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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铁盐混凝方法延缓膜污染
张 颖 1，牛志广 2
（1.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071；2.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072）
摘 要：采用铁盐混凝方法延缓处理生活污水的膜生物反应器的膜污染. 确定了铁盐的投加量，考察了铁盐投加对膜
生物反应器中微生物的影响. 在实际运行的膜生物反应器中加入混凝剂三氯化铁（以铁计 20~60 mg/L），且在曝气约
2 h 后排泥，测得该膜生物反应器中的难降解有机物浓度降低，同时膜通量有所恢复，表明铁盐混凝方法可有效延缓
膜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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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ng Membrane Fouling by Coa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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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A membrane bioreactor (MBR) treating domestic wastewater was operated to verify that coagulation can
mitigate membrane fouling. The dosage of ferric salt was tested and the influence of ferric salt on the microorganisms’
activity in the MBR was observed. Ferric chloride (20,—,60 mg/L as Fe(Ⅲ)) was dosed into an operating MBR, and
after aeration for about 2 hours, sludge was discharged as usual. At the end of the process, non-biodegradable organics
in mixed liquor decreased and the specific flux of the membrane increased in the MBR. The result shows that
coagulation, 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MBR process for treating wastewater, has great potential to mitigate membrane
fo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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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生物反应器工艺将活性污泥法与膜法分离有机
结合，大量研究证明，膜生物反应器的出水水质良好，
［ ］
可以直接回用 1 ．然而膜污染问题却限制了膜生物反
应器的大规模应用，膜污染会造成膜通量的下降，从而
［ ］
［ ］
增加膜生物反应器的运行成本 2 ．曝气 3 、投加粉末
［ — ］
［ ］
［ ］
活性炭 4 5 、气和（或）水反洗 6 以及化学清洗 7 等
措 施 已 被 用 于 控 制 膜 生 物 反 应 器 （ membrane
bioreactor，MBR）中的膜污染，采用混凝作为预处理
［ ］
工艺缓解其他类型膜反应器的膜污染也有报道 8 ，但
这些技术都还有待完善．
膜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混合液中的活性污泥，而

活性污泥的组成是复杂而多变的，其中包括微生物
及其代谢产物、大分子有机物、小分子有机物、溶解
［ ］
性有机物以及固体颗粒．Tardieu 等人 9 在研究好氧
膜生物反应器过程中得出结论，认为数量占优的微
［ ］
生物是导致膜污染的主要因素．而 Choo 等人 10 在
研究厌氧消化液与膜通量的关系时发现，微生物胶
［ ］
体在膜污染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刘锐等人 11 发现与
传统活性污泥法相比，膜生物反应器中的大分子有
［ ］
机物浓度明显较高．笔者在以前的研究 12 中也发
现，在一个长时间运行的处理生活污水的膜生物反
应器中，难降解有机物会在混合液中累积，导致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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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层增厚并阻塞膜孔，从而缩短膜的使用寿命，而胡允
［ ］
良 13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以上研究表明，去除膜生
物反应器中的难降解有机物是延缓膜污染的一个可行
方法．
因为生物降解和混凝可以去除不同分子量的有机
［ ］
物，有较好的互补作用 14 ，而且笔者在前期的相关实
验中发现铁盐的投加导致的膜污染很小，而且铁盐造
［ ］
成的膜污染属于可逆污染，
可以得到很好的恢复 15 ．
因
此，本研究中采用向膜生物反应器中投加适量的混凝
剂三氯化铁的方法来去除大分子有机物，延缓膜污染．

１ 实验方法
首先进行烧杯实验来确定不同浓度三氯化铁对膜
生物反应器混合液上清液中 CODCr 的去除效果及其对
生物活性的影响．从处理生活污水的膜生物反应器中
取活性污泥混合液（原水水质参数见表１），向 6 个烧
杯中各加入 800 mL（MLSS 约为 5 500 mg/L）．再加入
三氯化铁溶液，使得每个烧杯中 Fe3+的浓度依次为 0、
20、40、60、80 和 100 mg/L，采用 DBJ-621 型六联定时
变速搅拌器搅拌，20 min 后停止搅拌，再静置沉淀
30 min 后取上清液进行 CODCr 浓度、pH 值和浊度的监
测，同时用光学显微镜对每个烧杯中的生物相（主要是
原生动物与后生动物）进行观测，确定三氯化铁的投加
量范围．在该投加量内，对 CODCr 有较高去除率而同时
对微生物活性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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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2.1 铁盐投加量的确定
烧杯实验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从图 1 可以
发现，活性污泥混合液上清液中有机物的浓度和浊
度均随着铁盐投加量的增加而降低；但是图 2 表明，
随着铁盐投加量的增加，单位质量铁盐所去除的有
机物的量是降低的，也就是说，随着铁盐投加量的增
加，铁盐对于有机物的去除效率是降低的，那么在有
机物去除率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应该选择较低的铁
盐投加量，以提高工艺的经济性．
综合分析图 1 和图 2，在铁盐投加量为 60 mg/L
时，对于混合液中 CODCr 的去除有一个突变，再增加
在铁盐投
铁盐投加量对 CODCr 的去除效率显著降低．
加量分别为 20 mg/L 和 40 mg/L 时，其单位投加量对
于有机物的去除率较高，但其绝对去除量略低．在铁
盐投加量分别为 80 mg/L 和 100 mg/L 时，其对混合
液有机物的绝对去除量进一步增加，但其单位去除
效率也进一步降低．因此，铁盐的投加量范围应该是
20~60 mg/L．

表 1 膜生物反应器原水水质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raw water quality in MBR
水温/℃

pH 值

浊度/NTU

CODCr/
（mg·L-1）

13.5

7.69

107.8

222.23

氨氮/
（mg·L-1）
62.06

确定适合的三氯化铁投加量范围以后，取该投加
量范围的最大值，进行了加入三氯化铁与未加入三氯
化铁两种情况下混合液延时曝气对比实验，实验过程
中对混合液上清液的 CODCr 浓度、pH 值和浊度进行了
监测，并采用普通光学显微镜对生物相活性进行了
观察．
在确定了铁盐的投加量，并验证了在铁盐投加量
不大于 60 mg/L 的情况下其对微生物活性没有显著影
响后，向两个正在运行的处理实际生活污水的膜生物
反应器中分两次间歇投加了铁盐，铁盐投加后膜生物
反应器仍按照正常工艺运行，并在约 2 h 后排泥，之后
将混合液静置 30 min 后取其上清液测 CODCr 浓度，并
测定水膜通量值．

图1

铁盐投加量对混合液有机物与浊度去除的影响

Fig.1

Influence of ferric salt dosage on organics
and turbidity removal in mixed liquor

图 2 铁盐投加量对混合液有机物单位质量铁盐去
除量的影响
Fig. 2

Influence of ferric salt dosage on organics per
ferric salt removal in mixed liqu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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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记录了不同铁盐投加量对活性污泥混合液 pH
值和微生物活性的影响．可以发现，铁盐的投加对混合
液 pH 值的影响非常显著，混合液 pH 值随着铁盐投加
量的增加而降低．当铁盐投加量为 60 mg/L 时，混合液
pH 值降为 6.85，已接近微生物适宜生存的 pH 值的下
限（pH=6.5），此时鞭毛虫已经消失，其他可观测到的
微生物活动也变得较为迟缓；当铁盐投加量进一步增
加时，pH 值进一步降低，已无法满足微生物的生存条
件，因此，铁盐的最高投加量应不超过 60 mg/L．
表 2 铁盐投加量对混合液 pH 值和微生物活性的影响
Tab.2 Influence of ferric salt dosage on pH and
microorganism’s activities in mixed liquor
铁盐投加量/
（mg·L-1）

pH 值

生物相观察结果
发现有轮虫、大量的钟虫、盖纤虫、

0

7.80

鞭毛虫和漫游虫等微生物，而且它们
的活动都十分活跃
鞭毛虫消失，其他同上

20

7.54

40

7.37

60

6.85

80

5.08

轮虫消失，且其他微生物活动迟钝

100

3.77

微生物数量极少，且活动迟钝

与上相比，微生物活动较迟缓，其
活性稍减
与上相比，微生物活动较迟缓，其
活性稍减

在确定了铁盐的投加量范围之后，为了进一步印
证在该范围内铁盐的投加不会对活性污泥的活性产生
显著影响，我们又进行了铁盐投加的对比实验．
2.2 验证铁盐投加量的对比实验
该实验从正在运行的处理实际生活污水的膜生物
反应器中取活性污泥混合液各 800 mL，分别放入两个
1 000 mL 的烧杯中，
使用微孔曝气头进行延时曝气的实
验，以观察活性污泥对有机物的降解效果．为了观察在
最不利情况下铁盐对微生物的影响，在其中一个烧杯
内加入了 60 mg/L 的铁盐，另一个烧杯则作为空白样进
行对比，实验情况如图 3 所示．
观察图 3 可以发现，两个活性污泥系统在曝气
5 h 以后，对有机物的去除已趋于稳定，未投加铁盐的
活性污泥系统去除的有机物量（以 CODCr 计）约为 120
mg/L，而投加铁盐的活性污泥系统去除的有机物量约
为 180 mg/L，两者之间的差值为 60 mg/L，其含义为在
微生物对有机物的降解达到极限时铁盐所去除的有机
物．因此，在 CODCr 值为 250 mg/L 的混合液中，可以生
物降解部分为 120 mg/L，可以被混凝去除的部分为 60
mg/L，二者均不能去除的部分为 70 mg/L．

学

学

报

第 40 卷 第 9 期

t

图 3 铁盐对混合液中有机物去除量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ferric salt on removal of organics
in mixed liquor

进一步分析图 3，在 0.5 h 时测得的两个系统中
CODCr 浓度之差为 150 mg/L，这是在投加 60 mg/L 铁
盐后实际去除的有机物量，该值大于两个活性污泥
系统趋于稳定后（曝气 5 h 以后）CODCr 的差值 60
mg/L，这说明加入 60 mg/L 铁盐后所去除的有机物
中，有一部分是可以由微生物降解来去除的，而此时
由于铁盐的投加量较大，代替了本应由微生物完成
的工作，与微生物产生了竞争，实际上未能充分发挥
微生物的降解能力，表明铁盐的投加过量．此外，即
使认为铁盐对微生物的去除量为 150 mg/L，微生物
对于有机物的降解仍有 30 mg/L，也就是说在铁盐投
加量为 60 mg/L 的情况下，微生物的活性仍然可以
维持．
该实验进一步确定了铁盐投加量的范围为
20~60 mg/L，而在实际应用中，从经济角度考虑，铁
盐的投加量应取较小值．
2.3 在实际运行膜生物反应器中的铁盐投加实验
在确定了铁盐的投加量，并验证了在铁盐投加
量不大于 60 mg/L 的情况下对微生物活性没有显著
影响后，向实际运行的两个处理生活污水的膜生物
反应器中分两次间歇投加了铁盐，实验结果见图 4
和表３．
在运行的第 21 d，向两个反应器中同时加入铁
盐 50 mg/L（以铁计）．加铁盐之前，在膜生物反应
器 A 中混合液 CODCr 浓度为 306.37 mg/L，而此时
原水的 CODCr 浓度仅为 198.44 mg/L，加入铁盐后
混合液 CODCr 浓度在随后几天中持续降低，一直降
至 19.50 mg/L，同时膜生物反应器 A 的出水比通量
也相应地从 0.95 LMH/kPa 升至 1.98 LMH/kPa．在
膜生物反应器 B 中的混合液 CODCr 浓度在投加铁盐
之前为 196.70 mg/L，投加后的情况与膜生物反应器
A 类似，降至 11.84 mg/L，膜生物反应器 B 的出水
比通量也在随后的几天内从 0.92 LMH/kPa 升至
3.40 LMH/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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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的第 114 d，向两个反应器中同时加入 20
mg/L（以铁计）．加铁盐之前膜生物反应器 A 中的混合
液 CODCr 浓度为 129.83 mg/L，
投加之后降至 50.1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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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铁盐投加前后对混合液中 CODCr 的去除情况以及对
出水膜通量的影响
Tab.3 Varieties of CODCr in mixed liquor and permeating
flux before and after ferric salt dosing
投加时间/
铁盐投加量

取样时间

（a）MBR A

114 d/
-1
20 mg·L

SF/
（LMH·kPa-1）

A

B

A

B

306.37

196.70

0.95

0.92

214.11

149.70

1.39

1.45

19.50

11.84

1.98

3.40

投加前

129.83

168.17

1.33

1.34

投加后
（即时样）

50.11

30.59

1.77

1.45

投加前
21 d/
-1
50 mg·L

CODCr/
（mg·L-1）

投加后
（即时样）
投加后
（第 8 天样）

注：混合液 CODCr 值是将混合液静置 30 min 后取上清液测得的．

（b）MBR A

（c）MBR B

膜 出 水 比 通 量 也 从 1.33 LMH/kPa 升 至 1.77
LMH/kPa；膜生物反应器 B 投加铁盐前后的混合液
CODCr 分别为 168.17 mg/L 和 30.59 mg/L，
膜出水比通
量分别为 1.34 LMH/kPa 和 1.45 LMH/kPa．在投加铁
盐的过程中使用普通光学显微镜对于活性污泥中微
生物的活性进行了监测，没有发现微生物活性受到
影响．
在第一次投加铁盐时，膜生物反应器 A 中混合
液的 CODCr 值降低了约 290 mg/L，
比烧杯实验中对应
的值大，这说明在实际运行的膜生物反应器中大分
子难降解有机物在混合液中的比例是很大的，如果
能有效控制这部分有机物，对于延缓膜污染是很有
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投加铁盐后膜通量的恢复有
滞后，这是因为沉积在膜表面的大分子有机物与混
合液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当混合液中的大分子有机物浓度降低后，通过浓差
极化作用，膜表面沉积的大分子有机物逐渐进入混
合液中．因此，造成膜污染的大分子有机物的减少
是一个逐渐达到平衡的过程，而在这部分膜污染物
逐渐减少的同时，膜通量也逐渐得到恢复．

3 结 语
（d）MBR B
纵坐标表示混合液与原水的 CODCr 值之比，用以表征混
合液中 CODCr 去除情况

图 4 向实际运行的膜生物反应器中投加铁盐对混合液有
机物浓度及膜通量的影响
Fig.4

Influence of ferric salt dosing in operating MBRs on the
organics in mixed liquor and membrane flux

实验证明，对于控制膜生物反应器中由于难降
解有机物造成的膜污染，综合考虑铁盐对于有机物
的去除率及其对活性污泥中微生物活性的影响，铁
盐的投加量可以确定为 20~60 mg/L（对于典型的生
活污水）．控制铁盐投加量在此范围内，分几次向两
个实际运行的膜生物反应器投加铁盐，观察到混合
液中有机物浓度降低，膜污染得到缓解，膜通量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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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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