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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的污水处理工艺数学模拟与工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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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活性污泥工艺数学模型已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工程工具!并在

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 成为一种标准的工程实践!而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

介绍了基于!"#$"%污水处理工艺的数学模拟概念和方法!包括非常成熟的活性污泥工艺模型以及

为整个污水处理厂工艺过程模拟而开发的新模型!如厌氧消化模型&.C模型&化学沉淀模型和污泥

上清液的处理工艺模型"厌氧氨氧化模型$#同时还介绍了 !"#$"% 模型在智利某污水厂水费谈判

中采取的动态模拟&纽约市环保局管辖污水厂生物脱氮除磷升级改造&D*$-E%?C"77污水处理工艺

优化的全厂模型及高碑店污水四系列改造项目中的应用!说明了该模型在污水处理厂优化设计&运

行以及改造中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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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标准的日趋严

格#传统基于经验的活性污泥工艺设计方法已不能

满足工程要求' 为更好地进行活性污泥工艺的优化

设计和运行#在过去的 HA 年中#活性污泥工艺模型

已从简单的去除 +R6和硝化发展为同时生物脱氮

除磷模型(& H̀)

#从稳态模型发展到动态模型#从单一

的生物反应器模型发展到能同时模拟污水和污泥处

理的全污水处理厂模型(J)

' 这些工艺模型包括了

许多描述不同单元工艺的状态变量以及这些变量在

多种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中的化学计量关系和动力学

特征'

借助于实施这些数学模型的商用模拟软件!模

拟器"#数学模拟技术已从一种研究工具发展成为

一种成熟的工程工具#并在北美*欧洲*南非和澳大

利亚等地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污水处理中的标准

实践' 笔者介绍了基于 !"#$"% 模型的污水处理工

艺数学模拟的概念和方法#并结合工程实例说明了

数学模拟在污水处理厂优化设计*运行及改造中作

为一种管理工具的实际应用#以推动数学模拟技术

在我国污水处理实践中的应用'

!"

污水处理工艺数学模拟的概念和方法

污水处理厂的数学模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数

学模型#即不同于小试*中试和生产性试验的物理模

型#它是描述各种污水处理工艺中不同组分间相互

转换关系的一系列数学关系式或方程#如描述活性

污泥工艺中组分之间的生化转换关系的模型#也称

为生物模型$二是实施这些数学模型的计算机软件#

有时也称之为计算机模拟或仿真' 若在同一模拟器

中实施不同单元的工艺模型#通常采用转换器法和

单一矩阵法来模拟'

!#!"模拟模型的建立

在工程实践中应用工艺模拟技术#需有一套模

拟软件或一个平台来实施某个特定污水处理厂的所

有工艺模型#并联结所有单元工艺!如生物反应器*

沉淀池*污泥消化池"' 该模型在模拟器设好后#需

进行校准和验证以用于各种目的的模拟' 为了建立

一个污水厂的综合模型#所有的单元工艺(包括水

区和泥区以及来自泥区的回流液!上清液"的处理

工艺)都需要集中到一个模拟器中考虑' 图 & 列出

了建立一个采用典型活性污泥法的污水处理厂模拟

模型的要求(M)

'

初沉池
生物

反应器 二沉池

污泥处理

出水

污泥外运

进水

工艺构造
!

水流流向

反应器大小

工艺运行条件
!

回流比

排泥量

工艺模型
!

生物
物理

"

化学

工艺输入
!

污水特性
负荷
动态方式

图 !"污水处理工艺模拟模型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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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方法

!

'转换器法

在转换器法中#一座污水处理厂的不同单元工

艺!如活性污泥反应器*厌氧消化池和旁流处理单

元"使用不同的模型 !如活性污泥反应器采用

=<a&*=<a(*=<aH 模型#厌氧消化池采用 0$=的

厌氧消化一号模型"#但描述这些不同模型的状态

变量并不相同#因此在模拟由这些不同单元组成的

整座污水处理厂时必须解决这些状态变量在不同单

元工艺水流中间的转换问题#即一个状态变量如何

在活性污泥反应器*厌氧消化池和旁流处理工艺反

应器模型中的相互转换' 例如#氧化的氮组分在活

性污泥模型中一般仅考虑硝酸盐!如 =<a&*=<a(b

=<a(6"$在厌氧消化模型中则不考虑硝酸盐#而在

旁流工艺模型中不仅要求考虑硝酸盐还要考虑亚硝

酸盐以及相应的反应#即两步硝化模型!在氨氧化

菌的作用下氨被转换成亚硝酸盐#在亚硝酸盐氧化

菌的作用下亚硝酸盐被氧化成硝酸盐"' 转换器法

需建立复杂的模型相接界面即转换器(M G̀)

#要求每

一个状态变量的详细元素信息!通常难以做到"#并

依赖于状态变量的固定组成' 目前大多数模拟器都

使用这种方法#如U5< IF*$9<1'

"

'单一矩阵法

在单一矩阵法中#由不同单元组成的整座污水

处理厂使用一个单一矩阵的综合模型!包括所有的

组分或状态变量及相关反应"#无需界面接口' 从

工程意义上讲#这种方法比转换器法更为实用' 因

为这种方法可以追踪整座污水处理厂中任何一个模

型组分!或状态变量"在不同单元工艺中的变化#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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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估计这些组分在不同工艺之间的转换#如活性

生物量!普通异养菌*氨氧化菌*亚硝酸盐氧化菌"'

单一矩阵模型法仅在!"#$"%模拟器中使用#该模型

包括活性污泥反应*厌氧消化*旁流工艺*.C模型b

气体转移及化学沉淀反应等(M*K)

#现已广泛用于模

拟生物污水处理厂的工艺' 图 ( 是整个污水处理厂

的模拟工艺流程#该工艺包括%-*剩余污泥经脱水后

与初沉污泥混合进入厌氧消化池$Z*厌氧消化池的

上清液一部分进入 <C=]RV处理单元#另一部分直

接进入厌氧氨氧化反应器 !=VV=aRF"$3*上清液

处理出水返回主流工艺'

厌氧消化池

进水 厌氧池 缺氧池 好氧池
出水

浓缩上清液 碱度

脱氨

亚硝化

脱水

泥饼

图 $"全污水处理厂的模拟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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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校准和验证

!"#$"%模型中的默认参数是基于世界上数百

座生产性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观测数据#反映了典型

城市污水水质的特征' 这些默认参数非常有利于污

水处理厂性能趋势的预测#但对于某座特定的污水

处理厂#考虑到污水水质的变化#需对模型进行某种

程度的校准#以使模拟结果更加准确'

通过校准验证可使模型结构真实*可靠地预测

和优化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性能#校准所需数据可采

用污水厂的历史数据#也可采用专门用于校准的补

充数据和难以从正常运行厂获得而通过直接测量获

得的数据!如 (A c时的最大硝化速率"' 污水处理

厂模型校准的方法和指南可参考文献(L)和(&A)'

%"

应用实例

污水处理工艺模拟作为有用的工具已在污水处

理的许多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在工艺设计方面#

可实现不同工艺的评估和比较$在工艺运行方面则

可实现工艺诊断和优化#以评价污水处理厂流量*负

荷和运行工况变化对工艺的影响'

!

'实例
#

%南美智利某污水厂运行水费谈判

中采用的工艺动态模拟

V#7-43#

(&&)描述了一个用!"#$"% 模型和模拟器

实施污水处理动态模拟的应用实例' 在该实例中#

动态的工艺模型用于智利圣地亚哥最大污水处理厂

运行合同的水费谈判中#通过模拟污水处理厂的运

行以估计运行费用*污泥产量和能耗要求!氧需求"'

在水费谈判中#运营合同商基于传统的设计指

南和稳态模型#建议 (AAM 年+(A&A 年合同期间水

费在 (AAJ 年的基础上增加 (Hd#而政府部门基于

动态模拟结果的数据要求水费在此合同期内减少约

&Md' 与传统设计和稳态模型相比#基于动态模拟

所估计的污水处理投资和运行费用更加可靠#最后

负责决定水费的委员会决定支持政府机构#在考虑

其他不可预测因素的情况下#在 (AAM 年+(A&A 年

合同期内水费仅增加 Hd'

"

'实例
$

%纽约市环保局管辖污水厂的生物

脱氮除磷升级改造项目

a-,#%?E等(&()报道了基于 !"#$"% 的模拟模型

在纽约市环保局所管辖污水厂生物脱氮除磷升级项

目中的应用实例' 纽约市环保局有 J 座污水处理

厂#所有的处理出水均排放到东河上游#最终到达长

岛海峡#总的二级处理能力eH&K f&A

J

/

H

b8'

有研究表明#氮是造成长岛海峡富营养化的主

要因素#因此为了解决海峡的水质问题#纽约市环保

局拟实施一个阶段性削减氮排放量的计划#以确保

&M 年中氮排放量减少 MAd' 为了达到这个长期减

少氮排放量的目标#现有污水处理厂将分阶段进行

升级改造#为此成立了一个专家组以帮助开发污水

厂生物脱氮除磷升级改造的设计指南并提供项目管

理经验' 专家组的任务之一就是给纽约市环保局提

供生物脱氮除磷升级改造建设期和建成后污水厂出

水氮含量的预测#任务目标是通过使用!"#$"% 模拟

模型确定改造对 J 座污水厂脱氮能力的影响并估计

出水总氮的最高浓度$更重要的是证实东河上游 J

座污水厂的生物脱氮除磷升级改造是否能实现长岛

海峡长期的最大日负荷!1a6@"达标'

!"#$"%工艺模拟工具可用来预测每座污水厂

的流量和负荷在施工前*施工期间和施工后期对污

水厂运行性能的影响#如施工期间反应器不能使用

时*升级后处理能力的变化及增加额外碳源等的影

响' 专家组使用 !"#$"% 模拟出水氮的结果创建了

一个称为,!T7Q?*-的管理工具#它用图形方式表示

&&(&

YYY*Y->?;Q-4,?->*3#/ 胡志荣!等'基于!"#$"%的污水处理工艺数学模拟与工程应用 第 (J 卷'第 J 期



了升级改造建设过程中对出水氮的预测' 将污水厂

每月的出水水质与,!T7Q?*-的预测结果进行对比#

发现在 (AAH 年+(AAB 年中#,!T7Q?*-预测的出水

氮含量比实际运行结果仅高了 (d' 如此小的偏差

使,!T7Q?*-被纽约市环保局接纳#并认为它能进行

污水厂的升级改造#且满足每个中间的限制性条件'

该例介绍了 !"#$"% 工艺模拟工具是关键的规

划和运行工具#基于!"#$"%模拟的,!T7Q?*-工具可

用来分析建设速度*批式调整和运行范围变化的影

响#也可用来估计项目潜在变化的效能#并能容易地

知道任何变化对管理的影响'

%

'实例
&

%污水处理工艺优化的全厂模型

(AAM 年 @->"/?;等描述了建立一个全污水处理

厂模拟模型作为改造 D*$-E%?C"77水资源中心污

水处理工艺优化工具的项目'

在该例中建立模拟模型包括 J 项任务%-*测定

详细*具体的污水水质特性$Z*进行小试以校正金属

盐的投量$3*用历史数据和补充的取样数据!包括

生物反应器结构"校准和验证模型$8*建立最终的

执行模型' 使用!"#$"%工艺模拟软件#在水资源中

心对以下运行情况评价的基础上#开发了该中心污

水厂的模拟模型!全污水处理厂模型的结构见图

H"' 这些运行情况包括%采用或不采用初沉池*不

同的运行工况和生物反应池的季节优化*金属盐的

投加点和量的影响b优化*污泥的处置和回流影响*

6R优化*暴雨流模拟和部分单元关闭的评价' 这

个应用显示了如何建立一个全厂模型#以降低运行

和维护成本*生产高质量的出水'

药剂进水

沉砂池 初沉池

砂

!"#$%&

'

醋酸 药剂

厌氧池 缺氧池 缺氧池 好氧池 好氧池好氧池好氧池好氧池 好氧池好氧池好氧池

厌氧池 缺氧池 缺氧池好氧池好氧池好氧池好氧池 好氧池好氧池

二沉池

药剂

出水

脱水污泥

储泥池

厌氧消化池

药剂

脱水

脱水 终沉池脱水

图 %"&'()*+,-.//全污水处理厂模拟模型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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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

%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四系列的改造

(AAM 年北京排水集团甘一萍等采用数学模拟

技术建立了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四系列的工艺模型#

对当时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模拟分析#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改善脱氮效果的改造方案' 针对脱氮效率不高

的问题#研究组对延长缺氧时间并保证好氧段的硝

化效果进行了详细的模拟分析#最终确定了改造方

案的核心内容' 改造后系统运行稳定时的脱氮效率

明显提高#与预期效果基本一致#证明了数学模拟技

术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该例主要说明了采用数学模拟技术可对现有工

艺进行分析和诊断#找出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关键原

因#并针对易于改善和改造的条件进行模拟分析#最

终确定工艺优化和改造方案'

0"

结语

自国际水协的活性污泥数学模型出版以来#数

学模型已得到了广泛研究和应用#但这仅仅是污水

处理的一部分#对于整座污水处理厂来说#数学模型

还应包括污泥处理等单元' 由于 0$=的活性污泥

数学模型给出的参数值并不是模型的一部分#故该

模型要求进行广泛的校正' !"#$"% 模型使用技术

先进的单一矩阵的整体模型#能全面模拟整座污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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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的所有工艺单元#且!"#$"%模型的参数值来

自于最新的研究出版物和实际污水处理厂校正得到

的最佳缺省值' 这种广泛和综合的解决方案使得模

型校正要求大大减少# 也因此使得 !"#$"% 模拟软

件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为

污水处理中的标准工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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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无锡市梅园水厂变换(角色)净化太湖水

''(AAG 年 &( 月 M 日!在无锡市太湖新城犊山水利工程附近的工地上!一根口径为 &*J /的输水管道正在

施工% 该输水管穿过渤公桥洞后抵达犊山大坝的底部!直至五里湖湖边% 待 (AAK 年 H 月长江供水工程竣工

后!梅园水厂的出水将通过这根新管回放到五里湖中!这标志着无锡市(最老)的水厂将不再向用户供给自

来水!其功能将改为加工净化太湖水% 这一治水新举措在江苏省内还是首次推出!在国内也较罕见%

!无锡市自来水总公司'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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