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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气流量控制系统用于污７卜处理厂的节肫ｚｘｔ：：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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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曝气流量控制系统（ＡＶＳ）由生物处理过程建模模块、曝气流量配气模块和曝气流量

控制模块三部分组成，以曝气流量为控制目标，实现对ＤＯ的控制。根据ＡＶＳ在上海桃浦工业区
污水处理厂的实际应用情况，认为采用ＡＶＳ后基本实现了对ＤＯ的稳定控制，实现了节能曝气，以

较低的曝气量满足工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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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污水厂概况

为６×１０４ ｍ３／ｄ，其中工业废水约占８０％，生活污水
约占２０％。

上海市桃浦工业区主要生产涂料、染料、橡胶、
香料、油墨、色素等多种精细化工产品，其生活污水

污水厂进、出水水质见表１。

和工业废水经管道输送至区内污水处理厂（简称桃

对桃浦厂历年的运行成本数据分析后发现，运

浦厂）进行处理，出水经祁连山路泵站输送至西干

行成本主要由动力费用、管理费用、维修费用、大修

线，再经过石洞口污水厂处理后排入长江。

改造费用、人工费用等组成，其中动力费用占４５％

桃浦厂的处理流程如图１所示。近期处理规模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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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而生物曝气所消耗的费用约占动力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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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以曝气流量信号作为控制信号，以ＤＯ

３５％。

和进水ＣＯＤ、ＢＯＤ¨氨氮信号作为辅助控制信号，经
过生物处理过程建模模块和历史数据综合处理，得
出系统需要的曝气量；同时根据实际的输气管道分
布负载大小，经曝气流量配气模块处理，提供给鼓风
机组控制系统目标供气量，使鼓风机组处于所要求
的工况来供气，系统可根据实际负载状况自行调整
溶解氧设定值的大小；曝气流量控制模块采用基本
的就地控制回路，由电动流量调节阀、热式气体流量
计和模型给定的瞬时设定流量组成回路，可快速、准
图１
Ｆｉｇ．１

桃浦厂污水处理流程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确地根据实际的负荷波动调节空气供给量，从而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ａｏｐｕ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少生物反应池中ＤＯ值的波动，达到曝气的控制目

ＷⅥ呵Ｐ

标。

表１进、出水水质及执行标准
Ｔａｂ．１

系统中曝气流量配气模块对流量调节性能和空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气压力损失的关系进行了平衡。电动流量调节阀在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Ｄ／

ＢＯＤ；／

全开的情况下压力损失比较小，但随着开度的减小
ＳＳ／

ＮＨ，一Ｎ／

项目

ｐＨ

设计进
水水质

６—９

８００

３５０

１００

处理
标准

６～９

２００

３０

３０

２５（３０）

２００一３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３０

１５～３０

２５—３０

压力损失会逐步上升。出于优化运行和节能的考

（甥·Ｌ。） （嘴·Ｌ。１） （ｒａｇ·Ｌ。１） （Ｉｌｌｇ·Ｌ。）

虑，需要尽量使电动流量调节阀在大开度工况下工
作，减少因压力损失造成的能源损耗，寻找最优阀门
开度组合（最小的压力损失），并在此条件下给出鼓

实际进
７．０～８．Ｏ ５００～８００
水水质
实际出
６．５～７．５
水水质

６０～１００

风机允许的最小输出压力。曝气控制系统的整体流
量控制精度达５％，振荡小。在生物反应池的空气
总管处安装压力变送器，为检测管道漏损、阀门泄

漏、曝气头堵塞等异常现象提供了分析工具。
曝气流量控制系统提供本地自动控制、人工强

曝气控制系统的优劣，对污水处理中有机物及

制控制和安全模式三种控制方式，并提供通讯接口，

氮的去除和运行成本将产生直接影响。优化系统模

支持数据远传。本地自动控制是推荐控制方式，在

式，合理经济的控制与调节，可以作为系统优化和节

污水处理工艺正常运行和曝气流量控制系统的热式

能的切入点，成为降低运行费用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气体流量计、溶氧仪、压力传感器工作正常情况下，

２试验装置与原理

具有最大的节气效能；人工强制控制用于污水处理

曝气流量控制系统（ＡＶＳ）的控制目标是：以节

工艺处于非正常运行条件时，例如污水负荷突然大

能为目标，按需供气，降低污水厂单位处理成本；稳

幅度改变、污水中含有毒物质、生化反应池处于异常

定活性污泥的生物处理环境，提高活性污泥处理效

状态等，允许人工直接操作；安全模式是一种大余度

率；稳定出水指标，抵御瞬时进水负荷冲击带来的排

的自动控制方式，用于污水处理工艺经常处于大扰

放压力；实现智能化操作，降低工作人员的劳动强

动条件下，比如进水负荷较大范围地经常性变动、进

度。

入生化反应池的水量有较大的变化等，大余度控制

２．１

试验装置

的本质是提高系统抵抗大扰动的能力，提高安全运

曝气流量控制系统是一个集成系统，它由系统

行系数。

控制单元、带执行机构的曝气流量调节阀、热式气体

２。２控制原理

流量计、压力变送器和液位计等组成。系统功能上

为了对曝气池的ＤＯ环境进行较为精确的控

由生物处理过程模型模块、曝气流量配气模块和曝

制，要对ＤＯ的动态平衡有充分的认识，其包含两个

气流量控制模块三部分组成。

过程：一是氧扩散过程，在鼓风曝气系统中主要体现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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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气从曝气池底部的曝气头释放后，空气中的氧

气流量控制系统根据环境温度重新设定曝气量，使

气从气相向液相转移。二是氧消耗过程，该过程综

ＤＯ稳定。

合了好氧处理过程的各个环节，包括有机碳去除、生

当底物（污泥量）含量增加时，导致生物量增

物脱氮、生物除磷等，ＤＯ的消耗是上述过程综合作

加，在均衡情况下会导致ＤＯ的下降，曝气流量控制

用的结果ｕ Ｊ。由于污水厂的进水水质和水量是变

系统根据底物含量的变化调高曝气量，使ＤＯ稳定。

化的，在特定的时问段内其耗氧量也是变化的，只有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线ＭＬＳＳ仪的读数通常不

使该时段内的供氧量和耗氧量平衡，才能保证处理

宜直接用于污泥回流的调节，因为ＭＬＳＳ的组分在

环境的稳定，保证出水水质。

某些情况下非常不稳定，比如雨污合流的污水厂，降
雨时会带来大量的无机固体悬浮物。

曝气流量控制过程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是模
型的设计过程，即通过对特定污水厂的历史运行数

当曝气头工况变差时，其氧扩散特性发生变化，

据或在线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确定该污水厂生

需要通过加大曝气量来维持ＤＯ的平衡。曝气流量

物处理过程的一些特征参数和补偿参数。再通过仿

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会标定特定曝气池的氧扩散参

真，检验这些特征参数的有效性。通过这个过程，基

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一定的时间问隔后标定。

本可以获得污水厂的水平衡（包含污水负荷）、泥

２．３控制回路

（底物）平衡、气（曝气）平衡过程的稳态值及其扰动

降低ＤＯ设定值的必要条件是能够稳定地控制

特征。同时需要考虑一些额外的环境因素：温度、

ＤＯ值，如果无法控制ＤＯ的波动，则无法降低ＤＯ

ｐＨ值、ＭＬＳＳ组分等悼Ｊ。二是在线控制过程，即通

设定值，因为唯恐系统余度不够。曝气流量控制系

过建模过程中获得的特征参数和补偿参数，经模型

统的控制回路如图２所示。

计算得出当前需要的曝气量，按照该曝气量进行精
确控制。在控制中需要３种类型的数据：对历史数
据进行分析后获得的特征参数、由各种扰动带来的
补偿参数，比如冬季和夏季温度的不同造成氧消耗
特征明显不同，底物浓度的变化也会对氧消耗带来
很大影响。在线数据又分为前置数据以及目标数
据，前置数据是对一些可能造成扰动的输入进行提

前测量，比如水量、水质、ｐＨ值变化等，当曝气流量
控制系统获得这些在线数据后会提前进行反操作，
而不是等到ＤＯ发生变化后再进行调节；目标数据

图２控制原理图

是ＤＯ，系统会对ＤＯ值进行跟踪以确定控制效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试验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曝气流量控制系统并非严格依赖
ＤＯ进行控制，即使在ＤＯ仪损坏的情况下，按照模

桃浦厂共有３组生化处理单元，每组分为４个

型中的历史数据及某些前置数据，仍然可以确保曝

槽，其中２８、３。槽为常曝气区，１。、４“槽为轮换曝气

气池安全运行，只不过加大抵抗扰动的安全控制余

区。本次试验确定以第２组作为试验池，以第３组

度。

作为对比池，处理量均为２

Ｘ

１０４

ｍ３／ｄ。试验池采用

当进水水质、水量不变时，其他环境因素在短时

曝气流量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对比池沿用以前的控

问内可以认为是不变的，则曝气池需要的曝气量也

制模式，两组池子均独立计量常曝气区的曝气流量。

是稳定的，此时曝气流量控制系统的控制方式是通
过调节流量（调节阀门的开度）使曝气流量稳定。
当进水水质、水量突然增加时，曝气流量控制系
统提前根据其增加的数量，使设定流量相应增加，提

在试验池常曝气总管上安装一个ＤＮ６００的流
量调节阀，同时安装热式气体流量计和压力变送器。
在对比池常曝气总管上安装热式气体流量计，试验
池的安装布局如图３所示。

前克服水质、水量突然增加造成的ＤＯ降低。

试验分３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模型，确定桃

夏季由于环境温度升高，生物活性大大加强，曝

浦厂生化处理的特征参数；第二阶段是根据第一步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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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模型进行调试，根据现场数据对模型进行修

月１３日一１６日以每秒采样一次的频率记录了近５０

正；第三阶段为试运行，用以验证控制的结果。

ｈ的运行数据，表明在曝气流量控制系统调试运行

１４曝气槽

以前，试验池和对比池的ＤＯ控制情况相似。

掣曝气槽一３８曝气槽／酽曝气槽

曝气头、 ■…

在调试中发现桃浦厂工艺交替时，由于污泥流

ｈ‘．．

向发生变化对ＤＯ有很大的冲击，这是由该工艺的

溶氧仪１
液位计

特殊性所造成的。针对这种情况，对模型进行了进

溶氧仪２

受

一步修正，使其能够提前抵御工艺交替带来的影响。

·－●＿—●

隔墙
闸阀

曝气总管
接鼓风机
气体流量计

图３试验池的安装布局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

历史数据沿用了桃浦厂历年的运行数据、化验

￡／｝ｌ

注：数值来自桃浦厂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９日运行数据。

室数据。

图４试验池和对比池在线Ｄｏ值（调试后）

在线数据共采集了包括分析仪表信号、工艺信
号等试验需要的３０个在线数据，以每５ Ｓ记录一次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Ｏ ｉ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ｕｎｉｔ

Ｆｉｇ．４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ｂｕｇｇｉｎｇ）

的方式，将所有数据计人数据库，每日记录的数据量
约为１５

Ｍ。在线控制的数据采样率为１０础ｓ，以

ＰＬＣ的采样周期为准。
试验目的：①在同等工况条件下，确定试验池所
需要的真实曝气量，与对比池进行比较。②通过对
曝气量的调节，验证调节曝气池内ＤＯ值的方法，降
低ＤＯ的波动，稳定生化环境。③确定采用曝气流

溪ｋ五
“。。譬嗣品”２

量控制系统后的节气量，为将来的节能改造进行技

Ｈ

术储备。④检验采用曝气流量控制系统控制后的总

０焉

Ｈ＿＿

Ｎ

Ｎ

ｎ

ｔ＂ｑ

Ｎ

日期

出水情况，确保出水水质达到排放标准。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５年同期出水ＣＯＤ的比较

图５

４试验过程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Ｃ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ｉｇ．５

１１月２９日进行调试，试运行自２００６年１月开始。
４．１建立模型
对桃浦厂历年的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包括环境

数据（季节因素、温度、大气压、水温、ｐＨ值、曝气池
体积等）和动力学数据（历史曝气量和进、出水流

量，进、出水ＤＯ，池中ＤＯ及其分布特征，ＭＬＳＳ，进、

甏ｋ：

出水ＢＯＤ，、ＣＯＤ、ＳＳ、ＴＮ、ＴＰ等）。结合运行中的工

Ⅱ＿【叹＿【

艺参数，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获得桃浦厂的

皿∞叹＿【

皿ｎ＿【叹＿【

皿ＮＮ叹Ｈ

皿ａＮ叹＿【

皿ｎ叹Ｎ

Ⅱ∞Ｎ叹Ｎ
皿ＮＨ叹心日

模型基本构型及特征参数的取值范围。

图６

４．２调试与试运行

Ｆｉｇ．６

为了便于比较，在调试前对试验池和对比池的

ｓｅｓｌｓＯｌｌ

０ｆ２００５ ａｎｄ ２００６

试验设备的安装从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０日开始，于

皿ｎ吸ｎ

口Ｎ＿［叹ｎ

皿ａ＿【叹ｎ

皿心Ｎ叹Ｎ

皿∞＿【叹Ｎ期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５年同期出水ＢＯＤ。的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ＢＯＤ５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Ａｌ，８０ｎ

ｏｆ２００５ ａｎｄ ２００６

在试运行期间，经模型调节后试验池的曝气量

曝气量以及ＤＯ进行了记录，在线仪表于２００５年１２

·８３·

万方数据

０罱”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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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第２３卷第１２期

中国给水排水

Ⅵ、＾ｗ．ｗａｔｅｒｇａｓｈｅａｔ．ＣＯＦＯ

明显低于对比池，连续记录了１个月的曝气流量数

艺上的要求。在实际运行中发现曝气量过大，建议

据，发现试验池较对比池节约曝气量约３０．５１％，而

桃浦厂少开１台鼓风机。自２００６年２月起，试行只

且试验池的ＤＯ控制效果也明显优于对比池。试验

开１台鼓风机，而历年都是开２台鼓风机（平均气量

池在调试结束时已经能够比较稳定地控制ＤＯ的波

７２×１０４

动（见图４），检测同期的出水水质也无明显变化（见

为例，与２００５年同期相比节能效果明显，见表２。

ｍ３／ｄ）。以２００６年３月一８月的运行数据
表２实际运行数据对比

图５、６）。
Ｔａｂ．２

５不足之处及改进方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①桃浦厂的鼓风机为多级离心鼓风机，由于
流量不可调节，所以无法实现在一个连续的范围内
日期

通过调节鼓风机实现曝气流量的连续可调。由于存

平均进、出水琳
平均进水
质／（ｍｇ·Ｌ。）
量／（ｍ３
．ｄ一１）

在这样的限制，本次试验的节能效果存在一定的偶

ＢＯＤ５

ＣＯＤ

平均耗电量
用电量／

吨水耗电量／

进／出 进／出 （ｋＷ·ｈ·ｄ。） （ｋＷ·ｈ·ｍ。：

然性，并非每个污水厂对流量控制的结果都可以表

２００６芷３

现为对鼓风机整数性的调节。改进的方法是改造鼓

月一８月

风机，使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连续调节流量，从而真

２００５拄３
月一８月

正地实现按需供气。

５６ ２９６

１９１１１４ ４４５／５２

１２ ３０７

０．２５

５６ ６４０

２１３／１７ ４９５／６５

２３ ６５３

０．３８

②试运行的流量调节对象是ＳＢＲ常曝气区

③由曝气流量控制系统进行控制的２。生物

的气量，未考虑两侧的间歇曝气流量调节，由于两侧

处理单元在整个试运行期问表现出良好的运行状

曝气池气量不可控，导致了ＤＯ波动偏大。改进的

态，生物系统好氧段的过氧和缺氧情况大为改观，供

方法是扩大调节的范围，将两侧曝气池的曝气流量

氧和耗氧速率趋于平衡，系统对空气量的需求能稳

纳入控制范围，从而减少两侧间歇曝气时对ＤＯ的

定在一定范围并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削峰填谷效果

影响。

显著，ＤＯ能较为稳定地控制在工艺允许的范围内，
氧的利用率和系统的耐冲击性都有所提高，动力费

③由于只对一组生物处理单元进行了部分控

用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制，而流量不可调，多余的气量便分配到其余２个处
理单元中，导致另外２组处理单元的曝气量过大，出

曝气流量控制系统为新厂建设和老厂节能改造

现了污泥过度氧化现象。在试运行中是通过打开另

提供了较为便捷的手段和途径，同时为污水处理工

外２组处理单元的泄气阀减少气量。改进的方法是

艺的多参数调节、控制寻找到一种理想工具和操作

将控制扩展到所有３组生物处理单元，实现最大程

平台。

度的节气节能。
参考文献：

６试验结果及分析

［１］张统，方小军，张志仁．ＳＢＲ及其变法污水处理与回用

采用曝气流量控制系统以后，经过近６个月的

技术［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试运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具体如下：

［２］Ｇｕｓｔａｆ Ｏｌｓｓｏｎ，Ｂｏｂ Ｎｅｗｗｌｌ．污水处理系统的建模、诊断

①基本实现了ＤＯ的稳定控制。在任意给定

和控制［Ｍ］．高景峰等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的ＤＯ设定值（试验中取２．２、２．５、２．８、３．０ ｍｇ／Ｌ）

２０（１５

下，３２％的时间内实现了±０．２ ｍｇ／Ｌ范围内的波
动，在６７％的时间内实现了在±０．５ ｍｇ／Ｌ范围内的

电话：（０２１）６４３９８２３２

波动。发生超出控制范围的情况几乎全都出现在

Ｅ—ｍａｌｌ：ｊｏｏｈ＠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ｒｎ

ＳＢＲ池的工艺轮换后６～８ ｍｉｎ内，特别是沉淀池变

通讯地址：２０００３０上海市凯旋路２５８８号１００５室上海

为进水池时，由于底部污泥迅速搅拌，ＤＯ下降迅速。

昊沧系统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范岳峰

②实现了节能曝气，以较低的曝气量满足工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０２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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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统.方小军.张志仁 SBR及其变法污水处理与回用技术 2003
2.Gustaf Olsson.Bob Newwll.高景峰 污水处理系统的建模、诊断和控制 2005

相似文献(10条)
1.会议论文 赵秉森.范洁 污水处理中的曝气设备 2000
污水处理中的曝气设备是随着污水处理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在国内外污水处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新型曝气设
备种类很多，本文就其中几种常用曝气设备（微孔曝气器、曝气转盘、曝气转刷、抽吸式曝气机和微孔曝气板）的特性进行简要的介绍。[长率些对加速
国外先进曝气设备的消化吸收，提高我国曝气设备的科技含量和国产化率，增强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具有一定的能耐考价值。

2.学位论文 李永光 污水处理中鼓风曝气系统节能问题的研究 2005
现今鼓风曝气系统在各种污水处理工程中已有广泛的应用，但工程人员对如何在鼓风曝气系统设计和运行中做到节能的问题上，仍存在一些困难。
本论文根据我实验室多年的鼓风曝气器产品检测经验及数据，对有关鼓风曝气系统能耗影响因素和节能设计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编制了鼓风曝气系统
节能设计程序。
在对有关鼓风曝气系统能耗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在对影响鼓风曝气系统能耗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后，主要对设计中影响鼓风曝气系统能耗的主要因素
进行了分析研究，这几项因素分别为：1、曝气器设计供气量和曝气器淹没水深的影响2、曝气池内曝气器布置方式和池水流速的影响3、环境因素的影响
。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
为了使系统设计在节约能耗的同时不增加系统投资，论文将现值法用于曝气系统经济分析及确定曝气系统经济性最优工况中。文中通过实例对确定
经济性最优工况的计算过程进行了演示。这种用现值法确定曝气系统最优工况的方法也为鼓风曝气系统节能设计程序开发提供了经济方法模型。
在鼓风曝气系统节能设计程序的开发中，我们首先建立了性能指标与工况参数关系式，为程序计算提供了基础。然后，我们根据程序最优化问题的
特点选用了复合形法作为程序的最优化方法模型，并将其应用于程序中。程序编制采用Fortran Powerstation4．0。经过试运行，程序运行结果准确、
可靠。

3.期刊论文 王建国.章万喜.WANG Jian-guo.ZHANG Wan-xi 不停产检修曝气系统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中国环保产
业2007,""(7)
本文介绍了在污水处理中好氧阶段的可不停产检修的曝气系统,重点阐述了实现不停产检修的曝气系统的曝气器选用及下垂式曝气系统、上浮式曝气
平台、漂浮式曝气悬链三种布气装置.该技术能够实现污水处理厂的不停产检修,保证污水处理设施的连续运行,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4.学位论文 杨春娣 曝气生物滤池中曝气方式对污水处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2008
曝气生物滤池(BAF)工艺是一种新型的污水处理工艺,国内外学者对曝气生物滤池的研究在曝气生物滤池的影响因素如水温、水质、pH值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和共识,但有关曝气生物滤池中气液两相流的运动机理等方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都未能全面阐述与气液两
相流运动有关的溶解氧的分布规律,在曝气生物滤池的实际应用中需要这方面的理论指导,因此实验研究和测量气液两相流场非常重要。本文从两相流的
主要参数测量入手,采用数值模拟及实际的污水处理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曝气生物滤池中不同曝气方式对生活污水处理效率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得
到了不同曝气方式下气液两相流的流场及两相流中气液两相的分布情况。
本文设计了一套曝气生物滤池的实验模型装置,采用粒子图像测速技术对装置中不同状态的流场进行了测量,获得了不同流动状态下装置中的气泡平
均速度。再利用所得的气泡速度及已知的参数作为边界条件,模拟得到不同曝气条件下的气液两相流速分布。将模拟的各种曝气状态应用到实际的污水处
理中,在固定的时间点测定处理中的污水的COD指标,验证数值模拟的结论。实验最终得出几种曝气方式中的最优形式,为曝气生物滤池实际应用中曝气方
式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得到结论主要有：
(1)研究两相流运动特征可以从实验研究两相流主要参数入手,采用粒子图像测速技术可得到具体的参数值,为数值模拟提供边界条件。
(2)FLUENT软件模拟出不同状态下的气液两相流场,分析模拟结果得出的结论与实际的实验一致。
(3)对于曝气孔径、气流速度、水深纵横比三种因素,改变其中任一种因素都会引起流场中的气泡体积、气相分布等的变化。
(4)在本实验条件下,当水深纵横比h/w=1,曝气孔径最小d=0.6mm,气流速度最大v=0.3m/s,模拟的气液两相流场中气相分布最均匀,两相流紊动强度较
大,气液混合最充分,曝气方式为最优。

5.期刊论文 项红 再生纸厂污水处理SBR系统射流曝气器曝气选择与应用 -环境2005,""(z1)
根据我国再生纸厂污水处理中曝气的要求,对几种曝气方式的优缺点进行了对比,提出了适宜再生纸厂污水处理曝气的方式.

6.学位论文 王海梅 底部曝气氧化沟在七道湾污水处理厂的应用研究 2007
城市污水是城市的产物。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排放的污水越来越多，水质越来越复杂，而造成污染物通过食物链危害我们的身体健
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制约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使我们不得不开展污水处理工程，以改善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城镇污水的处理程度一般应为二级。目前国内外应用较多的二级污水处理工艺主要包括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
活性污泥法是以活性污泥为主体的污水生物处理技术。此法能有效的去除城市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质，处理费用较低。活性污泥法有多种处理工艺
，城市二级污水处理厂常用的工艺方法有：普通曝气法、AB法、氧化沟工艺、SBR法(间歇性活性污泥法及其变种)、A/0法及A2/0法等等。
氧化沟工艺是本世纪50年代由荷兰工程师发明的一种新型活性污泥法，其曝气池呈封闭的沟渠型。由于氧化沟构造简单，运行简便且处理效果稳定

可靠在国内外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应用。欧州的氧化沟污水厂已有上千座，在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中引进国外氧化沟的先
进技术，从原来的日处理量3000m3到目前10万m3以上的污水处理厂已比较普遍，氧化沟工艺已成为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的主要工艺。
在早期由于氧化沟占地面积大，仅应用于小型污水处理厂，随着对氧化沟污水处理技术的充分认识和不断改进，曝气装置的不断完善和多样化，氧
化沟正以其基建费用低，运行管理简便，处理效果好，出水水质稳定等优点逐步被大、中型污水处理厂所采用。
底部鼓风微孔曝气氧化沟就是将传统曝气池采用的微孔曝气设备应用于普通氧化沟工艺的一种新型式。本文就底部鼓风微孔曝气改型氧化沟在七道
湾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实际运行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论述，总结了此工艺的技术特点，得出了本改型氧化沟适合于厂址占地限制、高寒地区及含有高
浓度工业废水的城镇污水处理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对本工艺的推广应用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7.会议论文 毛孟修 关于焦化污水处理中曝气时间的刍议 1986
在焦化酚氰污水的活性污泥处理装置中，曝气池是关键的构筑物，而污水在曝气池内的水力停留时间（即曝气时间）是曝气池设计和运行中最重要
的参数。目前国内大部分焦化厂曝气时间约为10小时左右，处理后水质仍达不到国家三废排放标准。为进一步提高出水水质，经过15小时的曝气，可生
化的COD[*vcr*]已基本被生物降解，该文认为焦化厂生物处理的曝气时间15小时为最宜，延长至25小时曝气，既无必要，也不经济。（钟宁摘）

8.会议论文 韩光瑶.李世刚 高效、低耗的污水处理新技术--敞开式微气泡富氧曝气活性污泥工艺 2005
活性污泥法是降解、去除污水中所含有机物的最经济、最有效的工艺,采用此工艺时,如增加污水中的溶解氧量,可大幅度提高污泥中微生物的活力
,显著改善污水处理效率.但过去由于氧气成本高,纯氧曝气法一直处于试验阶段,未能很好地推广应用.本文介绍的变压吸附现场制氧可提供廉价氧气源
,结合微气泡富氧曝气技术,同时实现了充氧和混合,氧的利用率很高,大幅度降低纯氧曝气处理污水的综合投资和运行成本,是一种高效低能先进的污水处
理工艺,具有很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9.学位论文 陈举烽 节能曝气膜性能的试验研究 2006
本文综述了膜的有关概念、膜的生产工艺及膜技术在给水处理和污水处理中应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膜分离技术的应用，其中主要介绍了微
滤、纳滤、超滤和反渗透各项分离技术的原理和操作方式，并着重介绍了国内外曝气工艺中的近几年所取得的成就。
文中介绍了膜曝气的两种原理(致密膜曝气原理即双膜理论和非致密膜曝气原理即溶解理论)，以及在两种曝气原理基础上，进行膜曝气清水充氧实
验装置的设计，特别是对曝气装置所需膜面积与实验所需搅拌装置的计算。经过实验测量得出结论：两种曝气膜(40g/m2和35g/m2)的充氧性能在溶解氧
为4mg/l时氧传递速率分别为：P=1.23mg/m2·min=1.77g/m2·d和P=1.66mg/m2·min=2.39g/m2·d，均大于0.9g/m2·d，满足实际要求。并且得出影响膜
曝气实验装置清水充氧性能的影响因素：膜曝气装置有效的提高了氧的转移效率和速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曝气过程的能耗和曝气时间，以及膜的充
氧性能主要取决于膜的厚度，即膜越薄，氧的转移速率越大；反之，膜越厚，氧的转移速率越小。膜越薄，膜的质量越小，膜的厚度越小。与搅拌和风
扇的转动无主要关系。同时通过进行膜的承压性能实验，测出两种膜的承压性能分别是4m水柱和4m水柱，均能满足一般曝气池的水深要求，以及用阿累
尼乌斯曲线方法测量出两种曝气膜的使用寿命分别为9.58年和8.07年。
本文通过对曝气膜清水充氧性能实验的研究、曝气膜承压性能的研究和曝气膜的使用寿命的测定，证明了曝气膜在这三个指标上均能满足一般曝气
工艺的要求。也就是充分论证了节能曝气膜理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的可行性。

10.会议论文 王涛.楼上游 悬挂链移动曝气技术的研究-传统曝气技术的完善与发展 2001
曝气技术与设备一直是活性污泥处理工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使用的曝气设备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影响了整个处理工艺的运行.本文分三部介
绍悬挂链移动曝气技术与设备进行,主要阐述了针对传统曝气技术在曝气设备、运行工工艺和构筑物形式等三方面进行的改造.通过对悬挂链移动曝气技
术与设备的研究,为今后我国兴建污水处理提供了一条低投资、高效能的途径,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污水处理率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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