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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解决鸡场沼气工程沼液后续处理问题，以某养鸡场沼气工程全混式发酵池出水沼液处理为例．研

究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的达标处理工艺。从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的特点出发，采用生化法与物化法相结合工艺处理沼

液．并考查了３种不同组合的工艺处理效果。先以小试试验确定工艺最佳运行参数，再中试运行考查工艺的处理
效果。结果表明：采用鸟粪石一ＳＢＲ一混凝工艺处理鸡粪厌氧发酵沼液，沼液ＣＯＤ“由９ ２００ ｍ∥Ｌ降至２８０ ｍｓ／Ｌ，
２００

ＮＨ；一Ｎ由３

ｎ３Ｉｇ／Ｌ降至３６ ｍｇ／Ｌ，ＴＰ由２７０ ｍｇ／Ｌ降至３．３ ｍ∥Ｌ，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 １８５９６—

２００１）；对于鸡粪厌氧发酵沼液中ＮＨ［．Ｎ的去除，直接采用ＳＢＲ处理，微生物会受到游离氪抑制，ＮＨ？－Ｎ去除率不
足３０％，生化处理前必须采用预处理降低ＮＨ４＊．Ｎ负荷；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生化性良好，但仍含有一定量难降解
ＣＯＤ。采用生化处理结合物化工艺进行深度处理可以以较低成本实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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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利用沼气技术处理畜禽粪污，既可治理环境，又
能实现废物资源化，因而我国大中型沼气工程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但沼气产生后的厌氧发酵
液（沼液）处理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畜类
养殖场的发酵工程，沼液的处理已有不少成功案例，
沼液达标处理技术基本成熟¨“Ｊ。而禽类动物与畜
类不同，以鸡为例，鸡的消化道仅为体长的７倍，饲
料在消化道内停留时间比较短（４ ｈ），因此，鸡对饲
料的消化吸收率很低，鸡粪中含有丰富的养分，尤其

２

图２

酵沼液与畜类养殖场沼液的差别ｎ４１。

Ｆｉｇ．２

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的ＣＯＤ。ＮＨｆ－Ｎ负荷是猪

４

ｊ

粗蛋白质较多∞ｊ。鸡粪的特性导致了鸡粪厌氧发

，

ＳＢＲ反应器示意图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ＳＢＲ

ｒｅａｃｔｏｒ

１．搅拌器２．进水泵３．曝气盘４．出水电磁阀５．空气压缩

粪沼液的数倍，污染物负荷的增大导致了处理难度

机６．溶氧、ｐＨ值、温度传感器探头７．计算机８．时间继电器

的大幅提升。目前国内还没有鸡粪厌氧发酵沼液达

９．时控开关１０．控制面板

标处理研究的报道。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养鸡

１

１

４

场沼气工程全混式发酵池出水沼液处理为例，研究
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的达标处理工艺。

１试验
１．１试验装置

装置。

图１鸟粪石反应器

图２为序列间隙式活
性污泥法（ＳＢＲ）试验装
置，反应器主体为直径
３０

图３混凝装置示意囹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ｅｔｍｖｉｔ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２－排泥口３·出水

Ｌ。口４·搅拌器

容器壁上缠绕电阻丝组成温控装置，保持反应器恒
温２５。Ｃ。装置主要由进水水泵、曝气装置、搅拌装
置和出水电磁阀构成，其中曝气装置由曝气盘连接
空气压缩机组成。进水泵、曝气装置、搅拌装置分别
连接一个时控开关，电磁阀串联时间继电器与时控
开关，从而实现ＳＢＲ的自动控制。反应器内部设溶
氧、ｐＨ值、温度传感器探头，与计算机连接实现各指
标的在线监控。

图３为混凝斜板式沉淀池。废水从快速搅拌池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ｉｌ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１．导流板２．斜板３．挡渣板４．出水堰５．排泥阀６．斜板
沉淀池７．快速搅拌池８．进水口９．混凝剂进药口
剂进药口

１．２沼液水质及排放标准
试验用水取自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养鸡场沼气工
程全混式发酵池出水沼液，水质受到发酵池运行工
况的影响而有一定波动．，试验３种工艺水质指标如
表ｌ所示。

１．３检测分析项目及方法
ＣＯＤ。。：重铬酸钾消解法；ＮＨ＿－Ｎ：纳氏试剂分
光光度法；ＴＰ：钼锑抗分光光度法；ｐＨ值：ＰＨＳ一２５
型ｐＨ计测定；ＳＳ：干燥称量法。

进入斜板沉淀池，最终绕过挡渣板经出水堰出水。

１．４试验方法

快速搅拌池顶部设混凝剂投药口，慢速搅拌池底部

万方数据

１０．助凝

１１．慢速搅拌池

顶部进入，从底部进入连通的慢速搅拌池，之后溢流

设助凝剂投药口。

十

（ｂ）

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ｍ、高８０ ＣＢＩ的有机玻１·进水Ｅｌ

璃圆柱筒，有效容积５０

！塑

Ｆ

根据鸡粪厌氧发酵沼液污染物负荷高的特点，
采用以生化工艺为主、物理化学处理方法为辅的工

８６

２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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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生化处理选用较常用的ＳＢＲ法，操作灵活，可

标测试。

根据需求通过改变ＳＢＲ的周期实现厌氧、缺氧和好

１．４．２工艺２：单独ＳＢＲ处理工艺

２年

氧条件，完成脱氮除磷等各种功能。通过预试验，物

在对沼液进行物理化学预处理降低沼液污染物

理化学方法选用鸟粪石和混凝工艺。鸟粪石工艺主

负荷的同时，也增大了处理成本。该工艺尝试直接

要针对ＮＨｆ－Ｎ的处理，其反应ｐＨ值条件与沼液水

采用ＳＢＲ处理沼液，考查其处理效果。沼液水质见

质相符，因而节省了反应前后调节ｐＨ值的药剂费

表ｌ“工艺２、３”栏。ＳＢＲ反应器启动采用污泥接种

用，并且避免了ｐＨ值变动对水质的影响，与吹脱、

法，接种污泥取自上海市曲阳污水处理厂二沉池。

氧化等其他工艺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混凝用

每天逐步提高负荷直至处理效果基本稳定完成驯

于ＴＰ的处理和ＣＯＤ。，的强化处理，在ＣＯＤ。，的物

化。ＳＢＲ周期８

化处理工艺中混凝成本较低、操作方便，且适用于

４４

如沼液类悬浮物浓度高的废水。在研究处理工艺

２．５

时，先进行小试试验确定工艺的最优运行工况，然

泥龄１０ ｄ，ＭＬＳＳ为５

后进行中试试验考查整套工艺的处理效果。本文

指标测试。

考查３种工艺不同处理组合对沼液处理的效果，

１．４．３工艺３：鸟粪石一ＳＢＲ一混凝工艺

ｈ：１ ｍｉｎ进水，２

ｈ搅拌，５ ｈ曝气，

ｍｉｎ沉淀，７ ｓ排水，１５ ｍｉｎ闲置。每个周期排水约

具体如下。

Ｌ，排水比为１／２０，反应器水力停留时间７ ｄ，污
０００

ｍｇ／Ｌ。每天定时取水进行

该工艺沼液水质与工艺２相同，如表１“工艺２、

１．４．１工艺１：混凝一ＳＢＲ工艺

３”栏所示。在前两个工艺研究基础上最终确定了

该工艺试验沼液水质见表１“工艺１”栏，考虑

鸟粪石一ＳＢＲ一混凝处理沼液的工艺。先进行小试

到沼液ＣＯＤ。，浓度高于常规生化工艺的处理范围，

试验确定鸟粪石法及混凝法的最优运行工况，再进

采用混凝法预处理去除沼液中大部分颗粒及胶体有

行中试试验考查整套工艺的处理效果。
鸟粪石试验方法：于５００ ｍＬ烧杯中加入２５０

机物，减轻后续生化处理ＣＯＤ。，负荷，之后沼液进入
ＳＢＲ池进一步处理。

ｍＬ

沼液，加入一定量的Ｎａ：ＨＰＯ。和镁盐，其中镁盐由一

先以小试试验确定混凝处理沼液的最优工况，

定质量比例的ＭｇＯ和ＭｇＣｌ：组成，置于ＪＪ一４型六

试验方法为：于２ Ｌ烧杯中加入１ Ｌ沼液，加入一定

联搅拌器上以３００ ｒ／ｒａｉｎ的转速搅拌４５ ｍｉｎ，沉淀

质量浓度的混凝剂Ａｌ：（ＳＯ．），·１８Ｈ：Ｏ，置于ＪＪ一４Ａ

１

型六联搅拌器上，以一定转速快速搅拌一定时间，加

和剩余ＴＰ含量衡量处理效果。研究Ｎａ：ＨＰＯ。和镁

入一定质量浓度的助凝剂ＰＡＭ慢速搅拌３０ ｓ，沉淀

盐的投加量及镁盐中ＭｇＯ和ＭｇＣｌ：的比例对处理效

ｈ后取上清液测定水质指标，以出水ＣＯＤ。，衡量处

果的影响。得出鸟粪石最优运行工况后采用中试装

理效果。采用单因素试验法研究了混凝剂的质量浓

置进行中试试验，出水储存于调节池中作为ＳＢＲ的

度、助凝剂的质量浓度、搅拌强度、搅拌时间对混凝

进水。

１

ｈ取上清液测定ＮＨ４一Ｎ与ＴＰ，以ＮＨ４＋．Ｎ去除率

的影响。获得混凝的最优运行工况后用混凝斜板式

ＳＢＲ采用接种污泥法启动，接种污泥取自上海

沉淀池进行中试试验，中试装置连续运行流量为

市安亭污水处理厂二沉池，逐步提高负荷直至基本

Ｌ／ｈ，排泥周期为３ ｄ。出水储存于调节池中作为

稳定运行完成驯化。ＳＢＲ运行参数与前工艺试验相

ｌｏ

同。

ＳＢＲ的进水。

ＳＢＲ反应器采用污泥接种启动，接种污泥取自

ＳＢＲ出水进入混凝斜板式沉淀池进行深度

上海市曲阳污水处理厂二沉池。以稀释一倍的混凝

处理。完成ＴＰ及剩余Ｃ０１）。。的去除。混凝小试试

出水进行驯化，一星期后以正常负荷进水，水力停留

验方法与之前相同，采用单因素试验考查混凝剂

时间１．５ ｄ，污泥龄１０ ｄ，ＭＬＳＳ为４

０００ ｍｇ／Ｌ。ＳＢＲ

的最优投加量，在得出的最优运行工况下进行混

ｍｉｎ进水，２ ｈ搅拌，５ ｈ曝气，３５ ｍｉｎ沉

凝斜板式沉淀池中试，最终取水进行各指标的测

周期为８

ｈ：４

淀，１ ｍｉｎ排水，２０ ｒａｉｎ闲置。每天定时取水进行指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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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混凝一ＳＢＲ工艺研究

２．１．１混凝处理效果
图４为不同混凝剂浓度混凝的ＣＯＤ。，去除率。

搅拌强度／ｒ．ｍｉｎ一１

随着混凝剂质量浓度增加去除率上升，在质量浓度
为６ Ｓ／Ｌ时去除率达到７６．Ｏ％，之后上升不明显，这

图６不同搅拌强度的混凝效果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ｉｒ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是由于过高混凝剂质量浓度会造成凝聚胶体脱稳，

７６

因此选择投加量６ ｇ／Ｌ为混凝剂的最优投加质量浓

霉７４

度。图５为不同助凝剂质量浓度下混凝效果，在投

嚣７２

蕾７０

加量达到２４ ｍｇ／Ｌ后去除率基本稳定，并且该处形

Ｕ

成的絮体密质均匀，在１０ ｍｉｎ内沉淀完全。因此选
择２４ ｍｓ／Ｌ为助凝剂ＰＡＭ最优投加量。

混凝剂质量浓度／ｇ·Ｌ－１

图４不同混凝剂质量浓度的混凝效果曲线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ｇ．４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７５

姜７０
拦６５
弋６０
８ｕ

５５
ＳＯ
０

８

１６

２４

３２

４０

助凝剂质量浓度／ｇ·Ｌ－１

图５

不同助凝剂质量浓度的混凝效果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ａｉ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图６为不同搅拌强度下的混凝效果。搅拌强度
过小混凝剂无法充分反应，搅拌强度过大会造成已
形成絮体的破碎。结果表明转速在２５０—３２５
之间获得较高的去除率，为节约成本选择２５０

ｒ／ｍｉｎ

ｓ

处各出现了一个去除率的峰值。这是由于在较短搅
拌时间下，形成的絮体不容易被打碎；较长的搅拌时
间能增强溶液的均质性，使混凝剂与沼液混合更完
全。而试验中搅拌时间２０ ｓ所形成的絮体形状不
规则、沉降性能较差，搅拌时间８０ ｓ形成的絮体沉
降性能好，因此取８０ ８为混凝最优搅拌时间。
在所得最优工况下运行混凝斜板式沉淀池，ＴＰ
去除率达９３．７％，出水ＴＰ值４．４ ｍｓ／Ｌ；ＣＯＤｃ，负荷
得到大量削减，出水ＣＯＤ。，为９００ ｍｓ／Ｌ，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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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效果。与已有的混凝理论相符¨…，在２０ ｓ与８０

０５０

８０

耋器

图８工艺１ ＳＢＲ对ＣＯＤｃ，去除效果曲线

为混凝最优搅拌强度。图７为不同搅拌时间下的混

７７．５％；出水ＮＨ＿一Ｎ为１

１２００

警１０００
交８００

Ｆｉｇ．８

ＣＯＤｃＩ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Ｂ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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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ｇｅ

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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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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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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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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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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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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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工艺１ ＳＢＲ对ＮＨ；一Ｎ去除效果曲线
Ｆｉｇ．９

ＮＨｆ—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ＢＲ

ａ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ｎｅ

总体来说，混凝一ＳＢＲ工艺去除沼液的ＴＰ效
果好，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 １８５９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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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２拄

２００１）；ＣＯＤ。，去除效果一般，出水在５００ ｍｇ／Ｌ左右，

接近排放标准的４００ ｍｇ／Ｌ；ＮＨｆ—Ｎ去除效果差，出
水仍有８００ ｎｌｇ／Ｃ，与处理目标８０ ｍｇ／Ｌ相差甚远。
２．２单独ＳＢＲ处理工艺研究

图ｌＯ为直接采用ＳＢＲ处理沼液的效果。
ＣＯＤ。，去除率稳定在７５％一８０％，去除率较高说明
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生化性较好，经ＳＢＲ处理后
ＣＯＤｃ，由９

２００

Ｉ－１．∞｛型鞋捌峰Ｎ－～葶＿Ｉ
Ｍｇｃｌ ｚ与Ｍｇｏ质量比

图ｌｌ

不同ＭｇＣＩ：与Ｍ９０比值时鸟粪石处理效果曲线

Ｆｉｇ．１ 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ｕｖ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ｇＣｌ２ ａｎｄ ＭｇＯ

ａｔ

ｒａｔｉｏｓ

５００ ｍｇ／Ｌ以下。而

ｍｇ／Ｌ降至２

－

ＮＨｆ—Ｎ去除率从反应启动第ｌ天开始逐步降低，到

如
罢
魁
：暮圭
岫
喀
茸

第９天去除率不足３０％。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高浓度ＮＨｆ－Ｎ对硝化反硝化的抑制。反应器每天
逐步提高负荷，初期ＮＨＩ·Ｎ质量浓度较低，去除率

＋，

受

可达６０％，随着Ｎｎ；．Ｎ积累，反应器内的游离氨对

Ｍｇ与Ｎ的质量比

硝化、反硝化菌产生了抑制作用¨“”１，影响了

图１２不同Ｍｇ与Ｎ比值下鸟粪石处理效果曲线

ＮＨ＿－Ｎ的去除效果，ＮＨｆ—Ｎ去除率降低致使反应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ｕｖ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ｇ ａｎｄ Ｎ ｒａｔｉｏ

ａｔ

器ＮＨ４＂－Ｎ质量浓度升高，又进一步加剧了游离氨
Ｌ

的抑制作用，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ＳＢＲ对ＮＨｆ－Ｎ
的去除率较低。
１００
８０

罢
剖
矮
岫
蝎
皂

Ｚ

蕃６０
篮４０

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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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觯一『］，

图１３不同Ｐ与Ｎ比值下鸟粪石处理效果曲线
Ｆｉｇ．１３

图ｌＯ工艺２ ＳＢＲ运行效果曲线
ａｔ

ｓｔａｇｅ

熏
Ｐ与Ｎ比值

时ｆ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ＢＲ

谣

乏

：ｉ

稍２０

Ｆｉｇ．１０

Ｌ
缸

ｈ

重
型
袋
删
《

ｔｗ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ｔｒｕｖｉｔ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 ａｎｄ Ｎ ｒａｔｉｏｓ

度为１８９ ｍｓ／Ｌ，ＴＰ质量浓度为２３９ ｍｓ／Ｌ，去除率分
别为３０．Ｏ％、９４．１％、１１．５％。ＮＨ？－Ｎ去除效果很

２．３鸟粪石一ＳＢＲ一混凝工艺研究
２．３．１鸟粪石处理效果

好，ＣＯＤ。，因为Ｍｇ“微弱混凝效应及沼液自身沉淀
作用得到部分去除，剩余．ｒＰ量不高，相比原水还有

图１ｌ为镁盐ＭｇＣｌ：与ＭｇＯ在不同比例下鸟粪
石处理的效果。单独使用ＭｇＯ成本低，但去除率不
高且出水ｐＨ值过高，不适合进一步生化处理。单

所降低。鸟粪石工艺降低了沼液污染物负荷，优化
了沼液碳氮比，为后续生化处理创造了良好条件。
２．３．２

ＳＢＲ处理效果

独使用ＭｇＣｌ：成本较高且出水ｐＨ值低不适合进一

ＳＢＲ处理效果如图１４所示，在运行初始阶段沼

步生化处理。综合考虑ＮＨｆ－Ｎ去除率和出水ｐＨ

液负荷逐步提高，出水ＣＯＤ。，和ＮＨｆ．Ｎ也随之提

值，选用ＭｇＣｌ：与ＭｇＯ质量比为４：１为实际运行的

高。第５天出水水质开始稳定，最终出水ＣＯＤ。，和

工况，此时出水Ｎｎ；一Ｎ为２１３ ｍｇ，／Ｌ，ｐＨ值为７．４８。

ＮＨ；－Ｎ稳定在ｌ ４００ ｍｓ／Ｌ和４０ ｍｓ／Ｌ左右，去除率

图１２为不同Ｍｇ、Ｎ质量比下鸟粪石处理效果，在质

分别为７８．２％、７８．８％。经ＳＢＲ处理后易降解性

量比达到１．１后出水ＮＨ；－Ｎ降低不明显，选用１．１

ＣＯＤ基本得到去除，ＮＨ＿·Ｎ降为４０ ｍｇ／Ｌ，达到排

为最优的Ｍｇ、Ｎ质量比。磷酸盐的量也是鸟粪石处

放标准，７Ｉ．Ｐ质量浓度为１６０

理效果的重要因素，投加量少去除率低，投加量过大

２．３．３

ｍｇ／Ｌ。

ＳＢＲ出水混凝处理效果

会提高原水ＴＰ的负荷（图１３）。综合考虑ＮＨＩ．Ｎ

在助凝剂ＰＡＭ投加量为１０ ｍｇ／Ｌ情况下，不同

的去除率和剩余ＴＰ的质量浓度，选用Ｐ、Ｎ质量比

混凝剂质量浓度的混凝效果如图１５所示。在混凝

０．８５为最优运行参数，此时出水Ｎｎ；－Ｎ质量浓度

剂质量浓度为４ ｓ／Ｌ时出水ＣＯＤ。，为３４７ ｍｓ／Ｌ，达

为３３７ ｍｇ／Ｌ、ＴＰ质量浓度为１０６

ｍｇ／Ｌ。

到排放标准，因此选择该质量浓度为混凝剂的投加

在所得最佳工况（ＭｇＣｌ：与ＭｇＯ质量比４，Ｍｇ、Ｎ

质量浓度参数。ＳＢＲ出水经混凝斜板式沉淀池后出

和Ｐ质量比１．１：ｌ：０．８５）下进行鸟粪石中试。该工

水ＣＯＤｃ，为２８０ ｍｓ／Ｌ，ＮＨｆ·Ｎ为３６ ｍＳ／Ｌ，ＴＰ为

况下，出水ＧＯＤｃ，值为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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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质量浓度的ＮＨ；．Ｎ，目前常用的脱氮处理（包

Ｔ、２０００

罢１５００
楚
爱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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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５００
口
ｏ
Ｕ

砗皂

括本文所选用的鸟粪石处理）都需要投加大量的药

章盏

剂，因而处理成本较大。寻找ＮＨ；－Ｎ低成本处理

差螽

方法是研究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的关键。

筐
Ｏ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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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７

６

８

９

１０

３．２处理的选择与组合方法

ｌＩ

时间／ｄ

首先工艺的选择要符合鸡粪沼液特性，如混凝

图１４工艺３的ＳＢＲ处理效果曲线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ＢＲ

Ｆｉｇ．１４

ａｔ

对于ＴＰ去除效果良好可选作处理单元之一；ＳＢＲ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ｒｅｅ

处理沼液由于受游离氨的抑制作用必须在前段加入
预处理。此外处理的组合方法对处理效果有影响，

Ｌ ８００

本文两个工艺中都出现了混凝和ＳＢＲ处理，其中工

詈６００

艺１中混凝作为预处理，工艺３中混凝作为ＳＢＲ后

蓑枷
卷２００

续的深度处理。因为工艺Ｉ的沼液污染物负荷比工

０
２

ｌ

３

４

５

艺３低，不适合对比，又对工艺３的沼液进行了混凝

６

预处理小试试验考查最优混凝剂投加量。混凝预处理

混凝剂质量浓度，ｇ·Ｌ－’

图１５￥ＢＲ出水不同混凝剂质量浓度处理效果曲线
Ｆｉｇ．１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ＢＲ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及深度处理的最优投加量分别为１５ ｇ／Ｌ及４∥Ｌ。生
化处理费用比物化处理低得多，因此混凝剂投加量
决定了处理成本的大小，可见混凝一ＳＢＲ工艺的成

鸟粪石一ＳＢＲ一混凝工艺鸡粪厌氧发酵沼液各

本远远高于ＳＢＲ一混凝工艺，并且后者能达标处理

处理后的效果如表２所示。经过该工艺处理后最终

沼液而前者不能。因为ＳＢＲ处理只能去除易降解

沼液水质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有机物而混凝处理没有该特性，混凝作为预处理既

（ＧＢ １８５９６－－２００１）。

去除了难降解有机物也去除了易降解有机物，之后
ＳＢＲ只能去除仅存的易降解有机物，去除率较低且

裹２鸟龚石一ＳＢＲ一混凝工艺处理效果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ｕｖｉｔｅ—ＳＢＲ—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ｇ／Ｌ

ＳＢＲ处理出水中剩余的有机物ＣＯＤ。，有可能过大而
不达标。而ＳＢＲ一混凝工艺中，ＳＢＲ处理尽可能多
的去除了沼液中易降解有机物，出水中难降解有机
物由混凝进一步去除，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水
ＣＯＤ。在有生化处理和物化处理组合时，水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先进行生化处理后以物化处理为深
度处理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较好的处理效果。
４

３讨论

结论
（１）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经鸟粪石一ＳＢＲ一混凝

３．１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特点及污染负荷处理方法

工艺处理，ＣＯＤｃ。由９

２００

ｍｇ／Ｌ降至２８０

ｍｇ／Ｌ，

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的主要特点是污染物负荷

ＮＨ４＋一Ｎ由３ ２００［１１ｌｇ／Ｌ降至３６ ｍｃ／Ｌ，ＴＰ由２７０ ｍｇ／Ｌ

高，主要体现在ＣＯＤ。。、ＮＨｆ－Ｎ和ＴＰ质量浓度高。

降至３．３ ｍｇ／Ｌ，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在这３种高浓度污染指标中，相对容易去除的是

（ＧＢ １８５９６－－２００１）。

ＴＰ，如试验中去除ＴＰ只需要经一道混凝处理即可

（２）鸡粪厌氧发酵沼液处理的难点在于去除高

达到排放标准。其次是去除ＣＯＤ。鸡粪沼液中的

浓度ＮＨｆ．Ｎ，由于受到游离氨对微生物的抑制作

有机物可生化性较好，采用生化处理能达到８０％以

用¨“”］，ＳＢＲ法直接处理鸡粪沼液去除率不足

上的去除率，但由于其负荷过高，剩余难降解有机物

３０％。对于鸡粪沼液的高质量浓度ＮＨｆ－Ｎ，必须进

的ＣＯＤ。．仍超过排放标准的规定值，因此一般采用

行预处理降低负荷，常规预处理方法药剂成本高，鸡

生化处理结合物化处理可以完成ＣＯＤ。，的达标处

粪沼液低成本脱氮工艺还需进一步研究。

理。鸡粪沼液处理的最大难点是高质量浓度的
ＮＨ；－Ｎ，对于３

（３）鸡粪厌氧发酵沼液生化性良好，但由于负

ｍｇ／Ｌ左右的ＮＩ－Ｉ；－Ｎ，由于受到

荷过高，沼液内难降解ＣＯＤ。，量大于排放标准的规

游离氨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直接生化处理去除率

定值，采用生化处理结合物化工艺进行深度处理可

不到３０％，必须先进行预处理降低负荷。而对于如

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水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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