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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某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的调查,对污水处理的质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从进水水质以及出水

质量情况两个方位分析处理厂一级 A 稳定达标的工艺流程改造需求,从而针对其工艺控制单元的情况完善工艺流程,增加
工艺流程环节,提升污水处理的质量,高质量的完成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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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环境污染加剧, 我国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排水

节,尤其是在去除 TN 等稳定达标时,能够直接决定氮磷的

的标准作出了严格规定, 并通过颁布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处理效果, 所以建议在处理过程中利用回流污泥反硝化生

物排放标准一级标准的 A 标准, 严格规范城镇污水处理厂

物除磷脱氧及变形工艺作为处理的基本流程。但随着我国

出排水的质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有了严

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质量要求的提升, 对此工艺流程可以

格的工艺操作流程, 这个流程是由二级强化处理、三级处

进行以下改进：

理、高级处理以及消毒共同构成的,其中 A 稳定达标的工艺

一是,在进行处理过程中,设计泥龄应选择 15d 以上的,

流程是二级强化处理环节的关键,污水处理后,能否达到 A

而且要考虑到进水过程中水质以及水量的变化情况和工艺

级排放标准主要由 A 稳定达标的工艺单元处理质量决定。

流程运行过程中设备的调节能力以及控制能力。所以综合

为此文章对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A 稳定达标的工艺流程

来看,应尽量将设计泥龄控制在 12d 到 20d 之间,这样即使

进行了分析,以便在工艺流程那能够实现整体效能。

在冬季天气寒冷或水温低的情况下, 生物处理池也能够正

1 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A 稳定达标的工艺流程分析

常发挥其消化能力。二是,在构建处理池过程中,可以将池型

不同地区城镇污水治理的要求与处理工艺都有所不

构造设计为环形, 这样能够有效的提高处理的循环流量以

同,为此文章以某地区为例,对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A 稳定

及处理速度,再加上串联多个沟道,有效的降低对进水过程

达标的工艺单元以及工艺流程进行分析, 具体的工艺流程

中水量以及水质的影响,从而控制其变化峰值,降低在出水

如图 1 所示。

过程 NH3-N 浓度变化, 从而充分发挥出硝化菌的作用,保
障处理达到标准要求。三是,稳定达标受进水水质以及水量
的波动影响较大,碳氮比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建设
处理池过程中通过沟道之间的串联来缓解对水质水量以及
碳氮比的影响, 并利用初沉污泥发生的产酸发酵及时进行
碳源补充,保证硝化效果不受影响。四是,在进行强化处理之
前, 需要通过预处理去除掉进水中含有的无机悬浮固体,从
而激活活性污泥的活力,减少惰性组分的含量,以便快速实
现饭反硝化,缩短处理时间。另外,在此工艺处理下,部分沟
道可以通过亏氧的方式,缩短硝化与反硝化的时间,从而有
效去除进水中含有的 TN 含量, 并且提高对碳源的利用率。
图1

五是,在冬季低温条件下进行处理时,要做好准备工作,也就

在此工业流程中西格栅、沉沙池、提升泵站等都是必须

是秋季要补充处理系统中活性污泥量, 保障其充足运行,并

具备的污水处理单元；而在此工艺流程中处理二级生物时

增加积累硝化菌等总量,要比正常情况下高,以此保证在低

使用的是微生物反应器, 这种装置在使用前必须将超细格

温条件下的处理效果。

栅放置在设备的前端位置, 与设备之间的距离应控制在 1
毫米,这样才能保证进水过程中无机悬浮固体被高效去除。

2 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A 稳定达标的建议分析
从工艺流程可以看出进水后, 需要先进行二级强化处

同事, 如果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后续生物处理工艺单元碳源

理,然后通过化学混凝或沉淀工艺,在经过介质过滤,最后完

不足的情况,可以利用产酸发酵,将初沉污泥作为碳源补充

成消毒后排放, 所以二级强化处理过程中处理后的指标能

物。

否达到一级 A 标准, 会直接影响到污水处理后的质量。为
一级 A 稳定达标是二级生物处理工艺中一项重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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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在此工艺流程进行污水处理时主要有以下几个建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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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长江整治的工程型式及软体沉排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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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类活动不断增多,引起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长江险工段无论是在枯水期还是在水位上升或下降期,都有发生崩

岸险情的可能性,给沿江防洪安全带来严重影响,也危及到两岸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此,需根据长江岸段的实
际情况选择合理的防护方法,本文简述了护岸工程的主要方法、软体沉排的主要特征以及运用。
关键词：长江整治；方法；软体沉排；特征；应用
长江护岸工程一般是采用水上抛石、水上抛钢筋石笼

流挑离堤岸,防止水流、波浪或潮汐对滩坎边坡的直接冲刷,

或尼龙网兜块石、块石压柳条沉排和软体沉排等型式,从而

这种形式多用于游荡性河流的护岸。坝式防护分为丁坝、顺

提升岸坡抗冲性能、适应河床的变形,防止发生崩岸险情。

坝、丁顺坝、潜坝四种型式,坝体结构基本相同。丁坝护岸的

1 长江护岸的主要方法

要点如下：丁坝是一种间断性、有重点的护岸型式,具有调

1.1 坝式护岸方法。坝式护岸是指修建丁坝、顺坝,将水

整水流的作用。在河床宽阔、水浅流缓的河段,常采用这种

是,当 TN 等指标达到一级 A 标准候,碳源 COD 稳定达标要

处理的实际情况,增加沉淀环节,保障过滤水质的质量满足

满足 B 标准的要求,而碳源在每升水中的含量不能超过 12

质量标准的要求。三是,在深度处理过程中,每个公益单元都

毫克。二是,化学混凝或沉淀过滤阶段,建议采用以下三种形

需要设置至少两套处理设施。避免因设备故障、设备维修、

式：第一种是混凝沉淀过滤,此方式要先进行快速混合；其

设备保养对处理的影响。四是,在混凝剂投加过程中,要满足

次经过絮凝沉淀；最后完成过滤。在第一个环节中,主要是

初期快速混合的需要, 保证混凝剂在处理过程中能够被高

在混合池以及进水管道内完成,而絮凝与沉淀阶段,完成对

效利用,从而完成絮凝反应,提高絮凝质量。五是,在絮凝池

池中沉淀物的处理后,通过过来达到处理标准。如果需要通

中要通过模式的设置保障絮体粒子的快速形成, 可以通过

过化学除磷处理,可以采用这种组合方式,能够全面时间稳

慢速搅拌的方式进行,但要控制好搅拌的强度与絮流,否则

定达标。第二种是化学絮凝过滤,此方式要先进行快速混合,

会造成絮体破碎与序体解体。

通过絮凝后直接进入到过滤, 同样快速混合在混合池或进

3 结束语

水管道内完成,絮凝结束后,不需要沉淀直接进入到过滤环

综上所述, 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A 稳定达标的工艺流

节中。一般会用硫酸绿、聚铝等化学药剂作为除磷剂。第三

程是污水处理二级强化处理的关键与核心, 其质量会关系

种是,微絮凝过滤,此方式只需要通过管道混合以及过滤两

到污水处理的整体质量以及是否达到排放标准。为此,在城

个步骤即可完成, 在混合器或管道内部的混合器中加入化

镇污水处理厂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同时, 应完善一级 A 稳

学药剂完成快速混合,而絮凝过程不需要沉淀,可以将聚铝

定达标的工艺流程,明确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严格

作为除磷处理药剂, 但必须给予聚铝充分的反应时间才会

地按照工艺质量标准进行操作, 从而保证处理效果以及处

实现预期的除磷效果。

理质量。

在进行化学混凝处理时, 深度处理必须增加混凝剂投
加系统,其能有效地去除掉水中的颗粒、悬浮物、磷酸盐、胶
体物质,常用的混凝剂有铁盐、复合药剂铝盐、石灰等。如果
处理工艺可以在不增设投加药剂系统情况下达到处理标
准,可以停用投加药剂系统,但每个月必须使用药剂投加系
统两次,否则会影响系统以后的正常运行[5]。如果在混凝阶
段采用的处理工艺是粒状滤料滤池, 那么混凝工艺至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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