染控制中的热点

[0003] 厌氧氨氧化技术，是指在厌氧条件下，以氨氮为电子供体、亚硝态氮为电子受体，

将氨氮与亚硝态氮同时转化为氮气的过程，期间不消耗有机碳源，克服了传统脱氮工艺碳

源不足的缺点，而且可以节省曝气所需要的能源，剩余污泥量也大大降低。

[0004] 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即同步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的脱氮

工艺，和常规的生物脱氮工艺相比，该工艺能节省100％的碳源，同时具有曝气量低、污泥生

成量少等一系列优点，此外，短程硝化反应和厌氧氨氧化反应在相同的条件和系统中进行，

简化了操作的难度。因而近年来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

[0005] SBBR反应器是在SBR(序批式活性污泥反应器)中引入生物膜而开发出来的一种新

型复合式生物膜反应器，除保留了SBR基建费用少，操作简单、灵活，能有效脱氮除磷等优点

之外，还具有诸如生物相更多、更复杂、易于生长世代时间长的微生物；污泥产量少，生物量

多，处理能力强等特点。

[0006] 生物膜技术因所占空间小及固液分离良好而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不断增加。与活

性污泥相比，生物膜具有更高的微生物活性、微生物相多样化、耐冲击负荷能力强等特点，

而且随着生物膜厚度的增加其传质阻力相应增加，沿传质方向逐渐形成外层为好氧层、内

层为缺/厌氧层的微环境。好氧层主要进行硝化反应，缺氧层主要进行厌氧氨氧化与反硝化

作用，缺氧层的形成有利于加强生物厌氧氨氧化能力，可在好氧反应器内同时进行短程硝

化和厌氧氨氧化作用，强化系统整体的脱氮能力。

[0007] 本发明通过生物填料挂膜，形成对短程硝化菌、反硝化菌及厌氧氨氧化各自有利

的微环境，增强菌群间的协作，并通过控制系统实时控制变量，优化运行方案，从而实现氮

的高效去除。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当前生活污水碳氮比(C/N)低，传统脱氮工艺脱氮效果不好，能耗大等问题，

本发明提供的是一种以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的SBBR控制系统处理低碳生活

污水的方法，在解决传统脱氮工艺碳源不足问题的同时，可以节省曝气所需要的能源，同时

采用实时控制，提高装置的可控性和灵活性，实现氮的深度去除。

[0009] 生活污水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的SBBR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生活污水水箱(1)、SBBR反应器(2)、PLC控制箱(15)、计算机(16)；其中所述生活污水水箱

(1)通过进水泵(3)与SBBR反应器(2)相连接；所述SBBR反应器(2)设有填料支架(4)、生物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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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5)、气泵(6)、气体流量计(7)、曝气盘(8)、排水阀(9)、排泥阀(10)、DO传感器(11)、NH4+传

感器(12)、NO2-传感器(13)、NO3-传感器(14)、搅拌器(17)；所述生物填料(5)呈立方体状，材

质为聚氨酯，孔隙率大于90％，比表面积20～23m2/g，填充率20％～25％，用尼龙绳将其穿

挂在填料支架(4)上，均匀分布于SBBR反应器(2)中，微生物附着生长在填料上形成生物膜；

所述PLC控制箱(15)连接DO传感器(11)、NH4+传感器(12)、NO2-传感器(13)、NO3-传感器(14)

和计算机(16)；所述计算机(16)实时接收并转化、输出各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在线监测

SBBR反应器(2)内的DO浓度、氨氮浓度、亚硝态氮和硝态氮浓度。

[0010] 利用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SBBR控制系统处理低碳生活污水的方法，

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城市生活污水由生活污水水箱(1)经进水泵(3)进入SBBR反应器(2)，进水结束

后，搅拌器(17)开启，使生活污水与生物填料(5)上附着生长的微生物充分接触，反硝化菌

利用污水中的有机物将上一反应周期残余的少量亚硝态氮与硝态氮去除，同时将剩余的有

机物储存至细菌体内合成内碳源，NO2-传感器(13)和NO3-传感器(14)分别在线采集反应器

中的亚硝态氮与硝态氮浓度，当二者浓度均小于0.5mg/L时认为反硝化作用完成；控制搅拌

器转速为60-80r/min，避免转速过快将空气带入水中，破坏缺/厌氧环境，DO<0.2mg/L，以保

证良好的缺氧反硝化与厌氧内碳源储存条件，反应时间90～120min；

[0012] 2)上述反应结束后，气泵(6)开启，通过气体流量计(7)控制DO为0.5～2mg/L，由于

填料上形成的生物膜，其表面到内部存在DO浓度梯度，可形成好氧—缺氧区域微环境，此

时，主要在生物膜外表面(好氧层)生长的短程硝化菌进行短程硝化反应，将污水中的氨氮

氧化为亚硝态氮；与此同时，主要生长在生物膜内部(缺氧层)的厌氧氨氧化菌利用短程硝

化菌提供的亚硝态氮与污水中剩余的氨氮进行厌氧氨氧化作用，并生成少量的硝态氮；

[0013] 3)DO传感器(11)、NH4+传感器(12)、NO2-传感器(13)和NO3-传感器(14)分别在线采

集反应器中的DO、氨氮、亚硝态氮与硝态氮浓度，并将采集到的信号传输至PLC控制箱(15)

和计算机(16)；

[0014] 4)计算机(16)实时接收并转化、输出各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在线监测SBBR反应

器(2)内的DO浓度、氨氮浓度、亚硝态氮浓度和硝态氮浓度，当硝态氮浓度大于5mg/L时，减

小曝气量，控制DO为0.5～1mg/L，以保证良好的短程硝化与厌氧氨氧化反应，反之，维持现

状即可；当氨氮浓度小于1mg/L时停止曝气，好氧反应结束；

[0015] 5)气泵(6)关闭，搅拌器(17)开启，此时反硝化菌利用体内储存的内碳源进行内源

反硝化作用，进一步降低反应器中硝态氮浓度，控制搅拌器转速为60-80r/min，DO<0.2mg/

L，反应时间90～120min，反应结束后，静置沉淀5min进行泥水分离，上清液通过排水阀(9)

排出，排放的水量等于系统最初的进水量；脱落的生物膜经排泥阀(10)排出。

[0016] 以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SBBR控制系统处理低碳生活污水的方法，具

有下列优点：

[0017] 1)将生物膜法与同步短程硝化厌氧氨氧化脱氮技术相结合，同时充分利用污水中

的有机物强化内源反硝化，在单一系统中实现了低碳氮比生活污水的深度脱氮。

[0018] 2)微生物附着生长在生物填料上，可维持较长的生物固体停留时间，为世代时间

长、增殖速度慢的厌氧氨氧化菌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0019] 3)与活性污泥相比，生物膜更耐冲击负荷、微生物活性高、微生物相多样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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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间的协作可实现氮的高效去除。

[0020] 4)短程硝化与厌氧氨氧化相结合，可显著的节省碳源和曝气量，同时通过在线实

时控制，优化系统运行，自动化程度高，可控性好。

[0021] 5)生物膜具有较强的吸附与拦截污染物的能力，系统出水清澈。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生活污水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SBBR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中：1-生活污水水箱；2-SBBR反应器；3-进水泵；4-填料支架；5-生物填料；6-气

泵；7-气体流量计；8-曝气盘；9-排水阀；10-排泥阀；11-DO传感器；12-NH4+传感器；13-NO2-

传感器；14-NO3-传感器；15-PLC控制箱；16-计算机；17-搅拌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案。

[0025] 如图1所示，生活污水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的SBBR控制系统，主要包

括生活污水水箱(1)、SBBR反应器(2)、PLC控制箱(15)、计算机(16)。反应器主体由有机玻璃

制成，有效容积10L。所述生活污水水箱(1)通过进水泵(3)与SBBR反应器(2)相连接；所述

SBBR反应器(2)设有填料支架(4)、生物填料(5)、气泵(6)、气体流量计(7)、曝气盘(8)、排水

阀(9)、排泥阀(10)、DO传感器(11)、NH4+传感器(12)、NO2-传感器(13)、NO3-传感器(14)、搅拌

器(17)；所述生物填料(5)呈立方体状，材质为聚氨酯，孔隙率大于90％，比表面积20～

23m2/g，填充率20％～25％，用尼龙绳将其穿挂在填料支架(4)上，均匀分布于SBBR反应器

(2)中，供微生物附着生长形成生物膜；所述PLC控制箱(15)连接DO传感器(11)、NH4+传感器

(12)、NO2-传感器(13)、NO3-传感器(14)和计算机(16)；所述计算机(16)实时接收并转化、输

出各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在线监测SBBR反应器(2)内的DO浓度、氨氮浓度、亚硝态氮和硝

态氮浓度。

[0026] 利用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强化内源反硝化SBBR控制系统处理低碳生活污水的方法，

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城市生活污水由生活污水水箱(1)经进水泵(3)进入SBBR反应器(2)，进水结束

后，搅拌器(17)开启，使生活污水与生物填料(5)上附着生长的微生物充分接触，反硝化菌

利用污水中的有机物将上一反应周期残余的少量亚硝态氮与硝态氮去除，同时将剩余的有

机物储存至细菌体内合成内碳源，NO2-传感器(13)和NO3-传感器(14)分别在线采集反应器

中的亚硝态氮与硝态氮浓度，当二者浓度均小于0.5mg/L时认为反硝化作用完成；控制搅拌

器转速为60-80r/min，避免转速过快将空气带入水中，破坏缺/厌氧环境，DO<0.2mg/L，以保

证良好的缺氧反硝化与厌氧内碳源储存条件，反应时间90～120min；

[0028] 2)上述缺/厌氧反应结束后，搅拌器(17)关闭，气泵(6)开启，通过气体流量计(7)

控制DO为0.5～2mg/L，由于生物膜的表面到内部存在DO浓度梯度，可形成好氧—缺氧区域

微环境，此时，主要在生物膜外部(好氧层)生长的短程硝化菌将污水中的氨氮氧化为亚硝

态氮；与此同时，主要生长在生物膜内部(缺氧层)的厌氧氨氧化菌以短程硝化菌产生的亚

硝态氮为电子受体，以污水中剩余的氨氮为电子供体，进行厌氧氨氧化作用，将氨氮与亚硝

态氮转化为氮气去除，并生成少量的硝态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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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3)DO传感器(11)、NH4+传感器(12)、NO2-传感器(13)和NO3-传感器(14)分别在线

采集反应器中的DO、氨氮、亚硝态氮与硝态氮浓度，并将采集到的信号传输至PLC控制箱

(15)和计算机(16)；

[0030] 4)计算机(16)实时接收并转化、输出各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在线监测SBBR反应

器(2)内的DO浓度、氨氮浓度、亚硝态氮浓度和硝态氮浓度，当硝态氮浓度大于5mg/L时，减

小气体流量计(7)的流量，控制DO为0.5～1mg/L，以保证良好的短程硝化与厌氧氨氧化反

应，反之，维持现状即可；当氨氮浓度小于1mg/L时气泵(6)关闭，好氧反应结束；

[0031] 5)搅拌器(17)开启，进行缺氧搅拌，此时反硝化菌利用体内储存的内碳源进行内

源反硝化作用，进一步去除反应器中由于一体化厌氧氨氧化反应产生的硝态氮，控制搅拌

器转速为60-80r/min，DO<0.2mg/L，反应时间90～120min；反应结束后，静置沉淀5min进行

泥水分离，上清液通过排水阀(9)排出，排放的水量等于系统最初的进水量；脱落的生物膜

经排泥阀(10)排出。

[0032] 以实验室周边某住宅小区生活污水为处理对象，考察该系统的脱氮性能。

[0033] 实验期间进水水质如下：

[0034]

[0035] 实验期间运行参数：

[0036] SBBR反应器(有效容积10L)

[0037] 缺/厌氧阶段：进生活污水5L，控制搅拌器转速为60-80r/min，DO<0.2mg/L，反应时

间90～120min；

[0038] 好氧阶段：自动调整DO浓度与曝气时间，一般曝气时间为240～300min，DO为0.5～

2mg/L；

[0039] 后置缺氧阶段：控制搅拌器转速为60-80r/min，DO<0.2mg/L，反应时间120min；

[0040] 静沉阶段：静置沉淀5min，排水5L。

[0041] 在该运行条件下，出水平均COD、NH4
+-N、NO2

--N、NO3
--N、TN分别为33 .59、0.82、

0.26、3.34、4.92mg/L，达到了深度脱氮的效果。

[0042] 以上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更好的理解和应用本

发明，本发明的实施不限于此，因此该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本发明所做的简单改进都在

本发明保护范围之内。

[0043] 该系统充分发挥SBBR系统、一体化厌氧氨氧化技术的优势，并充分利用污水中的

有机物，在节能降耗的同时，采用实时控制，根据实时监测数据，合理调整运行参数，可实现

低C/N生活污水氮的深度去除，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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