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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目前处理汽车零配件废水工艺流程多等缺点，提出气浮+厌氧陶瓷膜生物反应器工艺。厌氧膜生物反

应器高效结合厌氧反应器和膜组件截流特点。本工程采用浸没式厌氧膜生物反应器，膜组件采用新型碳化硅材质
平板陶瓷膜。运行半年表明，系统抗负荷能力强，出水水质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表 1 中二级标准，即 COD<100 mg/L，ρ（氨氮）<25 mg/L，色度<40 等。部分处理后的水再通过预过滤-超

滤-二级 RO-EDI 产生超纯水回用于生产需求。二级 RO 出水 COD≤2 mg/L，ρ（氨氮）≤0.1 mg/L，电导率≤22 µS/cm，
EDI 出水的电阻率为 18.2 MΩ•cm。RO 和 EDI 产生浓水直接排入市政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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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汽车零配件及部件制造行业规模巨大。

耐冲击负荷能力强，省去三相分离器等特点［6］。本

在汽汽车零配件生产工艺复杂，产生的废水中含有

工程中，膜材质采用碳化硅材质，于传统的 Al2O3 为

树脂、表面活性剂、油漆、颜料、重金属离子等污染

主要材质的陶瓷膜相比，具有更大的膜通量及更稳

物 。目前传统的混凝-预处理（芬顿或者水解）-生

定的化学性。本文介绍并分析了浸没式厌氧陶瓷膜

［1］

［2-5］

物处理，后接深度处理（比如吸附等）的工艺

，存

生物反应器的设计特点，及超滤和 RO 等主要设备

在着处理单元过多，抗负荷能力差，稳定达标困难，

选型和实际半年的运行效果，可为类似企业污水处

出水不能满足回用等缺点。江苏某汽车零配件生产

理及回用提供设计依据。

企业主要从事精密型腔模的生产、加工，特种密封材
料生产等，产生涂装、磁研、漂洗和清洗废水等。本
文以长期小试数据为依据，采用气浮-厌氧陶瓷膜反

1

工程概况
根据厂区实际生产情况，各车间排放污水和少

应器工艺进行处理。部分处理达标后的水再经过砂

部分生活废水汇集到厂区内污水处理区的调节池，

滤-碳滤-双膜法（超滤+两级 RO）-EDI 工艺达到超纯

设计最大流量为 55 m3/d。原水各个水质学指标如

水的水质要求。厌氧膜生物反应器（AnMBR）结合

表 1 所示。处理后的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了膜生物反应器和厌氧处理技术的特点，膜组件的
高效分离截流作用使生物量不会从反应器中流失，
实现了 SRT 和 HRT 的有效分离，具有污泥浓度高，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 18918－2002 表 1 中 的 二 级 标
准。回用的最大水量设计为 45 m3/d。回用的目的
是生产超纯水以供部分生产工段用水要求（电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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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等于 18.2 MΩ•cm）。
Tab.1

在回用阶段，先经过沙滤和碳滤去除处理后的水在

表 1 设计进水和出水水质指标
Quality of the raw wastewater and effluent

指标
pH
COD/（mg·L ）
-1

ρ（石油类）（
/ mg·L-1）

出水水质

5～10

6～9

颗粒和微生物，避免其在后续设备中的沉积造成膜

≤1 880

≤100

元件的有机污染。同时，超滤和第一级 RO 膜前设

≤11

≤5

≤30

≤23

ρ（LAS）（
/ mg·L-1）
ρ（氨氮）（
/ mg·L-1）
色度

置有保安过滤器以截流因二次污染导致超滤箱中出
现的胶体，微生物等。超滤产水经过二级反渗透和

≤2

≤38

≤25（30）

≤200

≤40

≤41

ρ（总氮）（
/ mg·L ）
-1

中间水池 2 和回用进水箱及管道运输中产生的悬浮

进水水质

≤450

ρ（SS）（
/ mg·L-1）

2

保证出水达标。部分产水由泵抽送至回用进水箱。

EDI 脱盐后，进入超纯水产水箱供企业生产使用。

≤20

本工程中超滤、一级 RO、EDI 产生的浓水 COD
<150 mg/L，直接排入市政管网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二级 RO 产生的浓水进一级 RO 循环处理。系统产

处理工艺

生的污泥经叠螺压滤机处理后委托外运。

废水处理及回用设计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本

3

工程中首先通过气浮去除原水中大部分的 SS、石油
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重金属和部分 COD。

主要构筑物、
主要构筑物
、设备及设计参数
来水综合调节池

3.1

来水调节池池体为钢砼结构，总尺寸为 6.0 m×

本工程中气浮单元采用硅藻土作为混凝剂。和传统
的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铁相比，硅藻土天然资源丰

2.0 m×4.5 m，有效水深为 4.0 m，有效容积为 48 m3。

富，能处理胶体态与颗粒态的污染物，特别对色度，

池 体 内 设 潜 水 搅 拌 机 1 台 ，型 号 QJB0.85/8-260/3740/c/s，功率 0.85 kW。调节池提升泵为潜水泵，一

［7］

溶解态的磷和重金属的去除更有优势

。厌氧膜生

物反应器具有能彻底解决厌氧处理中污泥易流失，

用一备，型号 QDX3-18-0.55S，功率 0.55 kW。进气

污泥沉降性能差的问题，进而提高了厌氧处理效果。

浮前，通过加入盐酸或者氢氧化钠将 pH 调至 7～8

同时厌氧膜生物反应器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节省

之间。两个加药罐均为 1 000 L 的 PE 罐，每个加药

了土建和设备成本。纳米级的陶瓷膜能截流全部的

罐配有一个加药泵，型号 GX 1800，功率 1.5 kW；配

微生物，胶体和部分大分子有机物，保证出水的 SS

有搅拌机一台，转速 1 440 r/min，功率 0.75 kW。

和浊度为零和去除大部分的 COD。在最后阶段，中

3.2

气浮机和气浮出水池

间水池 1 中部分的水用于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中陶瓷

气 浮 机 型 号 CDAF-3，处 理 量 2～3 m3/h，回 流

膜的反洗，剩下的流入中间水池 2。在中间水池 2 中

水泵电机 0.75 kW，加气电机 0.75 kW，刮沫机 0.37

投加次氯酸钠去除氨氮及进一步降低 COD、色度，

kW。通过自动加药系统在第一个混凝池先加入硅

酸 或 碱
者
碱

污
水

硅 藻 土 土PAM
PAM
藻土

调节池

反洗

补补充碱度（碳酸氢钠）度
（碳酸氢钠）

气浮出
水池

气浮

中间水
池2

中间
水池 1

厌氧陶瓷
膜反应器

部分达标排放

次氯酸钠

回用进
水箱

阳离子 PAM

污泥浓
缩箱

浓水外排

阻垢剂

叠螺式污
泥脱水机

氢氧化钠
浓水外排

沙滤+碳滤

反
洗

超滤

超滤产
水箱

反
洗

二级 RO

RO 产水箱

极水外排

EDI

反洗

Fig.1

污泥外运

图 1 废水处理和回用工艺流程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recycling process

EDI 产
水箱

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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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土，在第二个混凝池里，再加入 PAM 助凝剂助沉。

3.5

砂滤和碳滤

两个加药罐均为 500 L 的 PE 罐，每个加药罐配有一

砂滤滤料为石英砂。进水按每小时 2 m3 计算，

个加药泵，型号 GX 900，功率 1.5 kW，同时配有搅拌

滤速设为 7 m/h，
罐体直径为 0.6 mm，
罐体高度为 2 m。

机，转速 1 440 r/min，功率 0.75 kW。气浮出水池池

碳滤滤料为活性炭。罐体直径为 0.6 mm，罐体高度

体均为钢砼结构，尺寸为 3.0 m×1.0 m×4.5 m，有效

为 2 m。进砂滤和碳滤罐的泵采用一用一备，型号

水深为 4.0 mm，超高 0.5 m，有效容积为 12 m 。

25ZX3.2-20，流量 3.2 m3/h，吸程 6.5 m，扬程 20 m，功

3

3.3

厌氧陶瓷膜反应器

率 0.75 kW。砂滤和碳滤和超滤共用一台反洗泵。

采用浸没式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主要由厌氧罐

3.6

超

滤

体和膜系统构成。厌氧罐体为碳钢防腐结构，尺寸

超滤膜的公称孔径仅有 30 nm，是净化水进行

Φ4×8 m。设有进水管、出水口、沼气出口、沼气循环

脱盐的前处理，对悬浮物、胶体物质及微生物都有很

口、排空口。厌氧罐体外采用岩棉做保温材料，厚度

好的截留能力。本工程共设两套超滤系统。单套超

50 mm，外部铺设彩钢板。膜组件采用最新研发的

滤设备包括：50 µ 保安过滤器，2 台，进水和反洗各

碳化硅材质的平板陶瓷膜（博鑫精陶环保科技有限

用 一 台 ；采 用 内 压 式 中 空 纤 维 膜 ，膜 元 件 型 号 为

公司）。陶瓷膜的孔径为 100 nm，设计膜通量为 100

AQUCELL 4050，单支有效膜面积 3.6 m2，设计产水

L/（m2•h）。厌氧罐内共放置 40 个膜片，每个膜片的

量 60 L/（h•m2），共 6 支；支架，阀门管道系统，产水

有效面积 0.5 m2，共 20 m2。膜片及膜组件直接浸没

流量计，浓水流量计和反洗流量计各一套。仪表操

在厌氧罐体中。在膜片四周设一个 30 目孔径的不

作 箱 1 套 。 超 滤 反 洗 泵 采 用 一 用 一 备 ，型 号

绣钢钢网，拦截污泥对膜表面的污染。同时，采用空

25ZX3.2-20，流量 3.2 m3/h，吸程 6.5 m，扬程 20 m，功

气循环泵将产生的沼气冲刷膜表面，控制膜表面的

率 0.75 kW。

污泥沉积。空气循环泵型号 YQB3-5，二用一备，功

3.7

率 0.9 kW。膜抽吸泵采用自吸泵，一用一备，型号

二级反渗透系统
共设一级反渗透，二级反渗透 2 套，同时运行。

25ZX3.2-20，流量 3.2 m /h，吸程 6.5 m，扬程 20 m，功

单套反渗透设备包括：5µ 保安过滤器（一级反渗透

率 0.75 kW。膜反洗泵采用立式管道离心泵，一用

前）；轻 型 立 式 多 级 离 心 泵 2 台 ，型 号 CDLS2-

一备，型号 YG32-125，流量 6.5 m /h，扬程 20 m，功率

15LSWSC，流 量 2 m3/h，扬 程 112 m，功 率 1.5 kW；

是 1.5 kW。平板陶瓷膜运行方式为进水 9 min，停 1

RO 膜 元 件 型 号 为 CPA2-4040，一 级 RO 3 支 ，二 级

min，反洗 1 min。当运行时抽吸跨膜压差达到 0.04

RO 2 支；阻垢剂和加碱系统各一套。支架，阀门管

MPa，膜会启用维护性清洗，清洗的药剂是用于去

道系统，一级浓水流量计和二级浓水流量计各一套。

除有机和生物污堵的次氯酸钠。加药采用自动在线

仪表操作箱 1 套。

加药方式，加药泵选用隔膜计量泵，型号 GX 900，功

3.8

3

3

EDI

率 1.5 kW。为保持厌氧反应所需要的碱度，需在气

EDI 型号为 CP-1000S，两台同时运行。单台尺

浮出水池傍边设置厌氧碱度投加罐，实际投加碳酸

寸 为 616 mm×266 mm×262 mm，产 品 水 流 量 为 0.8

氢钠。厌氧碱度投加罐为 1 000 L 的 PE 罐，
加药罐配

～1.2 m3/h。支架，阀门管道系统，产水流量计，极

有一个加药泵，
型号 GX 1800，
功率 1.5 kW；
配有搅拌

水流量计和浓水流量计各一套。仪表操作箱 1 套。

机一台，
转速 1 440 r/min，功率 0.75 kW。

3.9

3.4

中间水池 1 和中间水池 2
池体均为钢砼结构，尺寸为 3.0 m×1.0 m×4.0 m，

污泥浓缩箱和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污泥浓缩箱为 5 方 PE 材质的罐子，配有阳离子

PAM加药系统一套。加药罐配有一个加药泵，
型号GX

超高 4.5 m，有效容积为 12 m 。两池体均接膜抽吸

900，
功率1.5 kW，
同时配有搅拌机，
转速1 440 r/min，功

泵。在中间水池 2 设有次氯酸钠投加箱，加药泵选

率 0.75 kW。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型号为 DL201，
功率

用隔膜计量泵，型号 JWM32/1.0，功率 60 W。中间

0.4 kW，
尺寸为2 500 mm×800 mm×1 300 mm。产生的

水池 2 设有外排泵，外排至巴氏计量槽。采用潜水

滤液用脱水机自配的潜污泵抽至调节池。

3

泵，一用一备，型号 CP50.75-50，功率 0.75 kW。出水
部分直接达标排放，部分进入回用进水箱。当用于
回用水水量不够时，会在回用水箱中补充自来水，保
证膜的稳定运行。

4

结果与讨论
该工程经过 6 个月的前期调试和运行，出水水

质基本稳定，各项污染物均达到排放标准和回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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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各单元出水水质检测情况如表 2 所示。原水

在回用阶段中，
超滤出水浊度小于 0.2 NTU，
满足

进气浮前用酸或者碱将 pH 调至 7～8 之间。气浮单

进一步的反渗透进水要求。RO 的主要作用是去除原

元 采 用 硅 藻 土 作 为 混 凝 剂 ，加 药 量 为 2 g/L，采 用

水中大部分的无机盐。一级 RO 产水的电导率低于

PAM 为助凝剂，加药量为 5 mg/L。气浮处理后脱色

100 µS/cm，二级 RO 产水的电导率低于 22 µS/cm。

率为 40% 左右，COD 的去除率为 20% 左右，重金属

原水的电导率在 1.1～1.9 mS/cm 之间，因此二级 RO

的去除率为 80% 左右，石油类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的脱盐率在 98.8% 以上。EDI 出水的电阻率为 18.2

（LAS）的去除率分别能达到 94% 和 90%。厌氧反应
器接种污泥取自其他厂区的厌氧颗粒污泥（VSS 大
约 70 g/L）。接种量大约是厌氧反应器的 1/4。平板

MΩ•cm，
达到企业回用以生产超纯水的要求。

5

膜采用无抽真空系统产水的模式，降低了运行能耗。

成本分析
项目总投资 90 多万，其中土建投资近 15 万，设

正常运行时，由于陶瓷膜的截流作用，出水 COD 为

备投资（包括陶瓷膜膜片）40 多万。管材、管件、自

90～110 mg/L，浊度为 0.1 NTU，在本工程中，利用

控、电缆桥架等投资 10 多万，
其他为 20 万。运行周期

产生的沼气通过曝气泵对膜片进行循环曝气，利用

2
24 h/d。整个污水处理费用约 4.1 元/m（不包括污泥

气体的剪切作用大大延缓了膜的污染，同时运行反

处置费），
其中电费 1.3 元/m2，
药剂费 1.9 元/m2，
人工费

洗泵。碳化硅陶瓷膜运行压力比传统的三氧化二铝

0.6 元/m2，
维修费 0.2 元/m2，
检测费 0.1 元/m2。回用系

材质的陶瓷膜要低。实际运行 2 月后，跨膜压差达

统运行成本 3.02 元，其中电费 1.2 元/m2，药剂费 0.81

到 0.04 MPa。此时启动次氯酸钠在线清洗，在线清

元/m2，其他（含滤料、滤芯、膜更换等）0.9 元/m2。废

洗时，
同时运行反洗泵，
次氯酸钠浓度为 1 000 mg/L。

水回用节省自来水费近 10 万元（按 5 元/m2 计算）。

每次清洗后，膜通量恢复正常。实际运行结果表明，
采用次氯酸钠清洗后，厌氧污泥并没有受到明显的

6

结

论

抑制，而且产甲烷活性很快恢复。整个运行及加药

实际工程采用新工艺-气浮+厌氧陶瓷膜生物反

均由 PLC 和触摸屏自动控制。运行满 5 个月后，将

应器处理汽车零配件废水。运行半年效果稳定，出

整个膜片移出，用 5 000 mg/L 的次氯酸钠和 2 000

水水质稳定，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mg/L 的柠檬酸侵泡进行恢复性清洗。冬季运行时，

准≥GB 18918－2002 的要求。新型碳化硅纳米平板

采 用 气 浮 出 水 池 内 用 蒸 气 加 热 ，维 持 温 度 30～

陶瓷膜具有膜通量高，耐腐蚀能力强，清洗频率低等

35 ℃，以保证后续厌氧处理的效果。半年的实际运

优点。部分处理后的水再通过预过滤-超滤-二级反

行结果表明 ，厌氧陶瓷膜反应器抗负荷冲击能力

渗透-EDI 产生生产所需要的超纯水，从而提高了水

强，出水水质稳定，能去除原水中大部分的 COD，

资源的利用率，又减少了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效益

罐体内的污泥也能吸附剩下的重金属，同时新型纳

和环境效益极其显著。本工程案例可为汽车零配件

米平板陶瓷膜的清洗频率低，也保证了运行的连续

废水的处理和回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性。氨氮经过厌氧后，略有所上升，说明原水中存在
少量的有机氨，在厌氧过程中发生了氨化反应。
Tab.2

废水

表 2 各单元污水处理效果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units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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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oject of Orbal Oxidation Ditch Energy Saving to
Enhance Denitrogenation Process
CHAI Chunsheng, ZHANG Wei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Service Center of Zaozhuang, Zaozhuang 2778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at municipal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in Shan Dong including high concentra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and TN of
the influent water, seasonal variations of ammonia nitrogen, the over proof of TN, high dosing quantity of carbon source for denitrification,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sludge deposit.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can optimize them. The Orbal oxidation ditch w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AO
process. It would set 2-oxic/anoxic system in terminal segment. Blocking off or dismantling hole of rotary table improved effective volume of
biochemical pond. The surface aeration of rotary table was transformed into microporous aeration and added submerged propellers.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result shows that each quota of the treated water all met the class a demands of "discharge standard of pollutants for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GB18918-2002). What's mor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 processing each ton of waste water reduced by 25%, carbon source for
denitrification reduced by 40%, and the amount of the residual sludge in biochemical system reduced by 15%, which all met the goal of raising
standards, saving energy and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Keywords: Orbal oxidation ditch; enhanced denitrogenation; upgrading and reconstruction; energy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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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naerobic Ceramic Membrane Bioreactor and Double Membrane Method in Automobile
Spare Parts Manufacturing Wastewater Recycling Project
MA Yamin1, CHEN Yingjie2, YUAN Haiming3, FAN Wenli4, WANG Chuyan4,5, SONG Jianyang5
(1.Shandong Derek New Materials Co.,Ltd, Dongying 257200, China;

2.Naka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Ltd, Yantai 264003, China;

3.Shouguang Fuk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Shouguang 262700, China;

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085, China;

5.Henan Key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Microbial Resources and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yang 473004,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many disadvantages in traditional methods in treatment of automobile spare parts manufacturing wastewater including too many
treatment units etc, an innovative combined process strategy of dissolved air flotation (DAF) followed by anaerobic membrane bioreactor (AnMBR)
was adopted. AnMBR has the intrinsic merit of combination the advantages of anaerobic bioreactor with membrane technology. In this project, the
submerged anaerobic bioreactor and a kind of new-type SiC flat sheet membrane was used . The result during half a year'successive run indicated the
combined system was operated steadily and the effluent could meet the discharge standard of pollutants for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GB
18918-2002) Table 1 Class B water quality standard (COD≤100 mg/L, ammonia≤25 mg/L, Chroma ≤40). Part of wastewater treated was recycled for

producing ultrapure wastewater by primary filtration -UF-double pass RO-EDI .The COD, ammonia, electronic conductivity in secondary RO effluent
was less than 2 mg/L, 0.1 mg/L and 22 µS/cm, respectively. Electrical resistivity in EDI was 18.2 MΩ •cm. RO and EDI concentration was directly
discharged to municipal drain network.
Keywords: Anaerobic membrane bioreactor; Nano-ceramic SiC flat sheet membrane; automobile spare parts manufacturing wastewater; recycling
water for manufacturing; instance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