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曝气在 CASS 工艺运行和节能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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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江市污水处理厂二期和一期工程采用 CASS 工艺，处理规模分别为 5
万 t/d,在 2013 年先后实施了精确曝气控制系统（AVS）.该系统采用“前馈+模
型+反馈”的控制逻辑，实现了鼓风曝气环节的大闭环控制。AVS 系统稳定运行
后，曝气阶段的溶解氧控制在目标设定值±0.5mg/l 的范围以内，出水水质、污
染物的去除率有所提高，而且处理单位水量的鼓风机电耗也有所下降。AVS 系统
在满足出水水质达标的前提下实现了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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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eration volume control system (AVS) has been applied in
Neijiang WWTP phase II and phase I. The system includes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DO area control, the layout design of relevant control valves
and online instruments, and the design of blower control system, etc. The
whole system comes to be a closed-loop control. Up to Mar. 2014, AVS has
been running stably for several months. The control accuracy of DO conc.
in aeration tank is ±0.5mg/l. In comparison with phase I (under classical
aeration mode), the stability of effluent quality has been improved,
meanwhile, the energy saving in blower devices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accurate aeration system,
energy saving

前

言
城市污水处理属于高能耗行业，污水厂的直接成本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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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费，而动力费中曝气环节又占据了 50%以上的份额，可见曝气环节是污水厂节
省能耗和降低运行费用的关键。曝气效果和出水水质是否达标密切相关，如何既
能保证出水达标运行，又能尽可能降低曝气环节的消耗和费用， 达成两者的平
衡，就成为考量污水厂精细化控制水平的标杆。溶解氧浓度也就成为影响整个污
水生化处理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控制水平的好坏影响到污水厂的出水水质和
运行效果。【1】在传统的曝气控制模式下（人工调节、PID 等）， 由于污水处理
系统的时变性、时滞性、扰动性和非线性等特性会造成各种扰动，很难做到曝气
系统按需供、配气，实际应用中经常发生供气不足或者过量供气，导致出水水质
不稳定和能耗过高的弊端。因此，对污水处理厂曝气系统的精细化控制非常重要，
而为了达到优化曝气的目的，需要建立基于活性污泥数学模型的先进控制技术。
【2】

精确曝气是基于活性污泥数学模型和鼓风机-阀门联合控制的先进控制技术，
模型的核心是国际水协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提出的一系列用于描述活性污泥工
艺处理污水的生化反应动力学过程的数学模型——ASM 系列模型（ASM1、ASM2、
ASM2d、ASM3）。该系列模型以定量化的方式描述了污水生化处理过程中溶解氧
浓度的变迁、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不同种群微生物的生长-衰亡规律和脱氮除磷
的过程。【3】基于 ASM 模型，精确曝气控制系统能根据曝气池中设定的目标溶解
氧浓度，结合进水的水量、水质等工艺参数，计算出维持当前目标溶解氧浓度所
需的曝气量，即需气量，并向曝气池提供足以维持设定目标溶解氧的气量，而这
一过程将由鼓风机-阀门的联合精细化控制来实现。鼓风机是整个曝气系统的动
力源泉，通过启停或者调节进、出口导叶开度提供曝气池所需的总曝气量；阀门
通过调节开度，负责曝气量在各个生化池或不同工艺控制单元内的二次分配，以
保证每个控制单元都能“分配”到合适的气量。
通过精确曝气系统的精确控制，曝气池的溶氧能维持在设定目标值附近波动，
避免了传统曝气方式下可能为了一味追求水质达标带来的过量供气的弊端。 四
川省内江市污水处理厂二期新建污水处理工程于 2013 年 8 月开始实施精确曝气，
而原有的一期污水处理工程从 2013 年 10 月开始实施精确曝气，至 2014 年 3 月
均已基本实现溶解氧的精细化控制，削减单位污染物、处理单方水的鼓风机电耗
也有明显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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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江市污水处理厂实施精确曝气前的概况
内江市污水厂分为一期和二期工程，均采用 CASS 工艺，分别由四组生化反应
池构成，设计处理能力分别为 5 万 m3/日，工艺运行周期包括进水、曝气、沉淀
和出水等阶段，单个运行周期为 4 小时，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
一期、二期工程分别设有 3 台 Siemens-Turbo 鼓风机，各自为 4 组生化池进
行供气。在实施精确曝气改造之前，3 台鼓风机之间设有管路截止阀门。运行中
通过截止 Valve-1 打开 Valve-2 或打开 Valve-1 截止 Valve-2 实现 1#、2#或 3#
鼓风机为不同生化池供气：

生化池-A

生化池-B
高速离心鼓风机
曝气管路
反应池壁
管路截止阀

生化池-C

开关型电动阀
总管流量计

Valve-1

Valve-2

生化池-D

Blower-1

Blower-2

Blower-3

图 1 鼓风机曝气管道系统图（实施精确曝气之前）

鼓风机系统原有的供气模式是传统的、基于人工调节的方式。根据 CASS
工艺周期性运行的工艺特性，通过启闭安装在鼓风机曝气总管上的截止阀
Vavle-1、Vavle-2 来实现向不同的生化池组供气：截止 Vavle-2、打通 Vavle-1
来向 A、B 池组供气；截止 Vavle-1、打通 Vavle-2 来向 C、D 池组供气。安装在
四根曝气支管（分别通向 A、B、C、D 四座生化池）上的电动阀，在曝气阶段打
开，在沉淀、排水等不需曝气的阶段关闭。整个曝气管道系统通过上述阀门的启
闭来切换向各池的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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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运行中发现，现场经常会开启 2 台鼓风机，池内 DO 仪表的读数较高，
但存在只用一台鼓风机进行曝气即可取得理想出水水质的可能性，有较大的节气、
节能空间；而且出水氨氮值偏低，氨氮削减量也较高，往往超过总氮的削减量，
证明生化池的硝化比较彻底，但反硝化不足，尚有上升空间。而这和较高的供气
量抑制了反硝化有关，会造成出水总氮偏高。如果能通过精确曝气减少一部分曝
气量，不仅可以节能，还有助于出水总氮的降低。

2、内江市污水厂精确曝气工程的实施
精确曝气系统（Aeration Volume control System，简称 AVS）是一个集成
的控制系统，可以实现整个鼓风-曝气环节的自动闭环控制，如鼓风机的启停、
导叶调节和阀门开度调节。
AVS 基于活性污泥数学模型和鼓风机-阀门联合控制， 能根据曝气池的需气
量合适地供给、分配气量，使曝气池的溶氧尽可能接近预设的目标值，确保出水
稳定，以较小的能耗和运行成本来实现出水达标。
AVS 采用“前馈+后馈+模型”组成多参数控制方式，结合其内嵌的控制逻辑
能使曝气系统在部分仪表已经损坏的前提下仍实行闭环控制，保证系统的稳定运
行。
在内江厂对 CASS 池进行精确曝气改造的过程中，以每组生化池作为一个溶
解氧控制区，设计一套就地控制系统，包括一个溶氧仪、一个电动调节活塞阀和
一个热式空气流量计。AVS 按照总需气量控制鼓风机，通过就地电动空气调节活
塞阀实现曝气量在不同溶解氧控制区间的分配，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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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气量A

溶解氧控制区-A
生化池-A

需气量B

生化池-B
溶解氧控制区-B

AVS系统
需气量C

总需气量

溶解氧控制区-C
生化池-C

鼓风机
MCP

调节

需气量D

溶解氧控制区-D
生化池-D

Blower-1

Blower-2

Blower-3

图 2 AVS 溶解氧控制区的划分和仪表设备安装示意图

曝气总管上不再通过截止阀的启闭来实现向不同生化池供气，而是彻底打通；
在分别通向 A 、B 池和 C、D 池的曝气总管上则安装有热式空气流量计和压力变
送器。在通向四组生化池的曝气支管上各自装有热式空气流量计和电动活塞阀。
每组生化池都安装了液位计和污泥浓度计。
四套就地控制系统对应四个溶解氧控制区，按照 AVS 给定的流量信号调节每
一台调节阀的开度，使实际气量与设定气量相一致，以满足每个溶解氧控制区的
气量需求，从而实现按需配气。
AVS 就地控制系统的气量调节示意图如下所示：
气体流量计
气量设定信号

活塞阀

溶解氧信息

AVS
控制柜

前馈信号

曝气池

污泥信号

图 3 AVS 就地控制系统气量调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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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信息

内江厂一期、二期工程的鼓风机组分别由三台 Siemens-Turbo 高速离心鼓风
机构成，两用一备。每台风机配置一个单元控制器（LCP），设置一台主控柜（MCP）
来负责鼓风机投入启动或关闭台数，导叶开度大小，并能依据相关的信号做完整
的控制动作。将 3 台鼓风机作为一组，采用总流量的调节控制方式，根据 AVS
系统动态计算出来的总风量，通过鼓风机主控柜 MCP 自动控制所有鼓风机的启停、
导叶开度调大或调小以使风量及压力满足需求，避免了进水负荷高峰时的曝气不
足和进水负荷低谷时的曝气过量，实现了曝气过程的精细化、稳定化控制，按需
曝气节约了曝气能耗。

图 4 AVS 鼓风机控制原理示意图

3、 运行效果评价
内江厂二期在 2013 年 8 月投运的同时实施了 AVS， 二期在 2013 年 10 月开
始实施 AVS 改造。经过数月的调试，运行效果趋于稳定，实现了曝气系统的闭环
控制，即从鼓风机到各个支管配气的全自动控制，对溶解氧的精细化控制和对曝
气时段的按需供配气，使得出水水质更加稳定，有效降低了处理单方水的鼓风机
能耗（相较未实施 AVS 的历史数据而言），实现了工艺运行的优化和节能降耗。

3.1 溶解氧控制效果评价
为了对比两种不同的曝气模式对溶解氧的影响，分别取实施了 AVS 的二期生
物池溶解氧浓度和同期未实施 AVS 的一期生物池溶解氧浓度作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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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实施 AVS 的一期一号池溶解氧，DO 未受控

实施 AVS 的二期五号池溶解氧，DO 受控

图 5 实施 AVS 与否的 DO 控制效果对比

经过比对可知，实施 AVS 的 E 池溶解氧浓度 DO105 的控制精度要远好于同时
期采取传统人工控制模式的 A 池溶解氧浓度 DO101（二期的 E 池在工艺运行条件
上接近一期的 A 池，适合作为平行对照组），而且浓度数值也大为下降。在不予
曝气的工艺阶段（沉淀和排水），实施了 AVS 之后也极少有 DO 残留。这就表明，
采用 AVS 有助于溶解氧的精细化控制，而且能节省气量。

3.3 出水水质效果评价
进水水量、水质的时变性和波动性对于如何调节好氧区的曝气量以满足活性
污泥对溶解氧的需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传统的曝气控制方式（人工调节或 PID）
存在滞后性，往往导致好氧区的溶解氧浓度波动过大，带来出水质的不稳定性和
能耗的浪费。【2】在内江污水厂经过对 AVS 系统的调试，至 2014 年初，总体的出
水水质已基本趋于稳定。通过将 2011 年~2013 年的年均主要污染物去除率（其
中 2013 年仅统计到 7 月，即 AVS 投运之前的历史数据）同 AVS 投运之后的月均
主要污染物去除率加以比较，COD、氨氮的去除率均和历年持平，而总氮、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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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除率则有所改善：
表 1 AVS 投运前后主要污染物去除率比较
时间段

COD 去除率

氨氮去除率

总氮去除率

总磷去除率

2011 年

85.98

88.90

——

——

2012 年

90.13

88.91

61.78

71.89

2013 年

89.56

86.06

60.63

64.91

AVS 投运后

87.79

88.32

66.81

84.33

注： AVS 投运后的数据是 2013 年 8 月——2014 年 2 月的月均水质数据，而且是二期出水和
一期出水的混合； 2011 年~2013 年的数据是当年的年均水质数据，其中 2013 年度的只统计
到 7 月，全部来自一期。

AVS 投运后，出水总氮去除率相较 2012 年度和 2013 年（截止 7 月）分别提
高了 8.14%和 10.19%，出水总磷去除率相较这两个时间段分别提高了 17.3%和
29.92%，有明显的改善。出水 COD 和氨氮的去除率和历史数据持平。

3.4 节能降耗效果评价
内江厂实施 AVS 后，能实现按需供气，避免了能源的浪费，有助于降低运行
成本。
将 2011 年~2013 年的一期历史数据分别同投运 AVS 以后的二期、一期进行
处理单方水鼓风机电耗的对比：
表 2 AVS 投运前后能耗指标的比较（1）
能耗指标
鼓风机电耗（kWh）
3

处理水量（m ）
3

处理单方水鼓风机电耗（kWh/m ）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AVS 投运后

4766

5036

3920

3753

39735

42150

32160

34527

0.1199

0.1195

0.1219

0.1087

注：表 2 是将二期投运后（2013.8~2014.2）的能耗结果分析和一期的历史数据进行对
比。其中一期 2013 年的结果只统计到 7 月，即二期 AVS 投运之前。
表 3 AVS 投运前后能耗指标的比较（2）
能耗指标
鼓风机电耗（kWh）
3

处理水量（m ）
3

处理单方水鼓风机电耗（kWh/m ）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AVS 投运后

4766

5036

3920

3781

39735

42150

32160

35421

0.1199

0.1195

0.1219

0.1067

注：表 3 是将一期实施 AVS 后（2013.10~2014.2）的能耗结果分析和一期的历史数据进
行对比。其中一期 2013 年的结果只统计到 9 月，即一期实施 AVS 之前。

综上，在二期和一期先后实施 AVS 以后，处理单方水的鼓风机电耗较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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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的历史数据，都有所下降，取得了一定的节能降耗效果。其中，二期在实
施 AVS 期间的单方水电耗，相较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截止 7 月）的一
期单方水电耗，分别下降了 9.38%、9.02%和 10.82%；一期在实施 AVS 期间的单
方水电耗，相较 2011 年、2012 年 和 2013 年（截止 9 月）的一期单方水电耗，
分别下降了 11%、10.71%和 12.47%。

4、精确曝气在 CASS 工艺中应用的难点
有别于 A2O、氧化沟等工艺，由于 CASS 工艺的特殊性，AVS 系统的应用会有
一些技术难点，也会和 A2O 工艺中应用的 AVS 系统有所差别。
CASS 工艺的特征之一是按照设定的反应时序进行进水、曝气、沉淀、排水等
操作，因此对反应池的供气不是连续进行的（一般在每个反应池的进水和曝气阶
段供气，而在沉淀和排水阶段停止供气，呈现非常明显的周期性），这是它和连
续向反应池供气的 A2O、氧化沟等工艺存在的最大差别。对于 AVS 系统来说，这
就对鼓风机-阀门的联合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控制要求。在工艺运行中的任何
时刻，至少有一组反应池在曝气，而其它反应池则处于停止供气状态，直到该反
应池曝气阶段结束停止供气，转而向另一反应池供气。在这一切换过程中，由于
气量需求的剧烈变化，可能会给鼓风-曝气系统带来冲击，导致鼓风机喘振等一
系列问题。AVS 系统通过工艺气量模型、鼓风机、阀门的联合控制算法解决了这
个隐患，即不影响工艺需气，又保护设备。首先，对鼓风机通过实时调节进行配
气供给，避免由于工艺对气量需求带来的剧烈变化和冲击，使鼓风机系统的过渡
更平滑；其次，通过阀门有效合理分配调节气量，响应鼓风机设备调节变化，增
强系统稳定性和合理过渡。
CASS 工艺的另一个运行特征是反应池进水过程中水位的周期性变化，这也
对鼓风-曝气系统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也是传统的 A2O 等工艺所未曾面临的问
题（其水位大致上维持稳定，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波动）。鼓风机需克服进水
曝气阶段水位升高带来的曝气管管压的上升，对工艺运行和节能不利。AVS 系统
对于水位的变化带来曝气系统的不利影响，通过建立预期模型，即时调节管道压
力及需气量，解决即满足工艺供气需求，又自适应水位、管压变化和工艺生产滞
后带来的曝气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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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和展望
1） 基于活性污泥数学模型和鼓风机-阀门联合控制的精确曝气控制系统，实现
了鼓风机、曝气管道和阀门调节之间的闭环控制，有助于对 CASS 工艺曝气阶段
溶解氧的精细化控制。
2）精确曝气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出水水质和污染物的去除率；特别是由于避免
了过量曝气，给予了更多的了反硝化空间，使得总氮去除效果的改善明显，对出
水总磷的去除率也有显著的提升。
3） 精确曝气的实施，从源头上实现了根据曝气池的实际需要按需供、配气，在
出水达标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了鼓风机的能耗。相较传统曝气模式，处理单方水的
电耗普遍下降了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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