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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膜生物反应器(MBR)是通过膜强化生化反应的水处理新技术。本文对 MBR的特点 、应用

类型 、水处理机理进行了阐述;综述了该技术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以及应用现状;并对 MBR存

在的问题与应用前景作了讨论, MBR有望在新世纪成为传统水处理方法的一种替代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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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膜生物反应器是一种由膜过滤取代传统生化处理技术中二次沉淀池和沙滤池的水处

理技术。在传统的生化水处理技术中 ,如活性污泥法 ,泥水分离是在二沉池中靠重力作用

完成的 ,其分离效率依赖于活性污泥的沉降特性 ,沉降性越好 ,泥水分离效率越高 。而污

泥的沉降性取决于曝气池的运行状况 ,改善污泥沉降性必须严格控制曝气池操作条件 ,这

限制了该方法的运用范围 。由于二沉池固液分离的要求 ,曝气池的污泥不能维持较高浓

度 ,一般在 2g/L 左右 ,从而限制了生化反应速率。水力停留时间(HRT)与污泥龄(SRT)

相互依赖 ,提高容积负荷与降低污泥负荷往往形成矛盾。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大量的

剩余污泥 ,其处置费用占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用的 25%～ 40%[ 1] 。而且易出现污泥膨胀 ,

出水中含有悬浮固体 ,出水水质不理想。针对上述问题 , MBR 将分离工程中的膜技术应

用于废水处理系统 ,提高了泥水分离效率 ,并且由于曝气池中活性污泥浓度的增大和污泥

中特效菌(特别是优势菌群)的出现 ,提高了生化反应速率。同时 ,通过降低 F/M 比减少

剩余污泥产生量(甚至为零),从而基本解决了传统活性污泥法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传统

的生化水处理技术相比 ,MBR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固液分离率高 、出水水质好 、处理效率

高 、占地空间小 、运行管理简单 、应用范围广
[ 2～ 5]
。

二 、膜生物反应器工艺的研究进展

1.在国际上的研究进展

1966年 ,美国的 Dorr-oliver 公司首先将 MBR用于废水处理的研究 。1968年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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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将好氧活性污泥法与超滤膜相结合的 MBR用于处理城市污水 ,该工艺具有减少活性

污泥产量 、保持较高活性污泥浓度 、减少污水处理厂占地等优点 。1969年 Budd等的分离

式MBR技术获得了美国专利。70年代初期 ,好氧分离式 MBR处理城市污水的试验规

模进一步扩大;同时 , 厌氧 MBR研究也相继开始进行 , 实验室规模的研究(Shelef 等 ,

1972)与中试规模的研究(Cruver等 ,1974)均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1978年 ,Grethlien等

进行了厌氧 MBR处理生活污水的研究[ 2] 。这一时期 MBR的研究重点是开发适合高浓

度活性污泥的膜分离装置 ,但由于受当时膜生产技术的限制 ,膜的使用寿命短 ,膜通量小 ,

这项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停留在实验室研究规模 ,未能投入实际应用。70年代后 ,

日本由于污水再生利用的需要 ,MBR的研究工作有了较快的进展。自 1983年到 1987年

日本有 13家公司使用好氧 MBR处理大楼废水 ,经处理后的水做中水回用 ,处理水量达

50 ～ 250m3/d 。日本 1985年开始的“水综合再生利用系统 90年代计划” 把 MBR研究在

污水处理对象与规模上都大大推进了一步[ 4] 。日本在该项计划中对厌氧 MBR作了较系

统的研究 ,研制了酒精发酵废水 、造纸厂废水 、蛋白工厂废水 、城市污水 、屎尿废水 、淀粉厂

废水等 7类污水的 MBR处理系统 。这一时期研究集中在 MBR的处理效果与运行稳定

性方面 。许多研究都证实了 MBR能获得良好的出水水质。日本的三井石化公司用

MBR处理粪便污水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效果 ,MBR运行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5] 。

这一阶段 , MBR的型式主要是分离式 ,称为第一代 MBR工艺 。其工艺流程见图 1 。

生物反应器与膜组件通过泵与管线连接构成的 ,生物反应器的混合液经泵增压后进入膜

组件 ,在压力作用下混合液中的液体透过膜 ,成为系统处理水 ,而固形物 、大分子物质等则

被膜截留 ,随浓缩液回流到生物反应器内。

早期的分离式 MBR均采用错流式膜组件 ,即被过滤流体平行于过滤表面 ,与滤液交

错流动 ,由此产生的剪切力或湍流流动以限制滤饼层的厚度 。为了维持稳定的透水率 ,膜

面流速一般大于 2m/ s ,这就需要较高的循环水量 ,造成较高的单位产水能耗。

为了解决 MBR能耗较高的问题 ,人们研究了第二代 MBR:一体式 MBR。日本学者

Yamamo to等在 1989年首先开发了一体式 MBR
[ 6]
。其工艺流程见图 2。膜组件直接置

入反应器内 ,通过泵的抽吸 ,得到过滤液;膜表面的错流由空气搅动产生 ,曝气器设置在膜

的正下方 ,混合液随气流向上流动 ,在膜表面产生剪切力 ,以减少膜的污染 。由于不需循

环泵 、抽吸泵的工作压力小 ,一体式 MBR的单位产水能耗小于 2kWh/m
3
,低于分离式

MBR的能耗;并且具有结构紧凑 、体积小 、膜外皮层易于清洗等优点。但一体式 MBR单

位膜的处理能力小 、膜的污染较重 、透水率较低。

1992年 M.Knops利用 Iydney 和 Colton 提出的浓差极化理论研究错流式膜组件的

透水率
[ 7]
,研究发现膜丝长度减少可以增加透水率 ,并提出了穿流式膜组件的概念 。穿

流式膜组件的特点是膜丝不与循环水流方向平行 ,而是与循环水流方向垂直。这种膜丝

的粘结方法使膜组件不需要较高的进液速度就可产生湍流效果 ,起到冲刷膜纤维的作用 。

Triqua将这种膜组件应用于 MBR
[ 8]
,发现穿流式 MBR能耗是分离式 MBR的十分之一 ,

为 0.1 ～ 0.5kWh/m3 ,并且穿流式的比表面积可高达 800m2/m3 。1998年 Sakellarious在

研究 MBR污泥零排放时 ,对穿流式 MBR与错流式 MBR进行了比较 ,发现穿流式的能耗

为 1.15kWh/ m3 ,比错流式的能耗 5.6kWh/ m3 小得多[ 9] 。但国外至今没有更多穿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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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离式膜生物反应器　　　　　　　图 2　一体式膜生物反应器

　　　　　　1.进水　2.空气管　3.反应器　4.循环泵 1.进水　2.反应器　3.膜组件

　　　　　　5.膜组件　6.回流污泥　7.出水　 4.空气管　5.真空泵　6.出水

MBR在实际工程中应用中的报道 。

在一体式 MBR和穿流式 MBR的研究初期 ,出水均采用负压抽吸方式 。1999年 ,一

种新型的一体式 MBR-重力淹没式 MBR在日本试验成功[ 10] , Tatsuki Ueda 等人采用膜

组件上部混合液的高度差所产生的水压将水压出膜组件 ,处理每吨水能耗为 2.4 kWh/

m3 。

在MBR家族中 ,另一种MBR技术就是萃取式 MBR ,又称为 EMB。因为高酸碱度或

对生物有毒物质的存在 ,某些工业废水不宜采用与微生物直接接触的方法处理;当废水中

含挥发性有毒物质时 ,若采用传统的好氧生物处理过程 ,污染物容易随曝气气流挥发 ,发

生气提现象 ,不仅处理效果很不稳定 ,还会造成大气污染 。为了解决这些技术难题 ,英国

学者 Living ston研究开发了 EMB[ 11] 。其工艺流程见图 3。废水与活性污泥被膜隔开来 ,

废水在膜内流动 ,而含某种专性细菌的活性污泥在膜外流动 ,废水与微生物不直接接触 ,

有机污染物可以选择性透过膜被另一侧的微生物降解 。由于萃取膜两侧的生物反应器单

元和废水循环单元是各自独立 ,各单元水流相互影响不大 ,生物反应器中营养物质和微生

物生存条件不受废水水质的影响 ,使水处理效果稳定 。系统的运行条件如水力停留时间

和污泥停留时间可分别控制在最优的范围 ,维持最大的污染物降解速率。

1991年 ,Livingston用 EMB成功进行了 3-氯硝基苯化工废水的处理 , 3-氯硝基苯

在萃取式 MBR中得到有效的降解 。随后 , Livingston 等使用该技术 ,对苯酚 、苯胺 、硝基

苯 、2 ,3-二氯苯胺 、3 ,4-二氯苯胺等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进行处理 ,同样得到有效的生物

降解效果。Freitasdos Santos(1999)用 EMB处理含有二氯甲烷的医药工业生产废水 ,证

实了 EMB对于含有有机化合物的无机废液具有潜在的处理能力[ 12] ,EMB的出水因去除

了有机物而保留了废水中的有效无机原料 ,处理水可以在工业生产系统中回用。同时 ,

EMB在某些细菌的作用下还有去除重金属的功能 , Diels 等利用 Alcalgens entrophus

CH34菌沉降废水中的重金属 Cd ,Cu ,Zn ,Ni
[ 3]
。1995年以后 ,一些研究者将萃取式 MBR

用于废气处理。Reij(1995)设计出用于废气处理的 MBR ,将丙烯作为实验气体[ 13] ,结果

表明丙烯的去除率达 90%以上 。Ergas(1997)用萃取式 MBR 处理挥发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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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萃取膜生物反应器结构示意图

1.空气　2.生物反应器　3.循环泵　4.进水　5.萃取膜组件

6.萃取膜　7.有机物流向　8.混合液回流　9.出水

(VOC)[ 14] , VOC的去除率达 98%。由于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这一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

解决 ,用于废气处理的 MBR仍处在实验室规模研究阶段。早期的 MBR主要局限于生活

污水和城市污水处理 ,着眼于有机物的去除 。80 年代末以来 ,MBR处理的对象拓宽到工

业废水 、石化废水 、发酵废水甚至堆肥 、填埋场沥滤液等废水处理方面。90年代初 , MBR

开始应用于废水的脱氮除磷研究 , Hideki 与 Hidenori 分别进行了 MBR的高效氨氮硝化

与工业废水去除磷酸盐的研究[ 2] 。1992 年法国 Chang J.等人将 MBR 应用于给水处

理[ 15] ,开展了微污染饮用水脱氮的研究 ,出水的氮浓度在 0.1 ～ 20mg/L。1996年 , Ur-

brain V.用 MBR进行饮用水生产的中试研究[ 16] ,以去除饮用水中微量的氮 、有机物与杀

虫剂 ,取得良好效果 。

进入 90年代中后期 ,膜生物反应器在国外已进入了实际应用阶段 。加拿大的 Zenon

公司在膜生物反应器的推广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它首先推出了超滤管式膜生物反应器 ,

并将其应用于城市污水处理。为了节约能耗 ,它又开发了淹没式中空纤维膜丝的膜组件 ,

此膜组件可以直接放入曝气池 ,也可以单独设立分离池;采用正压压滤和负压抽滤相结合

的方式 ,并采用在线过滤液脉冲反冲洗 ,以减少膜污染 。目前这种膜生物反应器已应用于

美国 、德国 、法国和埃及等十多个地方 ,规模从 380 m 3/d至7600 m3/d[ 17] 。另一个在膜生

物反应器实际应用具有竞争力的公司是日本的 Kubota公司 ,它所生产的板式膜具有流通

量大 、耐污染和工艺简单特点 。此板式膜直接放入混合液中 ,利用混合液的水头压力作为

穿透压 ,将处理水排出系统 ,系统出水稳定。

2.在国内的研究进展

MBR在我国水处理方面的应用研究首先从分离式 MBR开始。1991 ,岑运华介绍了

MBR在日本的研究状况
[ 4]
。1993年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进行了 MBR处

理人工合成污水和制药废水的可行性研究[ 18] 。同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菊

思启动 MBR的研究
[ 2]
。1995年 ,樊耀波将 MBR用于石油化工污水净化的研究
[ 19]
,研制

出一套实验室规模的好氧分离式 MBR。该系统对石油化工污水中 COD 、BOD5 、SS 、浊

度 、石油类的去除率分别为 78%～ 98%、96%～ 99%、74%～ 99%、98%～ 1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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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膜生物反应器的处理对象不断扩展:邢传宏(1997)采用无机膜-生物反应器

进行了处理生活污水的实验[ 20] ;吴志超(1999)采用 MBR 处理 COD 高达 3000 ～

12000mg/ L 的巴西基酸生产废水[ 21] ;王建功(1999)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取代活性污泥法

作为MBR系统的生物反应单元 ,进行膜-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港口污水的研究[ 22] ;何义

亮(1999)采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进行高浓度食品废水处理[ 23] ;王连军(2000)用无机膜-

生物反应器(IM BR)处理啤酒废水[ 24]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MBR对废水的 COD ,NH3-

N ,SS ,浊度等都达到良好的去除效果。

在膜生物反应器的操作条件和稳定运行条件特性的研究方面 ,樊耀波(1995)通过数

学推导 ,得出一个膜的最佳反冲洗周期测定公式 f(t)=(Qf -Qb)/(tb +t f),并通过实

验证实了这是一种较为方便的最佳反冲洗周期的测定方法
[ 25]
。张绍园(1997)根据微生

物反应动力学与物料平衡原理 ,推导了分离式膜生物反应器水力停留时间公式:T =1.1

＊(1/ β-1)(K S +L)/ KS 。分析并讨论了膜生物反应器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影响

膜生物反应器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底物最大比解决速度常数 K ,饱和常数 K S ,维持

常数 m ,真产率系数 Y G ,最大比增殖速率 μm
[ 26] 。李春杰(1999)进行了错流膜生物反应

器的水力清洗试验研究 ,结果表明:清洗时采用高膜面流速 、低操作压力和限制透过液对

流传递作用有利于错流膜生物反应器通量的恢复[ 27] 。罗虹(2000)在MBR反应器中混合

液可过滤性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28] :改善活性污泥性状是 MBR稳定运行不可忽略的因素;

粉末活性炭(PAC)的加入提高了混合液的可过滤性 ,改善了泥水分离性能 ,减少了膜堵塞

的机会 。桂萍(1999)进行一体式 MBR运行条件对膜过滤特性的影响试验中得出:缩短

抽吸时间或延长暂停时间和增加曝气量均有利于减缓膜污染;影响膜抽吸压力上升速率

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抽吸时间 ,曝气量 ,停抽时间[ 29] 。何义亮(1999)进行厌氧膜生物

反应器截留分子量研究 ,提出了“并行运行的平板膜组件中 ,通量最大的膜优先衰减且衰

减幅度最大”的观点
[ 30]
。

在膜生物反应器的理论研究方面 ,邢传宏(1997)探讨了污泥粘度(与污泥浓度 MLSS

以及给定临界雷诺数时 ,最小膜面流速 Vmin与污泥浓度 MLSS之间的关系 。当雷诺数为

4×103 ～ 2×105 时 ,水力边界层厚度(约 185 ～ 5.9μm ,传质边界层厚度δc 约 18.5 ～ 0.

59μm[ 20] 。孟耀斌(2000)对分离式膜生物反应器的体积负荷进行推导表明:浓缩区的存

在是该工艺处理能力较大的原因 ,可通过增加浓缩区的体积和调整循环流量来控制分离

式膜生物反应器的处理能力[ 31] 。杨造燕(1999)从维持微生物基本生命活动的物质转化

概念和污泥产生的平衡出发 ,提出了确定维持微生物基本生命活动的物质转化系数的方

法 ,从理论和实验上证实了膜生物反应器无剩余污泥排放的可能性
[ 32]
。张绍元(2000)根

据生态学中物质与能量流通的原理 ,提出建立高能量级生物体———后生动物蠕虫 ,以增强

MBR净化污水功能和减少污泥产量 ,并设计出二段式 MBR以适应高能级特种微生物蠕

虫的生长需要[ 33] 。

随着我国水污染和水短缺问题的加重 ,我国的 MBR研究正加快发展 , 1997年中国科

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开始了穿流式膜-生物反应器的研究工作 ,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 、

天津大学等高校开展了分离式 MBR和一体式 MBR的研究;MBR的研究对象从生活污

水扩展到石化污水 、高浓度有机废水 、食品废水 、啤酒废水 、港口污水 、印染废水;生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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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从活性污泥法扩展到接触氧化法;生物处理流程从好氧发展到厌氧 ,并且对不同污水的

处理效果 、系统的稳定运行 、操作条件的优化进行了研究 。目前 ,膜生物反应器已有在大

楼废水 、生活污水回用 、医院废水处理的工程实例 ,但应用工程数量还较少 。国产的专用

于膜-生物反应器的膜材料 、膜组件还十分有限 ,有待加快研究和开发 ,以利于我国 MBR

技术的发展 ,早日实现国产化 、规模化 、产业化。使其在我国污水和给水处理中发挥应有

的作用。

三 、MBR的应用现状

1.土地填埋场/堆肥沥滤液处理

土地填埋场/堆肥沥滤液含有高浓度的污染物 ,其水质和水量随气候条件与操作运行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MBR技术在 1994年前就被多家污水处理厂用于该种污水的处理 。

通过 MBR与 RO 技术的结合 ,不仅能去除 SS 、有机物和氮 ,而且能有效去除盐类与重金

属。最近美国 Envirogen公司开发出一种 MBR用于土地填埋场沥滤液的处理 ,并在新泽

西建成一个日处理能力为 40万加仑(约 1500m
3
/d)的装置 ,将在 2000年底投入运行
[ 34]
。

该种 MBR使用一种自然存在的混合菌来分解沥滤液中的烃和氯代化合物 ,其处理污染

物的浓度为常规废水处理装置的 50 ～ 100倍 。能达到这一处理效果的原因是 ,MBR能够

保留高效细菌并使细菌浓度达到 50 , 000g/L。在现场中试中 ,进液 COD为几百至 40 ,

000mg/L ,污染物的去除率达 90%以上。

2.城市污水处理及回用

1967年第一个采用 MBR工艺的废水处理厂由美国的 Dorr Oliver公司建成 ,这个处

理厂处理 14 m
3
/d废水。1977年 ,一套污水回用系统在日本的一幢高层建筑中得到实际

应用。1980年 ,日本建成了两座处理能力分别为 10 m3/d和 50 m3/d 的 MBR处理厂 。

90年代中期 ,日本就有 39座这样的厂在运行 ,最大处理能力可达 500 m3/d ,并且有 100

多处的高楼采用 MBR将污水处理后回用于中水道[ 35] 。据报道 ,这些系统的出水已达到

深度处理的标准 ,而且系统占地小 ,管理方便 ,系统中的污泥已得到充分的消化 ,产泥量很

小。1997年 ,英国Wessex 公司在英国 Porlock 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MBR系统 ,日处

理量达 2 ,000 m3 , 1999年又在 Dorset的 Sw anage建成了 13 ,000 m3/d的 MBR工厂[ 36] 。

3.粪便污水处理

粪便污水中有机物含量很高 ,传统的反硝化处理方法要求有很高污泥浓度 ,固液分离

不稳定 ,影响了三级处理效果 。MBR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并且使粪便污水不

经稀释而直接处理成为可能。日本的琦玉县越谷市在 1985年采用该工艺处理粪便污水 ,

粪便污水经系统处理后 ,出水不含固形物 ,COD与色度可大幅度削减 ,反应器的污泥浓度

可高达 15000 ～ 18000mg/L 左右 ,且系统运行稳定 。1994 年 ,日本已有 1200多套 MBR

系统用于处理 4000多万人的粪便污水[ 35] 。

4.工业废水处理

90年代以来 , MBR的处理对象不断拓宽 ,除中水回用 、粪便污水处理以外 ,MBR在

工业废水处理中的应用也得到了广泛关注 ,如处理食品工业废水 、水产加工废水 、养殖废

水 、化妆品生产废水 、染料废水 、石油化工废水 ,均获得了良好的处理效果 。90年代初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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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 Ohio 建造了一套用于处理某汽车制造厂的工业废水的 MBR 系统 ,处理规模为

151m3/d ,该系统的有机负荷达 6.3kgCOD/m3·d ,COD去除率为 94%,绝大部分的油与油

脂被降解
[ 37]
。在荷兰 ,一脂肪提取加工厂采用传统的氧化沟污水处理技术处理其生产废

水 ,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 ,结果导致污泥膨胀 ,污泥难以分离 ,最后采用 Zenon的膜组件代

替沉淀池 ,运行效果良好[ 38] 。

5.饮用水生产

随着氮肥与杀虫剂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饮用水也不同程度受到污染。Lyonnaise

des Eaux 公司在 90 年代中期开发出同时具有生物脱氮 、吸附杀虫剂 、去除浊度功能的

MBR工艺 ,1995年该公司在法国的 Douchy 建成了日产饮用水 400m3 的工厂 。出水中氮

浓度低于 0.1mgNO2/L ,杀虫剂浓度低于 0.02μg/L[ 35] 。

四 、结　语

MBR以其独特的优点在城市污水 、给水处理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目前 ,

MBR工艺在以下领域得到应用:高层建筑的中水回用 ,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处理 ,难降解有

机废水的处理和给水处理等。但由于 MBR工艺的投资与运行费用较高 ,在我国的推广

应用还有一定困难。但随着水资源短缺的加剧与环境保护的需要 ,随着我国环保法规的

完善 、水产业政策的改革 ,随着膜技术的发展和日益成熟 ,MBR技术也必然会在我国成为

一种实用技术而被广泛应用。目前 , MBR的研究在膜污染的防治 、污泥产生量的减少 、

节能和降低造价 、新型膜过滤技术的开发和高效生化细菌等方面不断深入 , MBR的研究

正朝着大规模实用化工程的开发方面发展。可以预见 ,靠静水压力或重力出水的膜生物

反应器将是近来研究开发的一个重点。

随着膜制备技术的进步 ,MBR专用膜品种的开发 ,膜质量的提高和膜制造成本的降

低 ,MBR的设备投资也会随之降低 ,MBR在水处理中的应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广。膜生物

反应器水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将成为生化水处理技术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在

未来的水工业技术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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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MEMBRANE

BIOREACTORIN THE WATER TREATMENT

Zheng Xiang 　Zhu Xiaolong　Zhang Shaoyuan　Zhang Kun　Fan Yaobo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 ronment S 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 ciences, Beijing 100085)

ABSTRACT

Membrane Bioreactor(MBR)uses membrane to reinforce the ef ficiency of pollutants re-

moval in bioreactor in w ater and wastewater t reat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 types and mech-

anisms ,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membrane bio reactor were review ed.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t rends w ere also discussed.MBR show s an alternative to conventional water t reat-

ment in the coming century.

Keywords:membrane bio reactor;water treatment;biochemical process;membran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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