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水水质 
SS：固体悬浮物，一般单位 mg/L。一般指：应滤纸过滤水样，将滤后截留物在 105℃温度

中干燥恒重后的固体质量。 
COD：化学需氧量，一般单位 mg/L。COD 的测定原理是：用强氧化剂（我国法定用重铬酸

钾），在酸性条件下，将有机物氧化成为CO2和H2O所消耗的氧量，称为化学需氧量。用CODCr，

一般用 COD 表示。COD 优点：能较精确地表示污水中有机物的含量，测定时间仅需数小时，

且不受水质影响。化学需氧量越大说明水体受有机物污染越严重。 
BOD：生化需氧量，一般单位 mg /L。有机污染物经微生物分解所消耗溶解氧的量。 
NH3-N：氨氮，一般单位 mg/L。氨氮是指水中以游离氨（NH3）和铵离子（NH4

+）形式存

在的氮。 
TP：总磷，一般单位 mg/L。污水中含磷化合物可分为有机磷和无机磷两类。 
大肠菌群数：是每升水样中所含有的大肠菌群的数目，以个/L 计。 
细菌总数：是大肠菌群数、病原菌、病毒及其他细菌的总数，以每毫升水样中的细菌菌落总

数表示。 
常见基本概念 

厌氧：污水生物处理中，没有溶解氧也没有硝态氮的环境状态。溶解氧在 0.2mg/L 以下。 
缺氧：污水生物处理中，溶解氧不足或没有溶解氧但有硝态氮的环境状态。溶解氧在

0.2-0.5mg/L 左右。 
好氧：污水生物处理中，有溶解氧或兼有硝态氮的状态。溶解氧在 2.0mg/L 以上。 
曝气：只将空气中的氧强制向液体中专一的过程，其目的是获得足够的溶解氧。此外，曝气

还有防止悬浮体下沉，加强池内有机物与微生物及溶解氧接触的目的，从而保证池内微生物

在有充足溶解氧的条件下，对污水中有机物的氧化分解。 
活性污泥：由细菌、真菌、原生动物和后生动物等各种生物和金属氢氧化物等无机物所形成

的污泥状的絮凝物。有良好的吸附、絮凝、生物氧化和生物合成性能。 
活性污泥法：利用活性污泥在污水中的凝聚、吸附、氧化、分解和沉淀等作用，去除污水中

有机污染物的一种废水处理方法。 
生物膜法：使废水接触生长在固定支撑物表面的生物膜，利用生物膜降解或转化废水中有机

污染物的一种废水处理方法。 
气浮：气浮法是在水中通入或产生大量的微细气泡，使其附着在悬浮颗粒上，造成密度小于

水的状态，利用浮力原理使它浮在水面，从而获得固液分离的方法。产生微气泡的方式有曝

气和溶气等。 
 
混凝：混凝的目的在于通过向水中投加一些药剂（混凝剂或助凝剂），使水中难以沉淀的胶

体颗粒物能相互聚合，长大至能自然沉淀的程度，这个方法称为混凝沉淀。 
过滤：在水处理过程中，过滤一般是指以石英砂等粒状填料层截留水中悬浮物质，从而使水

获得澄清的工艺流程。过滤的主要作用是去除水中的悬浮或胶体物质，特别是能有效去除沉

淀技术不能去除的微笑粒子和细菌等，对 COD 和 BOD 也有某种程度的去除效果。 
沉淀：利用悬浮物和水的密度差，重力沉降作用去除水中悬浮物的过程。 
 

常用药剂 
PAC：聚合氯化铝                    烧碱：NaOH 
熟石灰：Ca（OH）2                            生石灰：CaO 
PAM：聚丙烯酰胺                    纯碱：Na2CO3 
 



污水处理方法 
一、活性污泥法 
1、传统活性污泥法（一般指需氧活性污泥过程 Aerobic Wastewater Process）。 

 
 
2、A/O 

A/O 是 Anoxic/Oxic 的缩写，它的优越性是除了使有机污染物得到降解之外，还具有一定的

脱氮除磷功能，是将厌氧水解技术用为活性污泥的前处理，所以 A/O 法是改进的活性污泥

法。  
基本原理：A/O 工艺将前段缺氧段和后段好氧段串联在一起，A 段 DO（溶解氧）不大于

0.2mg/L，O 段 DO=2～4mg/L。在缺氧段异养菌将污水中的淀粉、纤维、碳水化合物等悬浮

污染物和可溶性有机物水解为有机酸，使大分子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有机物，不溶性的有机

物转化成可溶性有机物，当这些经缺氧水解的产物进入好氧池进行好氧处理时，提高污水的

可生化性，提高氧的效率；在缺氧段异养菌将蛋白质、脂肪等污染物进行氨化（有机链上的

N 或氨基酸中的氨基）游离出氨（NH3、NH4+），在充足供氧条件下，自养菌的硝化作用将

NH3-N（NH4+）氧化为 NO3-，通过回流控制返回至 A 池，在缺氧条件下，异氧菌的反硝

化作用将 NO3-还原为分子态氮（N2）完成 C、N、O 在生态中的循环，实现污水无害化处

理。 
主要工艺缺点：缺氧池在前，污水中的有机碳被反硝化菌所利用，可减轻其后好氧池的有机

负荷，反硝化反应产生的碱度可以补偿好氧池中进行硝化反应对碱度的需求。 好氧在缺氧

池之后，可以使反硝化残留的有机污染物得到进一步去除，提高出水水质。 BOD5 的去除

率较高可达 90～95%以上，但脱氮除磷效果稍差，脱氮效率 70～80%，除磷只有 20～30%。

尽管如此，由于 A/O 工艺比较简单，也有其突出的特点，目前仍是比较普遍采用的工艺。

该工艺还可以将缺氧池与好氧池合建，中间隔以档板，降低工程造价，所以这种形式有利于

对现有推流式曝气池的改造。 

影响因素：A/O 工艺运行过程控制不要产生污泥膨胀和流失，其对有机物的降解率是较高

的（90～95%），缺点是脱氮除磷效果较差。如果原污水含磷浓度<3mg/L，则选用 A/O 工艺

是合适的，为了提高脱氮效果，A/O 工艺主要控制几个因素：  

　　①MLSS 一般应在 3000mg/L 以上，低于此值 A/O 系统脱氮效果明显降低。  



　　②TKN/MLSS 负荷率（TKN─凯式氮，指水中氨氮与有机氮之和）：在硝化反应中该

负荷率应在 0.05gTKN/(gMLSS·d)之下。  

　　③BOD5/MLSS 负荷率：在硝化反应中，影响硝化的主要因素是硝化菌的存在和活性，

因为自养型硝化菌最小比增长速度为 0.21/d；而异养型好氧菌的最小比增殖速度为 1.2/d。

前者比后者的比增殖速度小得多。要使硝化菌存活并占优势，要求污泥龄大于 4.76d；但对

于异养型好氧菌，则污泥龄只需 0.8d。在传统活性污泥法中，由于污泥龄只有 2～4d，所以

硝化菌不能存活并占有优势，不能完成硝化任务。  

　　要使硝化菌良好繁殖就要增大 MLSS 浓度或增大曝气池容积，以降低有机负荷，从而

增大污泥龄。其污泥负荷率（BOD5/MLSS）应小于 0.18KgBOD5/KgMLSS·d  

　　④污泥龄 ts：为了使硝化池内保持足够数量的硝化菌以保证硝化的顺利进行，确定的

污泥龄应为硝化菌世代时间的 3 倍，硝化菌的平均世代时间约 3.3d（20℃）  

　　若冬季水温为 10℃，硝化菌世代时间为 10d，则设计污泥龄应为 30d  

　　⑤污水进水总氮浓度：TN 应小于 30mg/L，NH3-N 浓度过高会抑制硝化菌的生长，使

脱氮率下降至 50%以下。  

　　⑥混合液回流比：R 的大小直接影响反硝化脱氮效果，R 增大，脱氮率提高，但 R 增

大增加电能消耗增加运行费。  

　　⑦缺氧池 BOD5/NOx--N 比值：H>4 以保证足够的碳/氮比，否则反硝化速率迅速下降；

但当进入硝化池 BOD5 值又应控制在 80mg/L 以下，当 BOD5 浓度过高，异养菌迅速繁殖，

抑制自养菌生长使硝化反应停滞。  

　　⑧硝化池溶解氧：DO>2mg/L，一般充足供氧 DO 应保持 2～4mg/L，满足硝化需氧量

要求，按计算氧化 1gNH4+需 4.57g 氧。  

　　⑨水力停留时间：硝化反应水力停留时间>6h；而反硝化水力停留时间 2h，两者之比为

3:1，否则脱氮效率迅速下降。  

　　⑩pH：硝化反应过程生成 HNO3 使混合液 pH 下降，而硝化菌对 pH 很敏感，硝化最佳

pH =8.0～8.4，为了保持适宜的 PH 就应采取相应措施，计算可知，使 1g 氨氮（NH3-N）完

全硝化，约需碱度 7.1g（以 CaCO3 计）；反硝化过程产生的碱度（3.75g 碱度/gNOx--N）可

补偿硝化反应消耗碱度的一半左右。 反硝化反应的最适宜 pH 值为 6.5～7.5，大于 8、小于

7 均不利。  

　　 温度：硝化反应 20～30℃，低于 5℃硝化反应几乎停止；反硝化反应 20～40℃，低○11

于 15℃反硝化速率迅速下降。  
　　因此，在冬季应提高反硝化的污泥龄 ts，降低负荷率，提高水力停留时间等措施

保持反硝化速率。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0260.htm


 
3、A2/O 

A2O 法又称 AAO 法，是英文 Anaerobic-Anoxic-Oxic 第一个字母的简称（厌氧-缺氧-

好氧法），是一种常用的二级污水处理工艺，可用于二级污水处理或三级污水处理，以及中

水回用，具有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 该法是 20 世纪 70 年代，由美国的一些专家在 AO 法

脱氮工艺基础上开发的。 

各反应器单元功能 

　　1、厌氧反应器，原污水与从沉淀池排出的含磷回流污泥同步进入，本反应器主要功能

是释放磷，同时部分有机物进行氨化；  

　　2、缺氧反应器，首要功能是脱氮，硝态氮是通过内循环由好氧反应器送来的，循环的

混合液量较大，一般为 2Q（Q 为原污水流量）；  

　　3、好氧反应器——曝气池，这一反应单元是多功能的，去除 BOD，硝化和吸收磷等均

在此处进行。流量为 2Q 的混合液从这里回流到缺氧反应器。  

　　4、沉淀池，功能是泥水分离，污泥一部分回流至厌氧反应器，上清液作为处理水排放。  

工艺特点 

　　1、本工艺在系统上可以称为最简单的同步脱氮除磷工艺，总水力停留时间少于其他类

工艺；  

　　2、在厌氧（缺氧）、好氧交替运行条件下，丝状菌不能大量增殖，不易发生污泥丝状膨

胀，SVI 值一般小于 100；  

　　3、污泥含磷高，具有较高肥效；  

　　4、运行中勿需投药，两个 A 段只用轻轻搅拌，以不增加溶解氧为度，运行费用低；  

　　存在的待解决问题：  

　　1、除磷效果难再提高，污泥增长有一定限度，不易提高，特别是 P/BOD 值高时更甚；  

　　2、脱氮效果也难再进一步提高，内循环量一般以 2Q 为限，不宜太高；  
　　3、进入沉淀池的处理水要保持一定浓度的溶解氧，减少停留时间，防止产生厌氧状态

和污泥释放磷的现象出现，但溶解氧浓度也不宜过高，以防循环混合液对缺氧反应器的干扰。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0260.htm


 

4、SBR 
间歇式活性污泥法，是一种按时间间歇曝气方式来运行的活性污泥污水处理技术。 

优点 

 

1、 理想的推流过程使生化反应推动力增大，效率提高，池内厌氧、好氧处于交替状态，净

化效果好。  

　　2、 运行效果稳定，污水在理想的静止状态下沉淀，需要时间短、效率高，出水水质好。  

　　3、 耐冲击负荷，池内有滞留的处理水，对污水有稀释、缓冲作用，有效抵抗水量和有

机污物的冲击。  

　　4、 工艺过程中的各工序可根据水质、水量进行调整，运行灵活。  

　　5、 处理设备少，构造简单，便于操作和维护管理。  

　　6、 反应池内存在 DO、BOD5 浓度梯度，有效控制活性污泥膨胀。  

　　7、 SBR 法系统本身也适合于组合式构造方法，利于废水处理厂的扩建和改造。  

　　8、 脱氮除磷，适当控制运行方式，实现好氧、缺氧、厌氧状态交替，具有良好的脱氮

除磷效果。  

　　9、 工艺流程简单、造价低。主体设备只有一个序批式间歇反应器，无二沉池、污泥回

流系统，调节池、初沉池也可省略，布置紧凑、占地面积省。  

不足：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200653/200653/0/08b68e52880c6b4c0cf3e3d5.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6381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582.htm


　　1、自动化控制要求高。  

　　2、排水时间短（间歇排水时），并且排水时要求不搅动沉淀污泥层，因而需要专门的排

水设备（滗水器），且对滗水器的要求很高。  

　　3、后处理设备要求大：如消毒设备很大，接触池容积也很大，排水设施如排水管道也

很大。  

　　4、滗水深度一般为 1~2m，这部分水头损失被白白浪费，增加了总扬程。  

5、由于不设初沉池，易产生浮渣，浮渣问题尚未妥善解决。  

编辑本段适用范围　  

 

  工艺 

由于上述技术特点，SBR 系统进一步拓宽了活性污泥法的使用范围。就近期的技术条件，SBR

系统更适合以下情况：  

　　1) 中小城镇生活污水和厂矿企业的工业废水，尤其是间歇排放和流量变化较大的地方。  

　　2) 需要较高出水水质的地方，如风景游览区、湖泊和港湾等，不但要去除有机物，还

要求出水中除磷脱氮，防止河湖富营养化。  

　　3) 水资源紧缺的地方。SBR 系统可在生物处理后进行物化处理，不需要增加设施，便

于水的回收利用。  

　　4) 用地紧张的地方。  

　　5) 对已建连续流污水处理厂的改造等。  
　　6) 非常适合处理小水量，间歇排放的工业废水与分散点源污染的治理。 

 
 
 
5、CASS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9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653.htm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200653/200653/0/9864a231314f2dea5edf0ed6.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200653/200653/0/9864a231314f2dea5edf0ed6.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638151.htm


循环式活性污泥法，是将 SBR 的反应池沿长度方向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为生物选择区也

称预反应区，后部分为主反应区。在主反应区后部安装了可升降的滗水器装置，实现了连续

进水间歇排水的周期循环运行，集曝气沉淀、排水于一体。 

 
 
6、氧化沟 
特点是：混合液在沟内不断地循环流动，形成厌氧、缺氧和好氧段。 
 

 

 
二、生物膜法 
1、接触生物法 
接触生物法是一种兼有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特点的一种新的污水生化处理方法。这种方法

主要设备是生物接触氧化滤池。在不透气的曝气池中装有焦炭、砾石、塑料蜂窝等填料，填

料被水侵没，用鼓风机在填料底部曝气充氧。 



 

 

2、膜生物反应器 
是一种由膜分离单元与生物处理单元相结合的新型水处理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