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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规模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也逐年
增加,因此对高校的污水处理系统的要求也就更高了。目前,很多高校已经开始了污水的处理与开发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和进展,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设备老化、运行不稳定、不够高效环保等,这些都会影
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和科研工作。针对上述情况,本论文从实际出发,并结合现有的技术和经验,对
A2/O-MBR组合工艺在高校污水处理中的应用进行分析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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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2 / O-MBR combination process in college wastewater treatment
Shuo Zhou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cal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lso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and the subsequent discharge of domestic sewage has also increased year by year,
so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even higher.At present,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gun to make sewage treat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and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aging equipment, unstable operation,
ineffici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will affect the normal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of the
school.In view of the above situa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reality and combines the existing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A2/O-MBR combined process in university sewage
treatment, so as to better realize its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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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盐类的阴离子注入到污水中,使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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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污染。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必须要严

时候可以充分地吸收污水中的悬浮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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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地控制好 pH 值的范围才能够保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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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

3 A /O-MBR组合工艺处理效
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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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污泥的运输、污泥的输送和污泥

响到附近的居民用水的安全问题。

的最终处置等。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2

-2003中对污水处理的要求：(1)高、低
污泥量。(2)污水中含油率较低,且不含

2

由上述分析可知,A /O-M的工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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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的流速和容积率。由于本系统的建设

但是由于该处理系统的出水水质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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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造オ能使其达

收利用,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该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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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满足经济性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

到排放标准。通过对A /O-M的工艺特点

基建投资费用低,占地规模小,可有效地

系统的总造价。同时也要考虑到污水处

的研究发现,该处理装置的出水的主要

减少化肥、农药的排放量,是一种可持续

理的实际需求,在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

成分是COD、BOD5以及NH4+。经过改良

发展的绿色技术。随着该工艺的不断发

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投入以

后的污水处理厂,其污泥的含油率会降

展,我国的污水处理系统会更加环保、高

及对环境的影响；另外,还可以通过增

低,同时污泥的抗剪切性能也会增强,

效,从而达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加艺流程来提高自动化水平,从而达到

可以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污染物(如氨氮)

节约基建资金的目的；最后,还应结合

和悬浮物。

当前的技术条件,选择合适的折中方式,
以实现高效的污水处理。此外还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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