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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运行Ａ２／Ｏ工艺的污水厂中实地研究了溶解氧的空间分布规律，探讨性地提出了

溶解氧的空间分布原则以及两种评价溶解氧控制品质的指标，并对溶解氧的设定进行了优化；同
时，提出并验证了两种有效的溶解氧控制品质评价指标，据此改进了溶解氧控制策略，提高了溶解
氧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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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仪表、控制和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污水

品质评价指标，据此改进了溶解氧控制策略，提高了

厂在线仪表得以推广使用，溶解氧仪表目前已经在

溶解氧控制效果。

大多数污水厂得到应用‘１Ｊ。由于对溶解氧的卒间

１试验条件与方法

分布规律缺乏了解，溶解氧设定还停留在经验假设

本次试验选定存北京清河污水厂进行，该厂分

阶段；同时缺乏有效的溶解氧控制品质评价指标，致

两期建设，处理能力均为２０×１０４ ｍ３／ｄ；一期采用倒

使在线溶解氧仪表无法用于在线控制。Ａ２／Ｏ工艺

置Ａ２／Ｏ工艺，二期采用Ａ２／Ｏ工艺；二期共设Ｅ、Ｆ、

中，生化反应池为推流式，推流沿程具有不同的溶解

Ｇ和Ｈ四组平行运行的反应池，每组反应池处理能

氧设定需求，合理的溶解氧空间分布与设定直接影

力为５×１０４ ｍ３／ｄ，选择二期Ｈ池进行溶解氧牵间

响着出水水质和运行能耗旧Ｊ。此外，对溶解氧控制

分布规律探测及溶解氧控制品质评价试验。二期工

品质进行有效、准确的评价能够帮助提高控制策略

艺流程见图１。

的精度。笔者在运行Ａ２／０工艺的污水厂中实地研

Ｈ池的平面结构以及溶解氧仪的安装位置如图

究了溶解氧的空间分布规律，并对溶解氧设定进行

２所示，其中好氧区ｌ、好氧区２、好氧区３均可独立

了优化；同时，提出并验证了两种有效的溶解氧控制

控制其曝气量，三个溶解氧仪均为膜法探头。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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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曝气立管开度的限制，而且通过后期试验验证，
ＤＯｌ、Ｄ０２、Ｄ０３处的溶解氧是可以分别给定设定值

沉淀物ｌ二重塑匦

并独立控制的。溶解氧沿深度的单调递减在后续试

剩余污泥

验中得到证实。

污泥回流

图１

盹．１

清河污水厂二期工艺流程

ｎ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ａｆ岫２ ｐ∞嘲０ｆ Ｑ咄ｗ珊

图３

№．３

Ｈ池溶解氧手持测量点分布

Ｄｉ８仃ｉｂ曲ｎ
表１

陆．１
图２

隐．２

Ｈ池在线溶解氧仪布局

Ｄｉｍｉｂｕ岫０ｆ Ｄ０

ｍｅＩｌ啪ｉｎ

深度／ｍ

ｔａＩｌｋ Ｈ

在本次试验中，对３个好氧区的溶解氧进行独

Ｄ０

０ｆ

Ｄ０础岫叫咖ｅｍ灿ｉｎ

ｔ衄ｋ Ｈ

Ｈ池溶解氧沿池深分布

ｄｉ袖ｕ妇ａｌｏｎｇ ｄｅｐｍ

Ｄ０ｌ／

Ｄ０２／

０ｆｔａＩｌｋ Ｈ

Ｄ０３／

Ｄ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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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１．０９

０．６７

１．３８

１．７６

立控制，持续时间为６个月；期间研究了溶解氧的空

１．５

Ｏ．９３

０．５８

Ｏ．９９

１．５５

间分布规律，并对溶解氧的控制品质评价指标进行

３．Ｏ

Ｏ．９３

０．４８

Ｏ．７２

１．５０

０．６３

１．３４

Ｏ．４８

Ｏ．７４

了研究。

４．５

０．８２

Ｏ．３９

２溶解氧的空间分布

６．０

Ｏ．７０

Ｏ．２９

在Ａ２／Ｏ工艺中，生化反应池为推流式，沿程具

有了对溶解氧截而分布规律的掌握，溶解氧的

有不同的溶解氧设定需求；同时，溶解氧在水深方向

设定不再局限于溶解氧探头的点测数值，而是以整

也具有沿高程分布规律。通过研究溶解氧沿高程的

个截面的有效均值为依据，提高了溶解氧设定的合

分布规律和推流沿程设定需求来优化溶解氧的设

理性。

定。

２．２溶解氧的沿程分布

２．１

在污水厂常见的溶解氧控制中，在给定设定值

溶解氧沿高程分布
污水厂在线溶解氧仪的探头一般深入水下ｌ

ｍ

时总是隐含了一个假设条件：曝气池是均质的完全

左右，所测量的只是插入点处的溶解氧值，无法有效

混合池，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特别是在连续流的工

反映整个横截面卜的溶解氧分布情况。如果能够掌

艺中。比如Ａ２／Ｏ工艺，其好氧段占整个工艺段的

握横截面上的溶解氧分布趋势，将为更合理地设定

长度比例较高，推流沿程分布变化较大，某一个特定
的溶解氧设定值无法代表整个好氧段的溶解氧分布

溶解氧提供依据。

需求。

本次试验在Ｈ池中沿推流方向选择了４个测
量位置（ＤＯｌ、Ｄ０２、Ｄ０３、Ｄ０４），每个测量点沿高程

在Ａ２／Ｏ工艺中，推流沿程好氧段一般可以分

选择５个测量点（０、一１．５、一３．０、一４．５、一６ ｍ）并

为充氧段、维持段和出水段三部分（见图４），各段的

使用手持仪表进行溶解氧沿高程趋势检测（见图

溶解氧设定需求各不相同¨Ｊ。

３）。表ｌ记录了生化池中不同位置及不同深度情

充氧段的目的是使从缺氧段流入的混合液快速

况下采用手持溶氧仪测量的结果，可以明显发现溶

增氧，需要较大的曝气量供给；维持段的目的是维持

解氧在生化池内的不同空间呈现出一定分布趋势。

氧的供给和消耗的平衡，需要对氧扩散和消耗的动

由表１可知，溶解氧沿池深呈递减趋势，沿池长

态过程有准确的把握；出水段溶解氧设定除了考虑

则无明显规律。需要说明的是：沿池长的曝气量受

生化过程的消耗以外，还需考虑到防止污泥氧化过

·７ｌ·

万方数据

第２５卷

中国给水排水

第９期

ｗｗｗ．ｗａｔｅ‘ｇａｓｈｅａｌ．ｃｏｍ

度而不易沉降，如果内同流带有较高的溶解氧则不
利于反硝化过程，所以维持较低的溶解氧设定足合
适的。经验证，一般情况下允氧段的曝气量【与总气
最的４０％～６０％，维持段占２０％一３０％，出水段占
１０％一２０％即可满足各段溶解氧设定的需求。

图５溶解氧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Ｖ面撕∞ｏｆ Ｄ０ ｗ汕ｄｍ

Ｉｊ｝｜６显示的足ＤＯ对时问的导数，即ＤＯ的变化
率，是以ｌ ｍｉｎ为单位的变化量，变化范ｌ书１绝对值为
图４

Ｄｉ８劬ｕｄ加０ｆ

Ｆｉｇ．４

（Ｏ，Ｏ．５ ｍｇ／Ｌ）。图７是以３ ｍｉｎ为单位的变化量，

Ｈ池溶解氧需求分布
ＤＯ弛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变化范围的绝对值为（０，０．８ ｍｇ／Ｌ）。这些指标表

ｉｎ恤［１ｋ Ｈ

明，在丁艺控制中．溶解氧是一个变化迅速的指标，

试验期间，按照｝：述溶解氰推流沿程分布理论

在短时间内的呵能变化范凼远远超过±０．２ ｍｇ／Ｌ

对Ｈ池的好氧段进行了溶解氧分布设定试验。试

的水平。

验持续两周，分５组进行；每组中允氧段、维持段和
出水段的溶解氧没定值各不相同，均按照各段溶解

１．５

氧设定需求对曝气鼍进行控制；按照溶解氧推流沿

１．Ｏ

程分布规律，在不同试验组中，对各段的溶解氧设定

÷０．５

进行了寻优探测，最终找到ｒ既能满足生化反应需

专
静

求又町节约能耗的溶解氧设定。

翥＿０．５

Ｋ

３溶解氧控制品质评价

Ｏ

．山＿一一．▲ｕ．一．■…一止‘“山。Ｌ。～．山ＩＬ．山■＿。“－ｊ．ＪＬ．
１Ｔ１’ｒ１¨７…＇１Ｉ『。１ｌ’１１丌”ｒ＿

’”１～¨ｒ’Ｔ１。ｒｒ’１甲’＇ｒ

一１．０

由于认识到了溶解氧随池深的分机规律，设定

一１．５
Ｏ

ｌＯ

２０

３０

溶解氧的时候不再单一根据在线溶解氧探头的测景

４０

５０

６０

ｆ／Ｉｌ

值，而是依据整个横截面的溶解氧分布趋势进行设
图６溶解氧信号时间变化率（１ ｍｉｎ）

啦．６岫眦ｏｆ

定。如此．好氧段的溶解氧设定将更趋于合理。
溶解氧是生物处理的关键控制冈素，其控制品

Ｄｏ

８ｉ酬（１

ｍｉＩＩ）

质的优劣直接影响生物处理的效果。４。；实际运行
，

中，由于溶解氧控制的滞后性及存在各种扰动，造成

一

溶解氰波动较大；如能准确评估溶解氧的控制效果

ｋ
Ｅ

≤

并据其修订控制策略，将会大大提高溶解氰的控制

簪

＿
一
制

品质。本次试验中，使用Ｊ，两种溶解氧控制品质评
价指标，帮助优化溶解氧控制策略。
３．１

溶解氧信号特征
污水厂在线溶解氧仪探头长Ｈ寸间处于恶劣Ｔ况

之下，加之传感器容易受到各种随机扰动，使得测量

图７溶解氧信号时间变化率（３ ｍｉｎ）

结果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图５是在采样率为５

Ｆｉｇ．７

Ｃｈ蚰ｇｅ珥ｔｅ

０ｆ Ｄ０

８ｉ目ｌｌａｌ（３Ⅱｌｉｎ）

ｓ的情况下所绘制的在线溶解氧测量值随时ｌ＇日Ｊ的变

如能对溶解氧的控制品质进行量化评估，便可

化，图中部分区域进行了放大处理，可以发现测量值

据此优化溶解氧控制策略。试验中，采用稳定度和

实际上是呈离散分布的。

离散度来评估溶解氧控制品质。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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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９可知，在连续超过２０ ｈ的运行时问内，

稳定度判据足以在线溶解氧值在目标范围内出

超过６０％的时间ＤＯ处于目标值（±Ｏ．２ ｍｇ／Ｌ）范

现的概率来衡量的。例如指标ＤＩ（２用来描述ＤＯ在

围内，几乎１００％的时问内ＤＯ处于目标值（±Ｏ．５

线值在规定时间段内出现在日标值（±０．２ ｍｇ／Ｌ）范

ｍｇ／Ｌ和±１．０ ｍｇ／Ｌ）的范围内。

围内的概率。类似的可以提出指标ＤＫ５、ＤＫｌ０，即

在长时间的运行中，建议的稳定度指标如表２

分别描述Ｄｏ在线值在规定时间段内出现在日标值

所示（适用于连续流工艺）。运行时间越长则该值

（±ｏ．５

ｒｌ∥Ｌ和士１．０

ｍｇ／Ｌ）范围内的概率。经验

越稳定。
表２

计算公式为：
ＤＫ２＝∑？：。Ｐ（ＩＤＯｆ—ＤＯｓＥＴＩ≤０．２）

’Ｉ铀．２

（１）

Ｄｌ（５＝∑？：１Ｐ（１ＤＯｆ—ＤＯｓ盯Ｉ≤０．５）

（２）

ＤＫｌ０＝∑？：１Ｐ（ＩＤＯｉ—ＤＯｓＥＴＩ≤１．０）

（３）

Ｉ

上式中乃为样本数量，ｉ为第ｉ个样本的标记。

Ｐｍｐ０８ｅｄ

Ｄ０控制稳定度判据的建议标准

ｅｖａｌｕａｌｉ∞础ｃ砒啊ｆｏｒ Ｄ０ ｃｏ咖ｌ

ｑｕＢｕｔ】，

指标

ＤｌＱ

Ｄｌ（５

ＤＫｌｏ

判据标准

０．３０

０．５５

ｏ．８０

３．３离散度判据

采用稳定度判据时需要有较大的样本数量，通常推

离散度判据是通过衡量在线ＤＯ值距离控制目

荐采纳连续１０ ｄ以上的数据，建议采样率≥２００个

标的离散程度来判断控制水平的指标。ＤＯ仪在工

点／ｈ。

作时是通过ＰＬＣ的ｌＯ采集模块获取溶氧探头的传
感器数据，该数据从形式上表现为一定时间间隔

图８为某次试验中的ＤＯ控制数据，控制的目
标值为１．０ ｍ∥Ｌ，该图连续记录ｒ在线Ｄｏ仪的读

（采样周期）的离散数据。此处对测量过程的误差

数，该溶解氧控制策略根据稳定度和离散度判据不

不做讨论，用测毓值距离目标值的标准偏差来衡量

断修正，最终Ｄ０读数连续在１．Ｏ ｍｇ／Ｌ附近波动，

控制的离散度，该值越大表示偏离的程度越大。
判断离散度的经验计算公式为：

明显受控。

厂Ｔ—１—————————■

盯（ＤｏｓＥＴ）＝．／■三Ｔ；（Ｄｏｉ—Ｄｏｓ盯）２
Ｙ¨一Ｊ…

（４）

以图８的ＤＯ变化曲线为例，总样本为４

７１６，

，
■
●

昌

≤
ｏ
口

标准偏差为０．２０３ ２。该值综合了平均值偏差和离
散化分布的偏差之和，可以作为定量的评价指标。
采片ｊ该判据时需要注意的是应该采用相同样本数量
情况下的偏差进行比较。样本量为２ ０００时建议采

图８溶解氧在线监测数据
Ｆｉｇ．８

Ｄ０

用的偏差值为０．３５～０．５。

８ｉ印ａｌ如ｍ∞ｌｉ鹏ＤＯ ｎ叫盯

３．４判据应用示例

图９为该次试验的稳定度削据计算结果。图中

分别对采用精确曝气控制前后两种模式下的两

ＤＫ２最终稳定在６０％的水平上，ＤＫ５、ＤＫｌ０则几乎

个溶解氧信号进行了稳定度计算，发现在传统控制

处于１００％的水平。

模式下，溶解氧的稳定度和离散度都无法达到理想
状态；采用精确曝气控制之后，稳定度和离散度得到
极大的改善，从溶解氧的稳定和离散度来看，精确曝
气控制有利于溶解氧控制水平的提高。
３．４．１

传统控制手段下的溶解氧指标

图１０为试验组某台溶解氧仪表在传统控制手
段下的溶解氧在线测量数据曲线，样本量为１３

７６５，

控制日标值为２．５ ｍｇ／Ｌ，与之对应的稳定度判据曲
线见图ｌｌ，其中ＤＩ（２、ＤＫ５和评估值偏差较大，不能

Ｆｉｇ．９

图９溶解氧稳定度判定指标曲线

满足表２中的稳定度判据要求。离散度为０．６４７

Ｅｖａｌｕ止帆砌ｃ锄哺ｋ Ｄ０

也不能满足要求。

ｏ∞ｈＤｌ ｑｕａｌｉ哆

·７３·

万方数据

５，

第２５卷

中国给水排水

第９期

ｗ叭ｖ．ｗａｔｅ。ｇａｓｈｅａｔ．ｃｏｍ

，
■
●

量

≤
球
篷
链

图１０
Ｆｉｇ．１０

图１３溶解氧Ａ３叩稳定度判定指标曲线

Ｈ池溶解氧信号Ａ３０７
Ｄ０ ８ｉ８｜Ｉａｌ Ａ３０ｒ７ ｉＩｌ ｔａｌｌｌ‘Ｈ

Ｆｉｇ．１３

Ｅｖａｌｕ蚯∞砌ｃ劬哪ｈ ｃｍ灯ｏｌ ｑＩ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８ｉｇ阳ｌ

Ａ３０８

４结论

零

世

在Ａ２／Ｏ工艺的好氧段，按照不同工段实际生

删
驻

化反应需要，溶解氧在推流沿程上具有不同的设定

磊
蜒

需求。在出水安伞的限制条件下，探测了清河厂Ｈ

Ｃ

ｏ

池不同丁段的溶解氧需求，使溶解氧的设定更为合
∞∞舳加∞如∞如加ｍ

理，曝气能耗进一步降低。

０

通过溶解氧评价指标可以探测现有溶解氧控制
策略的不足，并对溶解氧控制策略作出针对性的修
图”

Ｆｉｇ．１１

订。存精确曝气控制模式下，将评价指标纳入了溶

溶解氧Ａ３０７稳定度判定指标曲线

Ｅｖａｌｕ８ｌｉ∞ｉＩｌｄｉｃ啪ｆｏｒ ｅ伽Ⅱｏｌ ｑＩｌａｌｉｔｙ

解氧控制策略内，提高了溶解氧的控制品质。

０ｆ ８ｉｇｎ且ｌ

Ａ３０７

３．４．２

好氧段推流沿程只设置了３台溶解氧仪，因此

ＡＶＳ精确控制模式下的溶解氧指标

对推流沿程的溶解氧分布趋势的掌握还略硅不足；

图１２为试验组Ａ的溶解氧受控在线测量数据

未来若能通过增加推流沿程的溶解氧测量点数或通

曲线，是采用ＡＶＳ精确曝气系统后的实测曲线，样

过其他方式获得更为详尽的推流沿程溶解氧分布趋

本量为１２ ９１３，控制日标值为２．０ ｍｇ／Ｌ。与此对应

势，将为进一步优化溶解氧设定提供依据。

的稳定度判据曲线见图１３，Ｄｌ（２、ＤＫ５、ＤＫｌ０均可满
足表２中的稳定度判据要求。对应的离散度判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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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张波.高廷耀.ZHANG Bo.GAO Ting-yao 倒置A2/O工艺的原理与特点研究 -中国给水排水2000,16(7)
通过短时厌氧环境的生化特性、厌氧/缺氧环境倒置效应和小型系统平行对比试验,较系统地研究了倒置A2/O工艺的原理和工艺特点.指出:①聚磷菌
厌氧有效释磷水平的充分与否,并不是决定其在后续曝气条件下过度吸磷能力的充分必要条件.推进聚磷菌过度吸磷的本质动力与厌氧区HRT和厌氧环境的
厌氧程度有关.在一定范围内,厌氧环境的HRT越长,厌氧程度越充分,聚磷菌的吸磷动力越强.②把常规生物脱氮除磷系统的厌氧、缺氧环境倒置过来,可以
得到更好的脱氮除磷效果.小型系统平行对比试验表明,倒置A2/O工艺的氮磷脱除功能明显优于常规A2/O工艺,其COD去除能力则与常规A2/O工艺相当.

2.期刊论文 刘宝玲 A2/O工艺改善污水处理除磷脱氮的措施 -污染防治技术2003,16(2)
用A2/O工艺处理城市污水,改善除磷脱氮的效果.通过实践对比,并进行理论分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提高除磷脱氮的具体措施.

3.学位论文 马俊 倒置A<'2>/O工艺污水生物脱氮效果研究 2006
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水体污染现象日益严重。加强污水处理，控制氮、磷等营养性物质进入水体是防止水体污染的主要途径。生物脱氮技术因
其特有的技术经济优势，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而开发一种经济有效的污水脱氮处理技术己成为水污染控制工程领域的重点与热点。
本论文对倒置A2/O工艺生物脱氮的相关机理进行了探讨，并对影响系统脱氮效果的各种因素(诸如温度、水力停留时间、溶解氧浓度、污泥回流比、
C/N比、进水水质等)以及反应器各部分在脱氮过程中的作用、功能及主要的运行机理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研究，并在试验中得出了系统运行的最佳工艺
参数为：好氧区水力停留时间为6h，好氧区前端溶解氧浓度为3mg/L，中后段为2mg/L，污泥回流比为200％。系统在此条件下能够达到较佳的硝化和反硝
化效果，并能保证较好的有机物的去除效果。
在倒置A2/O工艺参数沿程变化研究中发现，当好氧区溶解氧浓度存在梯度变化时，其中发生了好氧反硝化反应，其对出水硝态氮的浓度有着明显的
影响。在本文的最后通过倒置A2/O工艺与常规A2/O工艺的对比实验，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说明了倒置A2/O工艺的优越性；并对倒置A2/O和传统A2/O两种
工艺中相关工艺参数沿程变化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

4.期刊论文 王伟.Wang Wei A2/O工艺在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实践 -山西科技2009,""(1)
文章详细介绍了A2/O工艺在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应用实践,具有较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5.期刊论文 黄春 改良A2/O工艺在寒冷地区城市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环境科学与管理2010,35(4)
传统A2/O工艺的脱氮除磷效果有限,特别是在寒冷地区,为提高处理效果,产生了改良A2/O工艺.黑龙江省某市污水处理厂采用改良A2/O工艺处理市政
污水,使其处理达标排放,介绍了此处理工艺中各个构筑物的设计参数和工程运行情况.

6.期刊论文 吴昌永.PENG Yong-zhen.彭轶.WU Chang-yong.PENG Yong-zhen.PENG Yi A2/O工艺的反硝化除磷特性
研究 -中国给水排水2008,24(15)
为了解传统A2/O工艺中反硝化除磷的作用及强化缺氧吸磷对系统同步脱氮除磷的贡献,以实际生活污水为处理对象,系统研究了缺氧段的反硝化除磷
特性及其强化措施,并通过序批式试验考察了除磷微生物种群比例的变化.试验结果表明:稳定运行的A2/O系统中存在反硝化除磷现象,通过提高缺氧段的
NO-3-N负荷,可使缺氧除磷贡献率从33.3%提高到53.3%,且系统的除磷率维持在95.4%以上;同时,好氧段的曝气量从400 L/h减少到260 L/h,节约了近
35%;反硝化聚磷菌占聚磷菌的比例由35.4%提高到51.3%左右,微生物种群得到了优化.强化A2/O工艺的反硝化除磷功能,对提高低C/N值污水的脱氮除磷效
率及降低运行能耗具有重要的意义.

7.会议论文 李辉.祁佩时.王化可.马晓春.毕孟飞 A2/O工艺中的矛盾关系及其改进6 2006
本文介绍了A2/O工艺的机理和特点,分析了A2/O工艺中存在的矛盾关系,如硝酸盐问题、泥龄问题、碳源问题.针对运行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了改
进的工艺.理论探讨表明,改进的工艺能提高脱氮除磷的效果,增强工艺的运行稳定性.

8.期刊论文 郝晓地.宋虹苇.胡沅胜.郝二成.周军.甘一萍.王洪臣.HAO Xiao-di.SONG Hong-wei.HU Yuan-sheng.
HAO Er-cheng.ZHOU Jun.GAN Yi-ping.WANG Hong-chen 采用TUD模型动态模拟倒置A2/O工艺运行工况 -中国给水排
水2007,23(16)
在进行动态模拟前,首先对3组现场检测的水质、水量数据进行物料平衡检查,目的是校核实测数据的准确度.通过物料平衡分析发现,只有2组数据的
物料平衡准确度合格,另外1组为无效数据.利用静态模拟建立并校正过的工艺模型对2组有效数据进行动态水质模拟,发现预测结果与实测值的吻合度至少
为80%～90%.在此基础上,对典型水量日变化曲线(24 h)下的动态进水负荷进行模拟以预测出水水质的变化趋势,揭示动态负荷下出水水质的变化规律以及
保持良好水质所应采取的运行对策.动态模拟结果具有较高吻合度这一事实表明,数学模拟技术完全可用于我国污水处理厂运行问题诊断以及运行优化方

案的制定与实施.

9.学位论文 陈小扬 A<'2>/O+人工湿地组合工艺在流溪河YW度假村污水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2009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观光与休闲度假成为当今人们生活消费新热点，伴随而来的是宾馆、酒家、度假村生活污水等对
周边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从化流溪河上游以温泉为特色云集众多度假村，度假村所产生的污水若不加以处理或处理不达标排放，将会污染流溪
河水体及生态环境，对广州市的饮用水源安全造成相当的影响。<br>
本文在深入研究流溪河水环境保护规划的相关政策规定和排放控制标准，认真分析YW度假村未来经营规模、地理环境条件和污水排放特征的基础上，确
定了YW度假村污水处理系统的技术需求和设计原则，通过分析比较各种常用污水处理工艺技术的性能和特点，确定了以“A2/0+人工湿地”工艺组合作为
该度假污水处理系统的主导工艺，并设计了污水处理系统的工程技术方案；工程建成后，对该系统作进一步地跟踪监测和调试。<br>
系统稳定运行后，经当地环保主管部门验收检测，出水水质检测结果为：SS≤60mg/L、CODcr≤20mg/L、BOD5≤4mg/L、氨氮≤1.0mg/L、总磷
≤0.20mg/L、动植物油≤10mg/L。表明该系统运行效果良好，出水水质指标同时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级标准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Ⅲ类水质标准，符合流溪河水源涵养保护区特定排放标准的严格要求。<br>
实际运行结果表明：采用“A2/O+人工湿地”组合工艺对YW度假村污水进行深度处理，能在保证排出水质达标的前提下，做到贴合实际、造价合理、运
行稳定，值得在同类型度假村中加以推广应用。

10.期刊论文 冯丽辉.王莉.FENG Li-hui.WANG Li 基于LabVIEW的污水处理出水水质软测量实现研究 -昆明理工大
学学报（理工版）2005,30(z1)
以昆明市第二污水处理厂的A2/O工艺为研究对象,采用先进的软测量和虚拟仪器技术来预测其出水水质.两者的集成有利于充分发挥基于Matlab的软
预测复杂运算和基于LabVIEW的强大数据采集与卓越的图形显示、操作等功能,最终提高污水处理过程的监控水平.研究表明:此方案技术可行、人机交互
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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