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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阶段曝气 Ｓ Ｂ Ｒ 法处理淀粉废水
廖鑫凯，李清彪，陈文谋，邓

旭，卢英华，何

宁

（厦门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系，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采用多阶段曝气 ＳＢＲ 法处理模拟淀粉废水，
研究温度和缺氧曝气时间比对处理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
ＳＢＲ
法在室温下就能高效地处理淀粉废水。多阶段 ＳＢＲ 法中的缺氧反应可以促进淀粉水解酸化成小分子有机酸，
提高了
曝气反应对 ＣＯＤ 的去除起主要作用。水解 ／ 好氧时间比的设置应由废水
废水的可生化性，
但对 ＣＯＤ 的去除不明显；
性质来决定。对于处理淀粉浓度 ６．０ ｇ／Ｌ、相应 ＣＯＤ 值为 ６６９０ ｍｇ／Ｌ 的废水，
“４ｈ 搅拌 ＋８ｈ 曝气”组合是最高效的，反
应 ２４ ｈ，ＣＯＤ 去除率高达 ９６．８％，
出水 ＣＯＤ 仅 ２１５ ｍｇ／Ｌ；
而对于处理淀粉浓度 ８．０ ｇ／Ｌ、相应 ＣＯＤ 值为 ８９２０ ｍｇ／Ｌ 的
ＣＯＤ 去除率高达 ９４．４％，
出水 ＣＯＤ 仅 ５４７ ｍｇ／Ｌ。
废水，
“６ｈ 搅拌 ＋１２ｈ 曝气”组合是最高效的。只需处理 ３０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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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批式活性污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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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水解）－ 好氧生物处理工艺用于处理高浓度

银（ＡＲ）、重蒸苯酚（ＡＲ）、硫酸（优级纯）、可溶性淀

有机工业废水还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
很多问题还
需进一步研究解决。比如，
当有机污染物浓度高时，
厌
氧（水解）段容易受到抑制，好氧段的作用也会受影
降解率
响，
如果只是经过一次的“水解－ 好氧”过程，

粉（ＡＲ）。
分析测试仪器：
ＡＢ１０４－ Ｎ 型电子天平、
ＰＨＳ－
３Ｃ 型 酸 度 计 、ＣＸ４１ＲＦ ＯＬＹＭＰＵＳ 显 微 镜 、 美 国
ＨＡＣＨ 公司 ＣＯＤ 反应器、ＵＶ３１０ 紫外分光光度计。

和去除率很有限，
这时就要采用多段的
“水解－ 好氧”
［１］
工艺过程 ，
但多段的过程，
无疑会增加过程所要占用
的空间和场地，
也会增加投资，
本课题组根据 ＳＢＲ 中

１．２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示于图 １。反应器由聚氯乙烯塑料圆桶
加工制作而成，
内径 １５ ｃｍ，
高 ３５ ｃｍ，总体积约 ６ Ｌ，

的微生物能很好处于富营养、
贫营养、好氧、
缺氧、厌
［２，３］
氧周期性变化的环境中这一最大特点 ，
借鉴多釜串

有效液体容积 ４ Ｌ，在 ２ Ｌ 处开一个排水口，反应器

联的原理，构思了多阶段曝气 ＳＢＲ 工艺，即将 ＳＢＲ

提供，用转子流量计控制在 ３ Ｌ ／ｍｉｎ 左右，由砂芯

的
“反应”
阶段分成若干个小阶段，
分别给予不供氧或
曝气，在同一个容器内灵活方便地实现厌氧或缺氧、
好氧条件的任意组合，
利用空间上的完全混合以及时

曝气头作为微孔曝气器释放。采用 ＪＪ－１ 精密电动搅
拌器控制搅拌速度在 ９０ ｒ／ｍｉｎ。由微电脑时间控制
器及附属电子线路控制搅拌、
曝气过程，
并可根据需

底部开一个污泥取样口。空气由 ＡＣＯ 系列空压机

间上的推流提高处理过程的反应速率，
充分利用多阶
又克服其占地面积过大的
段水解－ 好氧工艺的优点，
缺点。实验以高浓度模拟淀粉废水作为目标废水，
研
究同一反应器中缺氧 ／ 好氧交替次数对淀粉废水处
理效果的影响，
初步探讨此工艺的可行性。

１
１．１

实验部分
试剂与仪器
主要试剂：重铬酸钾（ＡＲ）、硫酸汞（ＡＲ）、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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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２００７６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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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廖鑫凯等，多阶段曝气 ＳＢＲ 法处理淀粉废水
要选定运行周期以及各段的启动、
关闭时间。用温度

６ ｈ 曝气）×４”
四种组合方式，
研究不同运行方式对处

控制器和加热器控制反应温度。

理效果的影响。
（注：
×ｎ 表示缺氧 ／ 好氧交替次数为 ｎ

１．３

次，
以此类推。）
（３）进水淀粉浓度提高为 ８．０ ｇ／Ｌ（相应 ＣＯＤ 值

分析测试方法
化学耗氧量（ＣＯＤ）：重铬酸钾法［４］；淀粉含量：苯

酚－ 硫酸法 ［５］；
ｐＨ 值：玻璃电极法；混合污泥浓度
（ＭＬＳＳ）：
减重法 ；
污泥指数（ＳＶＩ）：
３０ ｍｉｎ 沉淀法 。
［６］
１．４ 模拟淀粉废水的配制
［４］

［４］

鉴于实际废水成分复杂，
不利于反应器工艺运行
特性和污泥形态结构及微生物学特性等的研究，实验
采用可溶性淀粉配制模拟废水。根据 Ｃ：Ｎ：Ｐ 为 １０：５：１
配置淀粉废水，
并添加适量的无机盐，
例如某个组成的
废水（１ Ｌ）含：
可溶性淀粉 １０．０ ｇ、
蛋白胨 １．５ ｇ、
ＮａＣｌ ３．０

８９２０ ｍｇ／Ｌ），
实验方法同上。
（４）不定期进行污泥取样，测试相关指标，并镜
检观察污泥生物相。

２
２．１

结果与讨论
温度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按 １．６ 中（１）实验，研究不同温度条件对废水处

理效果的影响，
具体结果如图 ２ 所示。

ｇ、（ＮＨ４）２ＳＯ４ ０．１ ｇ、
ＫＨ２ＰＯ４ ０．０６ ｇ、
ＮａＨＣＯ３ ０．１ ｇ、
Ｍｇ－
ＳＯ４ ０．０９ ｇ、
ＣａＣｌ２ ０．０３ ｇ，
在运行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实
验要求，
可按比例改变进水各组分的浓度。
１．５

污泥的驯化
将从厦门市污水处理厂采集来的活性污泥投入

ＳＢＲ 反应器，闷曝 ２４ ｈ，沉降 ３０ ｍｉｎ，弃去上清液，
然后采用间歇进水方式，按 ＳＢＲ 运行方式进行培养
驯化。驯化期间，有计划地增加进水负荷（淀粉浓度
０．２￣１．０ ｇ／Ｌ，
ＣＯＤ 值 ２２３￣１１１５ ｍｇ／Ｌ），逐步培养适
合于降解淀粉的优势微生物，在反应器中初步建立
微生物与基质之间稳定的平衡体系。通过一个月时
间的驯化，污泥性状稳定，外观由黑色逐渐转变为浅
褐色，沉降性能较好，ＳＶＩ 约为 ８５ ｍＬ／ｇ 左右；淀粉
和 ＣＯＤ 去除率均为 ９５％左右。从以上几个方面分
析，可以认为本系统活性污泥基本培养驯化成熟，
初
步达到稳定运行的条件。
１．６ 实验内容
反应期间，
反应器内混合污泥浓度（ＭＬＳＳ）维持在
２８００ ｍｇ／Ｌ 左右。每周期进排水量均为 ２ Ｌ，
排水后容器
内残留 ２ Ｌ 废水。实验采用瞬间进水，
研究内容如下：
（１） 进水淀粉浓度为 ２．０ ｇ／Ｌ，ＣＯＤ 值为 ２２３０
ｍｇ／Ｌ，采用“１２ ｈ 搅拌＋ ２４ ｈ 曝气”组合方式，调节
反应温度，分别在 ２０ ℃、
２５ ℃、３０ ℃的条件下稳定
运行，
研究温度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２）反应温度为 ３０ ℃，
进水淀粉浓度为 ６．０ ｇ／Ｌ（相
应 ＣＯＤ 值为 ６６９０ ｍｇ／Ｌ），
固定总反应时间 ３６ ｈ，
其中
总搅拌反应时间 １２ ｈ、
总曝气反应时间 ２４ ｈ。将传统
ＳＢＲ 工艺的
“反应”
阶段分为若干个小阶段，
在同一反
应器内分别采用了
“（１２ ｈ 搅拌＋ ２４ ｈ 曝气）×１”
（简称
１２＋２４ 组合，
以下同；
其它以此类推）、
“（６ ｈ 搅拌＋ １２
ｈ 曝气）×２”
“
、（４ ｈ 搅拌＋ ８ ｈ 曝气）×３”
“
、（３ ｈ 搅拌＋

由图 ２ 可见，温度在 ２０ ～３０ ℃变化时，淀粉的
最终去除率没有明显变化，
但温度升高，
有利于 ＣＯＤ
的最终去除。从数据分析可得，
对于去除 ＣＯＤ 而言，
当温度超过 ２５ ℃时，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不明显，
对 ＣＯＤ 去除率提高的幅度不大。曾薇等［７］的研究也表
明，
在低于 ２０ ℃的范围内，
温度才成为生物活性的限
制因素，
对反应速率影响较大。因此，
在寒冷的冬季，
只要稍微加热，
而在炎热的夏季，
ＳＢＲ 可以在室温下
处理淀粉废水，
一般不需要给反应器额外提供热量。
２．２ 缺氧 ／ 好氧交替次数对处理 ６．０ ｇ／Ｌ 淀粉废
水的影响
按 １．６ 中（２）的条件进行实验，
研究缺氧 ／ 好氧交
替次数对 ６．０ ｇ／Ｌ 淀粉废水处理效果的影响。其运行
结果如图 ３ 所示，采用多阶段曝气方式处理淀粉废
水，缺氧 ／ 好氧交替次数不同，但处理过程都基本类
似。在第一个缺氧段里，
由于上一周期剩余混合液的
稀释作用，
使 ＣＯＤ 浓度在表观上有 ５０％左右的去除
率，
在随后的各个水解阶段里，
基本没有发现 ＣＯＤ 的
减少。ＣＯＤ 主要是在各个曝气段被去除的。这是因为
在水解阶段，兼性菌主要是将淀粉大分子降解成小分
子酸，
提高废水的可生化性能，
但没有彻底去除 ＣＯＤ。
从 ＣＯＤ 的最终处理效果来看，４＋８ 组合是最高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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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该组合在整个过程中均显示出比其他组合的

解菌、
好氧菌经受不住太强的酸性，
活性被抑制，
处理

优越性，其 ＣＯＤ 去除率高达 ９６．８％（实际上在 ２４ｈ

效果变差，
而且还耗 用时间。水解过程太短，
大分子

已基本达到此效果），出水 ＣＯＤ 仅为 ２１５ ｍｇ／Ｌ。采
用 ６＋１２ 组合和 ３＋６ 组合方式，
ＣＯＤ 去除率相近，可

物质不能及时地被降解，
一定程度影响好氧过程的效
率。还有，
好氧时间过短，
酸化了的小分子未来得及被

达 ９４．８％、
９５．１％。采用 １２＋２４ 的曝气组合方式，
即传

完全去除，
也会影响下一个水解阶段的效果。此外应

统 ＳＢＲ 法，
效果最差。
从淀粉的去除情况来看，各种组合下淀粉去除

该还和两种不同需氧特性菌体的转换时间有关。
处理过程中 ｐＨ 先变酸后逐渐回归到中性。

状况均良好。由于淀粉是极易被水解酸化的物质，

２．３

所以水解 ３ｈ 后，
废水中的淀粉几乎完全被水解。在
第一个水解过程结束后，淀粉去除率均达到一个较

水的影响
按 １．６ 中（３）的条件进行实验，研究不同组合方

高的值，一般不低于 ８７％。在其后的处理过程中各

式对 ８．０ ｇ／Ｌ 淀粉废水处理效果的影响，其运行结果

种组合的处理效果很接近，出水的淀粉含量均很低，
在 ０．１ ｇ／Ｌ 左右，淀粉去除率在 ９７％～９８％左右。

如图 ４ 所示。

上述结果表明，
实验中水解时间和好氧时间的分
配对处理过程是有影响的。４＋８ 组合处理效果最好，
３＋６ 组合、
６＋１２ 组合次之，
１２＋２４ 组合即传统 ＳＢＲ 最
差，
其原因是 ３＋６ 组合中水解时间过短，
６＋１２ 组合的
水解时间过长，
而传统 ＳＢＲ 相当于 １２＋２４ 组合，
水解
时间更加过长，
其处理效果也最差。
在多阶段曝气反应中，水解段的时间设置过长，
废水被严重酸化，废水中积累了大量的酸性物质，
水

缺氧 ／ 好氧交替次数对处理 ８．０ ｇ／Ｌ 淀粉废

从 ＣＯＤ 的最终处理效果来看，
６＋１２ 组合是最高
效的。只需处理 ３０ ｈ，
ＣＯＤ 去除率高达 ９４．４％，出水
ＣＯＤ 仅有 ５４７ ｍｇ／Ｌ。传统 ＳＢＲ 法处理效果最差，
出水
水质恶化，
ＣＯＤ 高达 ２４６９ ｍｇ／Ｌ，
平均 ＣＯＤ 去除率仅
为 ７２．３％。其原因分析与 ２．２ 相同，
这里不再赘述。
２．４

活性污泥性状及其生物相分析
经过一个多月的运行，反应器内污泥浓度仍能
保持在 ２８００ ｍｇ／Ｌ 左右，产泥少，污泥颜色显黄褐
色，
ＳＶＩ 指数为 ８５ ｍＬ／ｇ，絮凝状态良好，沉降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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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过镜检观察（见图 ５），
ＳＢＲ 中的活性污泥是一

的酸性环境，
不能最有效的缩短整个反应周期；另一

个复杂和丰富的微生物群落，其中的微生物主要由
细菌组成，
数量可占污泥中微生物总量的 ９５％以上，

方面，由于曝气反应后水中的溶解氧不可能立刻被

构成了活性污泥的骨架，微型动物（如轮虫、累枝虫、

消耗完全，
如果缺氧时间太短，
兼性微生物仍会继续
进行好氧反应，
导致水解酸化时间相对缩短，对大分

眼虫、线虫、小鞭毛虫等）附着在污泥表面生长，此

子物质的继续水解酸化反应不够，所以效果也不能

外，还有部分游离细菌。这些细菌、微型动物及废水
中混杂的有机和无机物质、胶体物质等聚在一起形

达到最优。

成了具有很强吸附、
分解污染物的活性污泥。

物（好氧的、
厌氧的或缺氧的），
能在处于缺氧 ／ 好氧交替

其次，
虽然 ＳＢＲ 活性污泥中两大类特征各异的微生
变化的共生环境中互为调节、
相互补充、
协同作用，
却
无法充分发挥它们自身降解污染物的能力。这是因
为，
在空间上紧密接触的两个不同生物群体虽然可以
非常有效地进行连续的连串生物降解（或其它）作用，
但这种方法容易受到与生物群体有关的因素的限制，
如不利的外部环境（宏观与微观环境）、
不合适的菌群
比例和特性的退化等。显然，
这种方法可能要以牺牲
生物体自身的最大能力为代价来换取它们之间的协
同作用。因为在同样的外部环境下，
两种不同需氧特
性的生物群体的效能难以同时达到最优。

４
ＳＢＲ 中的活性污泥是由兼性微生物和好氧微生
物组成的生物群落，
在不同的运行阶段中出现不同的
优势微生物。多阶段曝气 ＳＢＲ 中的好氧细菌、
微型动
物能够度过很长时间的低氧、
缺氧和厌氧期（沉淀、
闲
置期）而生存下来。当反应器处于不利于好氧微生物
生长的运行阶段时，它们仅仅处于一种“休眠”
状态，
难于生长繁殖，但其本身的结构、生理功能并未受到
损害，
而当氧气充足时，这些微生物能够迅速分解代
谢废水中的有机物，使得废水中的 ＣＯＤ 急剧下降。

ＣＯＤ 去除率高，
出水 ｐＨ 值呈微碱性，
污泥活性好，
粉、
尤其处理 ８．０ ｇ／Ｌ 废水时效果更为明显，
因此用多阶段
曝气法处理淀粉废水是可行的。但实验同时发现，
并非
缺氧 ／ 好氧反应交替次数越多，
处理效果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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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技术

身的生产用水。目前，该企业已经承诺向周边的两座

为了确保处理后总排与回用水质达到设计要

电厂分别供应回用水 ３６００ｍ ／ｈ 和 ７００ｍ ／ｈ，给企业

求，建议加强对厂内各排水单位废水处理设施的运

自身也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不仅如此，该工程的投产

行管理，
严格控制排水指标，
达到各厂生产废水的分

为国内、
特别是西部地区钢铁企业生产、生活合流制
污水的治理，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流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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