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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污水生化处理是利用微生物清除污水中有机污染物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当前处理工业有机污水和城市
生活污水的主要手段。文章论述了目前国内外污水生化处理过程的控制与优化方面技术的发展概况，指出了国内
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与具体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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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城市污水年排放量大约在 420 亿吨，但是城
市污水的处理率仅为 30%，二级处理率为 15%。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污水排放
量迅速增长，大量未经处理的城市污水排放到地表水
系，造成水环境的严重污染，危害居民身体健康。城
市污水处理涉及到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节能
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外污水处理行业相对比，我国的污水处理系
统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目前，我国在污水处理领域资金投入严重
不足，约占 GDP 的 0.02%~0.03%，污水处理行业落
后，污水处理率低。美国平均 1 万人拥有一座污水处
理厂，瑞典和法国每 5000 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英
国和德国每 7000 人~8000 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
新加
坡和瑞典在 1989 年城市污水处理率就已达到 100%。
（2）相对于国外的污水处理厂，我国的污水处
理厂管理水平低，处理过程中的主要工艺参数与设备
运行参数靠人工经验设定。而国外发达国家污水处理
厂的运行管理自动控制水平高[ 1 ] ，从大型污水厂到小
型氧化塘，大多实现了计算机自动控制，遥控和闭路
电视监控等，现代化手段被广泛应用。如英国的泰晤
士河的威特尼伊污水处理厂早在 1980 年就安装了自
动化仪表设备，从而使污水处理过程完全由计算机进
行自动控制，全厂只需两个人值班操纵管理。
（3）检测仪表与成套设备研发相对落后。由于

靠性不高，种类少。国内许多污水处理厂目前仍采用
国外进口的设备与仪表，价格昂贵，后期维护费用高。
目前对于污水处理过程而言，品种还是远远偏少。
（4）对于污水处理全过程的建模、控制与优化
缺乏深入研究与实践。我国大部分污水处理厂检测与
控制水平低，凭经验设置工艺和控制参数。以曝气环
节为例，大部分污水处理厂的曝气过程多采用人工控
制，经常过量曝气导致能源浪费严重，还远谈不上对
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生化过程的精确建模和优化控制。
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2006 年~2010 年）中的“十一五”环境保护重点工
程中提到：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规模 4500
万吨/日，改造和完善现有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配
套污泥安全处置和再生水利用。
加快城市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工程建设：到 2010
年，所有城市都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城市污水处理
率不低于 70%，全国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1 亿吨/
日。加强污水处理厂的监管，所有污水处理厂全部安
装在线监测装置，实现对污水处理厂运行和排放的实
时监控。不断提高城镇污水收集的能力和污水处理设
施的运行效率，保证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后的实际处
理负荷，在一年内不低于设计能力的 60%，三年内不
低于设计能力的 75%。

2 战略意义
（1）污水处理全流程的检测、控制与优化技术

国内起步晚、技术落后，国产检测仪表精度较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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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节能减排总体目标的迫切需要

求，而目前我国大部分的污水处理企业仍停留在人工

截至 2008 年 3 月份统计数据，我国共有污水处

控制或简单 PID 控制的阶段，很难保证污水处理全流

理厂 1321 座，总处理能力为 8043 万 m3/d，投资总规

程的稳定运行，使出水水质经常不能达标、污泥膨胀

模为 1615.4 亿元，平均负荷率为 63.74%，平均达标

等生产事故时有发生。污水处理厂的工艺人员迫切需

率为 91.35%。到 2010 年将建成污水处理厂 3000 座，

要与控制工程师相结合，对于污水的入水水质、生化

估计处理率为 60%，

反应过程、出水水质波动等各种在线、离线检测数据

美国拥有 18000 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率达

进行科学分析，结合智能检测、诊断与控制技术开展

90%以上，我国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用庞大，吨水耗电

全流程的综合控制与优化，以保证在各种干扰条件下

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完全可以通过改进控制与优化策

出水水质稳定达标。例如：采用“前馈+反馈+控制模

略，提高负荷率，极大的节约能源。

型”组合控制技术，以污水处理厂进水区的进水流量、

以千吨电耗 120 度~180 度电计算，规划到 2010

进水水质检测值为前馈信号、生化处理池中溶解氧检

年污水处理 1 亿吨/日，根据目前的研究表明，采用全

测仪、氨氮检测仪、污泥浓度计、液位计、温度、pH、

流程建模、控制与优化策略，保守估计有 10%左右的

出水水质检测值等作为反馈信号、设定最佳 DO 值，

节电空间，以上述数据估算，污水处理领域普遍提高

控制鼓风系统，实时计算为了维持当前的好氧生化环

控制水平，每天将节电 0.12 亿度~0.18 亿度电，年节

境所需的供气量，不仅可使运行过程能耗与实际需求

约用电 44 亿度~66 亿度电能。
国外发达国家非常重视

匹配，而且能够更好的保证出水水质稳定达标。

通过先进控制技术节约能源，例如 DO 的合理控制能
节省运行费用，保证出水水质，瑞典 Kallby 污水处理
厂，通过 DO 设定值优化，曝气能耗降低 32%。
（2）污水处理全流程的检测、控制与优化是实
现节约投资，提高运营效率的迫切需要

（4）污水处理过程的检测技术与控制设备研发
是确保污水处理事业自主健康发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研究以单项优势
为主，偏重于工艺性能的研究，缺乏对不同处理系统
的综合评价，也缺乏系统性的比较研究和技术经济评

我国的污水处理行业，由于缺少对于处理水质的

价体系，因此长期以来国外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冲

精确建模和处理过程的优化控制，为了在最恶劣的入

击国内市场，国产产品无法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水水质情况下，也能保证出水水质，一般会采取加大

今后污水处理设备国产化工作要加大力度向前推进，

处理设施的容量的方法，使得建厂成本加大，且日常

并要调整科技攻关的思路，将工艺研究，设备开发与

运营能量消耗增加。对于已建厂，通常也会通过加大

自动控制密切结合，在推广应用先进工艺技术的同时

各工艺变量的安全裕量，“保守运行”，造成处理能

推出高质量的检测仪表，成套设备与先进控制系统，

力和能源的浪费。通过控制与优化技术，可以极大提

为水工业工程建设和技术改造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高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例如丹麦 Aars 市污水处

3 国内外技术发展现状

理厂，通过控制和优化提高了 15%的处理能力。我国
在加大污水处理领域投入的同时，非常有必要对已有
的管网和污水处理厂挖掘潜力，利用先进的建模与控
制技术，配合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提高处理能力。
（3）污水处理全流程的检测、控制与优化是实
现出水水质稳定达标的需要
随着全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国家对于
污水处理系统的出水水质必将提出越来越严格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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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水生化处理过程智能建模与预测方法
污水生化处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非线性的生化
反应过程，有着严重的不确定性，难以建立精确的数
学模型。复杂的数学模型包括许多生化反应过程，由
于一些测量数据的不足，很难获得未知动力学参数的
可靠估计，不能反映真实的污水生化处理过程。智能
算法的出现使复杂系统建模成为可能。Andrea[ 2 ] 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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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层前馈神经网络(BP)建模方法建立污水处理系
[3]

仅靠溶解氧一个指标是不能够判断污水处理质量的，

统模型。余颖等 采用自适应模糊神经网络(ANFIS)

氨的含量也是影响污水处理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所

建立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过程模型，其收敛速度较

以说在污水处理中要考虑到溶解氧、氨等多个变量因

[4]

快、样本需要量较少。Wan 将人工神经网络(ANN)

素，有关污水生化处理过程的多变量的建模与节能优

与 GA 结合，用于污水厂出水水质预报及控制参数优

化控制的研究论文报道很少见。

化，建成的模型具有自组织、自学习能力，对出水水

（3）污水生化处理过程的诊断模型研究

质预报准确率达到了 70%。

在污泥活性诊断模型研究方面，研究工作主要集

（2）污水生化处理过程的优化控制研究

中于：①各反应阶段的优势菌群及其生长特性；②污

国外在风量优化控制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常用

泥浓度和污泥龄的控制。虽然国内外针对优势菌群的

[5~7]

，但

反应机理和生长特性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如何通过污

是，由于污水生化处理过程的非线性、时滞及溶解氧

水处理厂的控制手段实现生物种群的优化还处于起

目标值时变性，使 PID 控制很难跟踪溶解氧目标值。

步阶段。大多根据工艺机理与工艺人员的经验，采用

在 PID 控制基础上发展了变增益的 PID 控制、模糊

控制污泥浓度、污泥龄及污水生化反应的溶解氧浓

PD 控制，这些方法仍然不能解决过程不确定性问题。

度、pH 值等手段实现。在活性污泥异常情况研究方

为此，有人采用神经网络自动诊断、模糊专家控制等

面，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污泥膨胀方面，在污泥膨胀的

的方法主要是基于溶解氧目标值的 PID 控制

[8]

智能控制方法 ，但是，对于复杂的污水生化处理过

可能原因和生化机理方面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17~19]，

程，学习样本有限和专家知识不足，使这些方法的效

但还没有建立控制污泥膨胀的通用数学模型，相应的

果不明显。日本东芝公司提出的分层最小成本优化控

决策专家系统多根据工艺机理和管理人员的经验搭

制[ 9 ] 是目前较好的解决方法，但是，该方法只是局部

建而成，具有主观性和不完整性，缺少对定性数据的

最优，没有考虑全局最优问题。因此，在污水生化处

严格分析。世界各地的污水处理厂仍经常发生原因不

理的节能优化控制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明的污泥膨胀，严重影响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

国内的污水处理过程的自动化水平仍相当落后，

（4）软测量技术及特殊生物传感器研究与应用

大多数只停留在数据采集和简单控制(如提升泵、污

生产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些工艺参数的在线测

泥回流泵、鼓风机的开关控制)的水平上。污水处理

量仪表缺乏，虽然在 90 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一些发

过程建模和控制方面的研究刚起步，杜树新[ 1 0 ] 对污

达国家先后研制出来了一些能自动测量的仪器（如

水生化处理过程建模与控制的国外研究状况进行了

BOD、COD 自动测量仪等），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综述，刘超彬等[ 1 1 ] 对污水处理过程中溶解氧采用模

价格特别昂贵、
维护困难、
检测周期长
（15～30 分钟）
、

糊神经网络控制方法，并进行了仿真研究。范昕炜等

稳定性不好、重复性差。因此，国内外有不少专家，

[12]

学者为解决上述问题进行了软测量技术的研究。

采用支持向量机在污水生化处理的建模方面做了
[13]

一些研究工作。丛秋梅等

提出了一种基于活性污

泥过程机理的递阶神经网络建模方法。杨志[ 1 4 ] 、范
[15]

[16]

成套的人工智能软测量软件（包括 BOD、COD、
TN、TP 等工艺参数的软测量），目前国内外市场上

等人在溶解氧的控制方面采用

还没有现成的产品。在一些环境保护和自动控制的专

了仿人智能、自适应、专家知识等方法。目前，这些

业杂志上出现过一些有关论文，都是针对某种工艺的

控制方法暂时还不能适应污水生化处理的非线性、时

实验室研究课题，暂时还没有中试和形成产品的报

变、时滞和不确定性，有限的专家知识库也不能完全

道。因此，软测量技术在污水处理过程的应用还要进

反映污水生化处理过程。并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限于

行大量、深入的研究，使其早日产品化。

石美

、袁德成

溶解氧的单变量建模与控制，实际污水处理过程中，

此外，工业污水的排放对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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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带来安全隐患。目前还没有针对污水入水的生物

数据信息一起进行反馈，组成智能反馈控制系统也将

毒性检测仪表，相关研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此外，

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方向。

可以有效测定具有某些特定功能的微生物数量（如硝

（5）集成化。将先进的污水处理厂工艺过程控

化细菌、反硝化细菌、聚磷菌）的生物量传感器也是

制系统集成到专用硬件平台，为污水处理厂集成控制

急需研发的传感器。

系统提供专门的集成控制器，控制器的输入例如美国

4 技术发展趋势与当前应该主要研究的共性、
关键技术

美生公司的生物池工艺智能优化系统（BIOS）。

4.1 技术发展趋势
（1）整体性。污水处理的技术发展需要考虑整
个供水、管网、污水处理、中水回用与污泥处理。从
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到污水处理厂的前期建设、污水
处理过程的建模、控制与优化以及日常维护都需要系
统规划，为了实现污水处理系统的高效运行，需要将
排水管网、泵站和污水处理系统作为整体考虑。
（2）适用性。污水处理过程控制具有显著的非
线性、大滞后、多变量、时变性的特点，且核心处理
单元为生化反应过程，特别对于连续型工艺，必需保
证污水处理厂的良好运行，使得收集的污水得到及时
有效处理，为此，需研究专门的适用于污水处理过程
的先进控制策略、可靠的生化检测仪表与专用设备。
（3）模型化。为了更好地进行控制与优化，更
好对污水处理过程的工况进行预测与诊断，必需为污
水处理过程建立模型。模型的建立除了参考国际水协
的数学模型，还应根据工厂的具体情况进行模型设计
与优化，除了生化反应过程的有机物去除、脱氮除磷
数学模型，还要为二沉池、曝气系统、污泥处置等环
节建立有效的数学模型。
（4）智能化。污水处理过程中的有效信息有一
大部分属于感官与经验描述，例如生化反应池池面的
气味、颜色、气泡情况等，考虑到各种干扰的情况以
及在线传感器经常发生检测偏差，对污水处理这种复
杂的动态系统进行人工智能控制成为重要的发展趋
势。国内外已有大量人工智能控制方法，包括神经网
络、模糊控制、专家系统等用于污水处理过程的建模、
控制与诊断，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但是距离实际工程
应用还有很大距离。此外，将感官信息和图像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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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与内容
4.2.1 污水处理节能降耗的控制与优化技术研究
（1）工艺目标值设定的最优化。研究不同工艺
条件下的污水处理过程的代价函数，综合考虑排放水
质成本（BOD、COD、TN、TP）及运行成本（鼓风
机耗电量、泵耗电量、污泥处理成本、药剂成本等），
建立评价函数，并采用最优化理论和方法，确定使得
代价函数取最优值情况下的工艺设定值（氨氮、硝酸
铵、磷酸盐、溶解氧）以及操作量目标值（回流量、
排泥量等），从而对污水处理过程参数进行优化设定。
图 1 为东芝公司在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综合考虑排放
代价的系
统成本构
成示意图。
（2）曝
气量智能
控制。污水
生化处理

TP
TN
BO
CO
排放水质成本
污泥处理成本
泵耗电量
鼓风机耗电量
药剂成本
运行成本

成
本
最
小
化

考虑到水质的使用成本

图 1 考虑排放代价的成本构成

的耗氧反应是重要的反应阶段，目前国内外的污水生
化处理的加氧工作都是采用大功率的鼓风机实现的，
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如何实现节能控制，降低成本，
是目前国内外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污水中的微生物
对氧的需求量是一定的，少了会降低水质，多了不仅
不能保证水质，而且还浪费能源，通常以溶解氧的含
量来判断某个时候供氧量是否合适。但是，所需要的
溶解氧不应该是一个定值，它是随着污水的浓度、天
气、气温、时间变化的函数。为此，需要研究在不同
工况条件下，溶解氧设定值的优化。这建立污水生化
处理过程的溶解氧变化的模型，并依据该模型对鼓风
量进行低能耗的优化控制。
建立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基于污水生化处理过程

朱学峰 李艳 黄道平：污水处理过程的控制与优化综述

的动态多变量模型，模拟污水生化处理中送氧鼓风量

制；将模糊推理、趋势分析方法与隐马尔科夫(HMM)

与溶解氧的变化，辅助污泥龄的控制（通过回流与排

相结合，研究低复杂度推理算法。最后针对诊断模型

泥量控制），对溶解氧进行优化和控制。图 2 为文献

结果的数据解释问题，研究解释机制和可视化方法，

2

[20]介绍的国内某大型 A O 工艺污水处理厂的能耗分
布（图 a）与设备电耗（图 b）情况。

为工艺操作人员提供决策支持。
（2）建立污水生化处理过程的诊断专家系统。
研究污水处理全流程的专家知识库与推理系统框架，
建立适用于污水处理厂需要的诊断专家系统，包括水
质趋势分析，活性污泥系统评价、工艺过程的异常情
况（污泥膨胀、污泥解体、污泥腐化等）的分析判断。
4.2.3 适用于污水处理过程的特殊成份分析仪与新型
检测仪表研究

图 2 国内某大型 A2O 工艺污水处理厂的能耗分布（图 a）
与设备电耗（图 b）情况

建议需要重点研发的曝气量优化控制系统为：(1)

（1）生物毒性在线检测仪
我国的城市污水中经常会混有工业废水，工业废

以出水氨氮为控制目标的串级控制系统，内环的被控

水来自造纸、石化、印染、化工、冶炼、制革、制药、

制变量可以是 DO； (2) 优化 DO 给定值的智能控制

制糖、酿造等各种企业，其中往往含有各种急、慢毒

系统，达到节能的目的。

素，如有毒有机物、有毒无机物和重金属等。如果进

（3）污泥回流与排放控制。根据代价函数的优

水没有预警监测和保护措施，一旦有一定量的毒素进

化目标值，进行污泥回流控制，进水稳定时，根据工

入曝气池中，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将被毒死或抑制，

艺要求采用定回流量 QR 控制或定回流比 R 控制；水

使得污水处理系统的活性污泥失活或活性降低。而更

量发生变化时，采用定回流比 R 控制、定 MLSS(污

换一池活性污泥耗时耗资很大，且造成停产数天，将

泥浓度)控制、定 F /M（污泥负荷）控制。

给污水处理厂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新的环境污染。

活性污泥是污水处理厂的主要排放污染物，由于

本项目研制的生物毒性在线监测仪，是基于毒性

含水率很高，且有大量病毒、重金属等物质，目前多

物质抑制生物呼吸引起水样中溶解氧变化这一基本

采用填埋方式，且剩余污泥的处理费用占污水处理厂

原理来测量生物毒性。可以预先检测污水处理厂入水

运营费用的一半以上，为减少污水处理的二次污染，

的水质情况，对可能发生的污泥中毒提供预警，该在

在 满 足 工 艺 要 求 的 前 提 下 ， 按 SRT( 污 泥 龄 ) 和

线检测仪表的潜在应用前景十分可观。

MLSS(污泥浓度)对污泥排放量进行控制，
同时通过物

（2）新型检测仪表的国产化

理工艺粉碎或者化学工艺处理后回流来减少排放量。

呼吸仪：可以测定活性污泥的呼吸速率，呼吸速

4.2.2 污水处理全流程的诊断系统研究
（1）基于推理网络的污泥活性诊断模型。针对
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过程特点，研究基于推理网络的

率是单位时间单位体积的微生物所消耗的溶解氧的
量，反映了活性污泥最重要的两个生化过程：微生物
的生长和底物的消耗，因此也成为 BOD 监测仪。

生化反应污泥活性诊断模型，对生化反应池污泥活性

营养物在线传感器：在线检测氨氮、硝酸氮和溶

进行诊断分析及异常状况的预警。首先需要对模型的

解性正磷酸盐以及总氮和总磷浓度的在线仪表。由于

输入数据进行预处理，研究异构变量集（线检测数据、

采样和采样预处理环节的限制，营养物传感器安装维

离线化验数据、工艺人员经验和专家知识）的关系和

护成本较高。

条件概率表述；然后研究适用于非平稳随机过程的变

硝化反硝化反应在线传感器：生物脱氮涉及硝化

结构模型结构学习算法，探索推理网络的结构寻优机

和反硝化两个过程，二者对外界环境变化敏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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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可以获取生物脱氮过程信息，例如硝化速率、
反硝化速率等。
上述新型仪表的成熟产品均为国外品牌，迫切需
要国产开展国产化研制工作。
4.2.4 软测量技术的应用

合研究，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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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olog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es, where organic materials in wastewater are removed by
microorganism’s metabolism, are widely used as secondary treatment for both municipal and industrial wastewaters.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of the technology in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are presented. The existed problems of the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are also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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