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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通过十多年的研究和设计 运行实践 我国已解决了低温条件

下污水处理厂设计和运行中的技术关键问题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

标准化协会 建标协字第 号 关于下达推荐性标准编制计

划 的要求 在总结我国科研和工程实践经验并参考国外成果的基

础上 制订了本规程

本规程规定了寒冷地区城市污水活性污泥法处理的术语 符

号 一般原则 曝气池和沉淀池的工艺设计等

现批准协会标准 寒冷地区污水活性污泥法处理设计规程

编号为 推荐工程设计单位采用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城市给水排水委员会归口

管理 由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 长春市工农大路 号 邮

编 负责解释 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往解释单位

主 编 单 位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主要起草人 穆瑞林 陈树勤 张 杰 陈立学 李冬松

张自杰 戴爱临 李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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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保证我国寒冷地区城市污水活性污泥法工程设计作到

技术先进安全适用 经济合理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我国寒冷地区 冬季水温一般在

短时间为 的城市污水活性污泥法处理设计和运行 寒

冷地区的其他类型污水 采用活性污泥法处理时可参照执行

寒冷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水质 应符合冬季城市污

水水质的要求

温度对活性污泥反应动力学参数的影响 应通过试验确

定 在无试验资料时 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 污水水质特点 参照

类似城市的试验数据选取

城市污水低温活性污泥法处理工程设计 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术语 符号

术语

寒冷地区污水活性污泥法处理

在我国北方地区 冬季城市污水水温在 时 采用活性污

泥法的污水处理

降解速率

表示污泥负荷与出水 浓度关系的参数 受水温影响较大

温度系数

表示水温和生化反应速度关系的参数 与水温 污泥负荷 水质和

处理工艺有关

氧总转移速率

曝气池中氧从气相向液相传递的速率 即单位时间内向单位体积

水中转移的氧量

符号

几何参数

容积

其他

污水流量

污泥产率

污水温度

污泥负荷



 

  

一般规定

寒冷地区选择城市污水活性污法流程时 应充分考虑温度

的影响 宜采用鼓风曝气供氧 不宜选用散热量大的表面曝气器供

氧 处理工艺流程的选择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沉砂池 沉淀池 曝气池等污水处理构筑物 可建在室外

不加盖 位于永冻地区的城镇 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加盖

格栅除渣机 沉砂池排砂设备等易冻设施 宜建在室内

污水处理厂高程设计时 应尽量减少地面以上部分的高

度 外露地面部分的池壁 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保温围护设施

位于永冻地区的污水处理厂 鼓风机房内宜建空气预热装

置

室外污水管道 污泥管道 空气管道 闸门 计量堰等易出

现冰冻的设备 设计中应考虑检修需要 或发生事故时能放空或蒸

汽扫线等措施

培训活性污泥宜在气温高的季节进行



 

 

曝气池

曝气池计算

曝气池容积应按国家标准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第 条 采用下列污泥负荷公式计算

式中 曝气池容积

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

曝气池的设计流量

曝气池内五日生化需氧量污泥负荷

曝气池内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

污水温度在 以上时 曝气池的污泥负荷 应按国家标

准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表 中的数据采用 当污水

温度小于 时 污泥负荷应按本节规定进行温度修正

完全混合曝气池的设计 当污水温度小于 时 污泥负

荷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污水温度为 时的污泥负菏

污水温度为 时 降解速率 可通过

试验确定 当无试验资料时 城市污水可取

出水五日生化需氧量

曝气池混合液 与 之比 一般取



 

  

五日生化需氧量去除率 低温季节一般取

完全混合曝气池的污水温度为 时 降解速率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污水温度为 时五日生化需氧量降解速率 应通

过试验求得

温度系数 无量纲 其值与污水的温度范围 水质和

处理条件有关 低温条件可取 处理污

水温度低时取高值

推流式曝气池的设计 当污水温度小于 时 污泥负荷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指数 低温时一般取

推流曝气池污水温度为 时的 降解速率

可通过 式计算

可通过试验确定 无试验资料时可取

曝气池有效水深应结合流程设计 地质条件 供氧设施类

型和选用的风机压力等因素确定 可采用 条件许可

时 水深宜适当加大

污泥产率

污泥产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系统每日污泥产率



 

 

去除的 量

污泥增殖系数 通过试验求得

设计污水量

污泥自身氧化率 通过试验求得

曝气池容积

曝气池混合液浓度

无试验资料时 低温季节 值宜采用 值宜采用

处理污水温度低时取低值

当污泥负荷大于 时 污泥产率应按夏

季水温 时的污泥产率设计 但也应考虑冬季污泥产

率减少后 污泥脱水设备的匹配运行

在污泥龄已确定的情况下 剩余污泥量可按国家标准 室

外排水设计规范 第 条的公式计算

式中 剩余污泥量

设计污泥龄 低温季度 可取

曝气池需氧量

鼓风曝气池混合液中转移的氧量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曝气池混合液氧转移量

充氧介质是清水 温度 个大气压 起始溶解

氧为零时的氧转移量 可通过试验求得

污水中 值与清水中 值之比 即



 

 

一般为

混合液饱和溶解氧值与清水饱和溶解氧值之比 一

般为

清水饱和溶解氧浓度 温度为 实施计算

压力按 计

混合液溶解氧值 一般用

标准条件下清水饱和溶解氧 等于

氧转移的温度系数 其值为 鼓风曝气

时可采用

混合液温度 一般为

在鼓风曝气中 清水饱和溶解氧应按曝气池水面至扩散器

之间的平均值计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曝气池逸出气体中含氧的百分率

扩散器处绝对压力

供空气量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氧吸收率

曝气池中污水需氧量可根据去除的五日生化需氧量等 按

国家标准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第 条的公式计算

但应考虑冬季减少曝气量时鼓风机的合理搭配

曝气池设计参数

在无试验资料的情况下 曝气池的设计参数可参照表

选用



 

 

表 曝气池推荐设计参数

项 目 设计参数

曝气池水温

污泥负荷

混合液污泥浓度

污泥回流比

曝气时间

注 当水温低 处理水质要求高时 污泥负荷取小值

当水温高 原水浓度较高时 曝气时间取大值



 

  

沉淀池

设计初沉池和二沉池时 宜适当增加停留时间和降低表面

负荷

在无试验资料的情况下 沉淀池的运行参数可参照表

选用

表 低温季节沉淀池运行参数

沉淀池类型 沉淀时间 表面负荷

初沉池

二沉池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允许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