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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采用 3AMBＲ 工艺的昆明市第四污水处理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污水厂进出水

和沿程各处理单元中氮素、DO 浓度的全面监测，对比分析了在单点进水情况下不同供氧方式对脱

氮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试验条件下，采用膜池回流供氧方式，溶解氧的利用效率在一定程度

高于传统的曝气供氧方式，可使出水总氮 ＜ 10 mg /L，同时达到了节能降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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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itrogen and dissolved oxygen ( DO) in influent，effluent and each treatment unit
of Kunming Fourth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with the 3AMBＲ process were monitor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oxygen supply modes on nitrogen removal under single point feed condition was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is experiment，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DO
in the oxygen supply mode of reflux in membrane pool was in some degre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radi-
tional way of aeration oxygen supply，and the total nitrogen in effluent was lower than 10 mg /L． The pur-
poses of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wer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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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生物反应器( MBＲ) 因其占地少、出水水质良

好、污泥产量少等优点而在污水深度处理及再生回

用工程实践中表现出较好的应用前景［1 ～ 5］，MBＲ 的

出水水质一般能达到国家一级 A 标准。为改善富

营养化严重的滇池水质，昆明市的污水处理厂要求

出水总氮浓度比国家一级 A 标准更严格，即要求出

水总氮 ＜ 10 mg /L。基于此，笔者所在课题组在昆明

市第四污水处理厂进行了现场试验，旨在研究不同

供氧方式对脱氮效果的影响。
1 昆明第四污水厂概况

昆明第四污水厂采用 3AMBＲ 工艺，设计规模

为 6 × 104 m3 /d，其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生化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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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 个系列，每个系列的处理规模为 5 000 m3 /d，

有效池容为 3 570． 57 m3，设计停留时间为 17． 14 h，

其中每个池体的规格参数如下: 厌氧池尺寸为 5． 4
m ×17． 0 m，有效水深为 4． 5 m，有效池容为 413． 10
m3，设计停留时间为 1． 98 h; 缺氧池的尺寸为 12． 55
m ×17． 0 m，有效水深为 4． 5 m，有效池容为 960． 08
m3，设计停留时间为 4． 61 h; 好氧池尺寸为 24． 15 m
×11． 0 m，有效水深为 4． 5 m，有效池容为 1 195． 43
m3，设计停留时间为 5． 74 h; 变化池的尺寸为 24． 15
m ×5． 5 m，有效水深为4． 5 m，有效池容为 597． 71
m3，设计停留时间为2． 87 h; 膜池的尺寸为 5． 8 m ×
17． 0 m，有效水深为 4． 1 m，有效池容为 404． 26 m3，

设计停留时间为 1． 94 h。

图 1 昆明第四污水厂的处理工艺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treatment process of Fourth WWTP

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好氧 1 段供氧方式的改

变，好氧 1 段由原来的鼓风曝气方式供氧改成膜池

回流供氧，对比不同供氧方式下的脱氮效果。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该污水厂的出水 COD、BOD5、SS 浓度均能够稳

定达标，对 TP 的去除主要依赖化学除磷，只要投加

的化学药剂量控制合理，出水 TP 就能稳定达标。
因此主要研究在进水方式、好氧 2 段和变化池无曝

气的情况下，好氧 1 段采用两种不同供氧方式时对

脱氮效果的影响，结果见图 2。

图 2 不同供氧方式下氮素的沿程变化

Fig． 2 Variation of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under different
oxygen supply modes

由图 2 可知，当膜池回流量为 3． 8Q、在好氧 1
段主要采用曝气供氧方式时，进水 TN 为 28． 43 mg /
L，出水 TN 为 11． 61 mg /L; 当膜池回流量为 6． 6Q、
好氧 1 段停止曝气主要以膜池回流方式供氧时，进

水 TN 为 22． 11 mg /L，出水 TN 为 9． 78 mg /L。虽然

膜池回流供氧的脱氮效果略低于曝气供氧方式，但

从节能降耗的角度来讲更推荐膜池回流供氧。
NH3 － N 浓度从进水经过厌氧池、缺氧池、好氧

1 段均出现大幅度降低，其中在厌氧段降幅最大，在

好氧 2 段和变化池的缺氧环境下基本不变; 不同供

氧方式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不明显，出水氨氮都

低于 1 mg /L。
图 3 是不同供氧方式下 DO 浓度的沿程变化情

况。可以看出，两种供氧方式下 DO 浓度有所不同，

而 DO 是影响硝化和反硝化效果的重要因素。

图 3 不同供氧方式下 DO 浓度的沿程变化

Fig． 3 Variation of DO concentration under different oxygen
supply modes

膜池回流供氧方式下出水 TN 浓度低于鼓风曝

气供氧方式，主要是由于传统鼓风曝气供氧时，DO
被均匀、衡量、连续地供给到好氧 1 段中，难免存在

部分未利用的 DO 通过回流的方式进入前端缺氧池

中，监测结果可以看出，此时缺氧池的 DO 浓度为

0． 21 mg /L，而膜池回流供氧方式中缺氧池的 DO 浓

度仅为 0． 18 mg /L，DO 浓度的升高明显对反硝化产

生了不利的影响; 而通过膜池回流供氧、停止好氧 1
段的曝气时，好氧 1 段的 DO 主要是通过膜池的回

流供给，回流液中的 DO 量有限，因此有限的氧源被

尽量、高效地用于硝化菌的硝化作用，从出水硝态氮

浓度来看，在曝气供氧和膜池回流供氧条件下分别

为 8． 61 和 8． 64 mg /L，说明膜池回流供氧方式下的

硝化效果更高，DO 利用率也更高。而膜池回流供

氧方式下当混合液经好氧 1 段和 2 段流至变化池时

( 下转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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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为主，占工程造价的 60% 左右，雨水管道约占

工程造价的 15% ～ 20%，从价值工程的角度来看，

增加的投入是值得的。国外排水设计标准普遍比我

国高很多，重现期一般取 5 ～ 15 年，在城市安全日益

受到重视的今天，提高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是十分

必要的。
本文采用的造价指标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建

议在进行雨水管道设计时，按照不同的重现期设计，

依据当地的预算定额编制估算，进行多方案比选，根

据道路的地形特点、重要程度，结合当地的经济条件

合理选择设计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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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所剩甚微，曝气供氧和膜池回流供氧时变化池

中的 DO 浓度分别为 0． 39 和 0． 23 mg /L，膜池回流

供氧方式下的 DO 浓度明显小于曝气供氧方式，从

而保证膜池回流方式中由变化池的回流携带至缺氧

池前端的 DO 量也远小于曝气供氧方式，进而保证

了缺氧池的良好缺氧环境，相应地提高了反硝化菌

的脱氮效能，使得出水 TN 浓度得以有效降低。
3 结论

① 供氧方式的不同对氨氮的去除效果影响不

大，但是对总氮的去除效果有一定影响，膜池回流供

氧方式下 DO 的利用效率明显高于传统的曝气供氧

方式。
② 在一定情况下，提高膜池的回流量、利用膜

池回流所携带的 DO 可以实现良好的硝化作用，控

制适当的条件可以使得出水 TN 浓度达到较低水

平，由于其中省去了传统的鼓风曝气，从而可以达到

节能降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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