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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多级好氧折流沟串联沉降装置为基础，最大限度地保留沼液中氮素养分的同时，去除沼液废水中悬浮
物。根据材料静态条件下等温吸附及解吸率结果，筛选氨氮低吸附填料，接着在动态条件下考察好氧折流沟内
填料深度及运行时间对沼液中悬浮物去除效果与氨氮浓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人工沸石、河砂、石英砂和沙
漠砂四种材料中，河砂的吸附强度、吸附指标及解吸值最低。选取河砂作为动态好氧折流沟填料，在水力负荷 0.75
L/h、滞留时间 24 h 条件下，无填充、低填充、中填充及高填充对沼液废水中悬浮物最大去除量分别为 4.8 g/L、
5.1 g/L、8.1g/L 和 8.4g/L，最大去除率分别为 38.0%、51.2%、86.1% 和 88.7%，而中、高两种填料深度对沼液
废水中悬浮物去除量及去除率在第三、四取水口处无明显差异性（P ＞ 0.05）。介于应用中材料选取、用量及
去除效果比较，河砂填料对沼液废水中氨氮浓度影响最小，建议采用河砂中填料深度的好氧折流沟处理沼液中
悬浮物。
关键词：沼液废水处理；过滤填料；氨氮低吸附；好氧折流沟；悬浮物去除
中图分类号：X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2022）02-0360-09

Study on removal of suspended solids in the biogas slurry by a baffled settlementation device based
on low adsorp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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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ulti-stage aerobic baffle ditch series sedimentation device, it can retain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of ammonia nitrogen in biogas slurry and suspended matter in biogas slurry wastewater can be remov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sothermal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rate of materials under static conditions, the low
adsorption filler of ammonia nitrogen was screened, and the effects of depth of filler and running time in the aerobic
baffle ditch on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suspended solid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in biogas slurry
were investigated under dynamic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dsorption strength, adsorption index and
desorption value of river sand were the lowest among artificial zeolite, river sand, quartz sand and desert sand. River
sand was selected as the filling of dynamic aerobic baffle ditch. Under the hydraulic load of 0.75 L/h and reten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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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24 h, the maximum removal of suspended solids in the biogas slurry wastewater by no filling, low filling, medium
filling and high filling were 4.8 g/L, 5.1 g/L, 8.1 g/L and 8.4 g/L, respectively, and the maximum removal rates were
38.0%, 51.2%, 86.1% and 88.7%,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moval amount and removal
rate of suspended solids in the biogas slurry wastewater between the medium and high filler depths at the third and
fourth water intakes (P > 0.05). Considering the comparison of material selection, dosage and removal efficiency in
application, river sand filler had the least influence on concentra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in biogas slurry wastewater.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aerobic baffled ditch with the medium filling depth of river sand to treat suspended
solids in biogas slurry.
Key words ：biogas slurry wastewater treatment; filter filler; low adsorp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aerobic baffle;
suspended solids removal

随着全国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使得我国
每年畜禽粪便及蔬菜废弃物的产量逐年递增，这导
致农业固体废弃物产量超过工业固体废弃物产量，
成为当下污染的主要来源 [1-2]。在农业固体废物处理
循环系统中，需要根据不同农业固体废弃物特征选
择适宜的技术路线，其资源化利用方式主要有直接
还田、好氧堆肥、碳化还田、青储 / 黄储、厌氧消
化及气化 / 燃烧等。其中，厌氧消化技术实质是通
过厌氧发酵将农业固体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料及清
洁能源，沼气工程在处理畜禽养殖场粪污及蔬菜废
弃物废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沼液废水中剩余
的氮、磷、钾等养分，其含量仍高于国家相关排放
标准。土地消解是处理沼液最经济的方式之一，但
由于沼液不便运输，本地的沼液产量超过沼气工程
周边土地的承载能力，并可能通过径流及渗透作用
增加周边水体富营养化风险 [3-4]。因此，沼液废水
的排放及资源回收的问题亟需得到妥善处理，而提
高沼液废水的排放及资源回收效率的前提是降低沼
液中悬浮物的含量。
目前，国内外主要采用膜分离和吸附工艺去除
沼液中的悬浮物，具有循环利用性强、无二次污染
和操作简便的优点。杨顾坤等 [5] 和肖华等 [6] 采用膜
分离技术，将超滤工艺应用于沼液膜过滤法浓缩液
体有机肥工艺，但是，超滤也有一定缺陷，即在超
滤过程中，由于在膜表面上不断累积被截留的悬浮
物，产生浓差极化现象，造成膜污染，而使应用受
到限制。陈祥等 [7] 和袁基刚等 [8] 利用改性生物炭及
煤粉吸附工艺去除沼液废水悬浮物及氨氮，然而沼
液中存在的大量悬浮物会附着在吸附材料表面，降
低材料与水中阳离子交换效率等问题 [9-11]。此外，
国内外也开展了曝气 / 筛网式过滤、臭氧氧化絮凝、
微滤及电凝耦合等研究。其中曝气 / 筛网式过滤 [12]
利用水位慢慢上升，浑水依次通过滤水槽中的筛网
和断级配反滤层，水流经过滤后由溢流侧堰流入环
形汇流槽，过滤之后的清水经叠环出水口进入取水
管道，完全利用水的重力和能量来进行沉沙、滤

沙、排沙，降低了能耗。臭氧氧化絮凝 [13] 工艺可
通过臭氧氧化将大分子有机物降解为小分子物质，
絮凝处理可以很好地提高沼液内部固体颗粒的沉降
性能，以实现后续上清液的深度处理。微滤 [14-15] 是
采用正渗透 (forward osmosis，FO) 膜代替传统 MBR
中使用的滤 (micro-filtration，MF) 膜或超滤（ultrafiltration，UF）膜来实现泥水分离。电凝耦合 [16-17]
是在直流电流作用下，阳极电氧化生成了 Al3+、Fe2+
等活性混凝剂离子与阴极氢气和氢氧化物离子结
合，生成胶体悬浮物，通过分离悬浮物胶体去除废
水中悬浮物。对于沼液悬浮物去除研究，这些措施
相较于传统分离、吸附方法能够提高沼液中悬浮物
的有效去除率，但仍存在成本较高、操作复杂、对
处理过程中养分变化不便考察等缺陷。
综上，在保留沼液中氮素养分的同时，低成本、
易操作地去除沼液废水中悬浮物是进一步提高沼液
资源化利用价值的首要目标。利用开放式多级折流
式沉降滤过装置，可强化水力流动过程中悬浮物沉
降作用，采用低成本、易获取的填料进一步增加对
细小悬浮物的滤过作用并简化操作、减少成本。此
外，其开放式结构更便于考察处理滤过过程中悬浮
物堵塞疏通情况，及时处理分级排水、过滤物及滤
料清理更换等问题，可为后续沼液废水生化处理提
供科学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选取及处理
实验所用沼液取自蔬菜废弃物厌氧消化内部循
环工艺处理后的出水池，初始沼液 pH 值为 7.78，总
氮（TN）为 640.0 mg/L，
氨氮（NH4+）为 507.1 mg/L，
总磷（TP）为 32.6 mg/L，化学需氧量（COD）为
2 450.2 mg/L，悬浮物为 10.3 g/L，沼液经 0.2 µm 滤
膜 抽 滤 后 测 定 滤 液 TN、NH4+、TP 和 COD 含 量。
考虑到滤过材料要具有一定的可获取性和低成本
性，故选取人工沸石、河砂、石英砂和沙漠砂四
种水处理过程中的常规材料，颗粒直径均为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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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根据国标，采取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溶
液中氨氮浓度，硫酸盐消解后测定沼液中 TN ；碱
熔 - 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沼液中 TP ；重量法测定
沼液中悬浮物含量 ；重铬酸钾法测定沼液中 COD。
1.2 试验方法
1.2.1 静态吸附时间试验 用去离子水稀释沼液废水
配置氨氮为 500 mg/L 溶液，每 100 mL 溶液中人工
沸石、河砂、石英砂和沙漠砂四种材料投加量均为
0.5 g，于（23±2）℃环境下，放置于恒温振荡箱
120 rpm，振荡时间为 300 min，分别于 0、15、30、
60、120、150、180、240 和 300 min 时取样，在不
同时间下取沼液废水样品各三份（平行实验）
，上
清液离心定性过滤后测定氨氮含量。
1.2.2 静态等温吸附及解吸试验 用去离子水稀释沼
液 废 水 配 置 氨 氮 约 为 0、10、25、50、100、200、
250、300、400、500 mg/L 的 样 品 溶 液 各 100 mL，
每种浓度溶液各三份（平行实验）
，置于 150 mL 锥
形瓶内 ；每 100 mL 溶液中人工沸石、河砂、石英砂
和沙漠砂四种材料投加量均为 0.5 g，
（23±2）℃恒
温环境下，于恒温震荡箱 120 rpm 震荡 180 min 后取
出。在材料对溶液中氨氮吸附饱和之后，用 10 mL
无水乙醇对材料反复洗涤三次，置于 105 ℃烘箱中
干燥 3 h ；取出后加入 50 mL 蒸馏水，23±2℃恒温环
境下 120 rpm 震荡 180 min 后，静置 24 h，1 500 rpm
离心 10 min。取离心上清液定性过滤后测定氨氮含
量，通过公式（1）计算单位吸附量，通过公式（2）
计算氨氮解吸率，由公式（3）和（4）构建等温
模型 [18]。

qe =

η=

(c0 − c)V
m

c1
× 100%
c0 − c

（1）
（2）

式中 ：qe 为材料对溶液中氨氮的单位吸附容量，
mg/g ；c0 和 c 分别对应不同浓度下溶液初始氨氮浓
度和吸附平衡后溶液中氨氮浓度，mg/L ；V 是沼液
体积，L ；m 是沼液中所投加的吸附材料质量，g ；
η 表示沼液中氨氮解吸率，% ；c1 为不同浓度下材
料解吸后溶液上清液中氨氮浓度，mg/L。
Langmuir 等温线模型 [19] 表示为 ：

Qe =

Qm K L ce
1 + K L ce

（3）

Freundlich 等温线模型 [19] 表示为 ：

Qe = K F ⋅ ce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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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e 表示吸附平衡时刻材料对氨氮的吸附量，
mg/g ；Qm 表示材料最大吸附量，mg/g ；ce 表示溶液
吸附平衡时刻氨氮的浓度，mg/L ；KL、KF 表示材料
表面吸附的强度常数 ；n 表示吸附强度指标，n ＜ 1
为非优惠吸附，n=1 为线性吸附，n ＞ 1 为优惠吸附。
1.2.3 动态过滤试验 通过材料静态条件下等温吸附
模型拟合及解吸率结果，筛选适宜沼液悬浮物去
除的氨氮弱吸附填料，考察动态条件下，好氧折流
沟内填料深度对沼液中悬浮物去除与氨氮保留的可
行性，填料深度设置为无填料、低填料（填料高
2 cm）
、中填料（填料高 4 cm）
、高填料（填料高
6 cm）四种类型。动态试验在常温条件（20±5）℃
下进行，蠕动泵以 0.75 L/h 将沼液样品注入装置，水
力停留时间 24 h，装置运行 24 h 过程中无渗漏，保
证进出水水量恒定。于装置运行 6、12、18 和 24 h
在不同取样口分别采集 10 mL 水样，每次采样设置
3 组平行，经 0.2 µm 孔径滤膜抽滤后，根据重量法
测定沼液滤液中悬浮物含量。
1.2.4 动态过滤试验模型 根据 12 级好氧折流沟填
料沉降滤过装置设置四个取样口，如图 1 所示，考
察装置运行过程中不同层级水样指标变化情况。用
于投加填料动态沼液过滤的 12 级上下好氧折流沟
装置搭建材料为有机玻璃，厚度为 0.5 cm，每小格
为一级，
每三级设有取样口分别为：
1# 取样口（B1）
、
2# 取样口（B2）
、
3# 取样口（B3）和 4# 取样口（B4）
，
每级小格容量均相同，长为 15 cm，宽为 10 cm，高
为 10 cm，容积约为 1.5 L ；图 1 中阴影区域表示无
遮挡可供水流通过口，阴影区域宽为 9 cm，高为 1.5
cm，故水流每通过装置二个小格时呈现先下再上的
“折向流动模式”
，发挥沉降悬浮物的作用。填料填
充位置为 2、5、8 和 11 级小格，即填充装置每行
的中间小格处，剩余小格发挥水样沉降功能 [19]，填
充深度设置为无填充、低填充（填充高度 2 cm，填
料量约为 0.2 L）
、中填充（填充高度 4 cm，填料量
约为 0.4 L）
、高填充（填充高度 6 cm，填料量约为
0.6 L）
，相邻两级有小孔连接，孔径 2 cm。
1.3 数据分析
利用 Excel 2010 进行数据整理，Origin 2017 软
件拟合制图，SPSS Statistics 22 统计分析确定样品相
应指标均值间的差异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氨氮吸附时间

（4）

四种材料在 0~300 min 内的不同时间下的单
位吸附量如图 2 所示，河砂、石英砂及沙漠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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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图 1 十二级好氧折流沟填料沉降滤过装置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a 12-level aerobic baffles filler sedimentation filtration device

0~120 min 内为快速吸附阶段，此时三种材料的吸
附量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 120 min 后吸附量逐渐
趋于稳定，为吸附饱和阶段 ；沸石则在 0~180 min
内快速上升，且吸附容量较大趋势更明显，180 min
后逐渐趋于稳定。

图 2 不同吸附时间条件下四种材料单位吸附量
Fig. 2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four materials under
different adsorption time

2.2 氨氮吸附等温线模型
由图 3 中氨氮吸附等温线拟合结果可知，随着
初始溶液中氨氮浓度的提高，四种材料吸附平衡后
所得平衡吸附量也随之提高 ；这是由于氨氮浓度梯
度的产生致使溶液中 NH4+ 由液相转移到材料固相
的驱动力增强 [20]。对于低浓度初始溶液范围内，氨
氮平衡吸附量呈快速增加趋势，而高浓度初始溶液
范围内，氨氮平衡吸附量呈缓慢增加趋势 [21] ；究
其原因，在低浓度初始溶液范围内，材料在与溶液
NH4+ 接触过程中，材料表面有效吸附位点未趋于饱
和，吸附速率快速上升，而高浓度初始溶液范围内，

NH4+ 快速占据有效吸附位点后，可供阳离子交换的
有效位点快速减少，吸附速率降低 [22]。不同材料间
对于氨氮的吸附趋势，河砂、石英砂和沙漠砂相比
于人工沸石吸附量更小、吸附速率更缓，其中河砂
显示的平衡吸附量最低。

Fig. 3

图 3 四种材料氨氮吸附等温线
Ammonia nitrogen adsorption isotherm of four
materials

对比表 1 中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等温线拟合
所得 R2，人工沸石更符合 Freundlich 等温线拟合结
果，而河砂、石英砂和沙漠砂更符合 Langmuir 等温
线拟合结果，这表明人工沸石存在多层分子间复杂
吸附过程，河砂、石英砂和沙漠砂则为单层分子简
单吸附过程。此外，结合图 2 和表 1 所得结果，由
于人工沸石的吸附较为复杂且存在颗粒内扩散，且
n 人工沸石＞ 1，说明人工沸石对溶液中氨氮具有很强
的吸附能力，为优惠吸附，所以人工沸石相比于其
他三种材料，具有更多有效吸附位点且饱和吸附量
更大，故不适合沼液悬浮物去除处理中弱氨氮的吸
附填料 ；另一方面，根据 Langmuir 等温模型中河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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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Qm 值最小，仅有 2.595 mg/g。综上，河砂对溶
液中氨氮吸附容量较低，选取作为填料有一定参考
价值。
表 1 四种材料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等温线拟合参数
Table 1 Fitting curve parameters of Langmuir and
Freundlich of four materials
材料

Langmuir 等温模型
R2

KL

Qm

Freundlich 等温模型
R2

KF

n

沸石

0.857

0.015

13.865

0.935

1.921

11.483

河砂

0.881

0.107

2.595

0.469

0.308

0.533

石英砂

0.964

0.222

3.522

0.727

0.577

0.949

沙漠砂

0.959

0.112

6.664

0.852

0.571

0.931

2.3 氨氮解吸结果
吸附饱和后材料在水中的解吸能力可以判断材
料的稳定性，也是影响材料选取的重要指标 [23-24]。
若材料对水中氨氮吸附量较大，且解吸量也较大，
则不适合作为填料选取，更适合作为固氮材料应用
于沼液缓释研究 [25]。由图 4 中不同氨氮浓度下四种
材料解吸值模型结果可知，随着溶液中氨氮浓度的
增加，各材料的解析值在一定范围内呈上升趋势。
究其原因在于吸附过程中，由于氨氮浓度梯度的产
生致使溶液中 NH4+ 由液相转移到材料固相的驱动
力增强，使得 NH4+ 随着溶液浓度的增加在材料表
面进一步聚集，因此四种材料解吸量随着初始溶液
中氨氮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20]。

Fig. 4

图 4 不同氨氮浓度下四种材料解吸率
Desorption rate of four materials under different
ammonia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具体人工沸石的解吸率先在 0~300 mg/L 范围
内快速上升，随后维持在 65% 左右 ；河砂、石英砂
和沙漠砂在整体浓度范围内均有小幅度上升，总体
趋势较为平缓，随后解吸率分别稳定在 5%、23%
和 12% 左右，其中河砂解析值最低，且整体解吸值
变化趋势是四种材料中最为稳定的 ；结合静态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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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人工沸石的吸附量与解析值在四种材料中是
最高的，不宜用于沼液氮素资源化填料使用 ；相近
溶液浓度下，河砂、石英砂和沙漠砂的吸附量有显
著差异（P ＜ 0.05）
，但石英砂和沙漠砂的解吸量较
大，因此这两种材料也不宜用于沼液氮素资源化填
料使用。综合吸附时间、静态吸附与解吸结果分析，
在河砂、石英砂和沙漠砂三种弱氨氮滤料中，河砂
更适合作为沼液悬浮物去除处理中填料使用，故选
取河砂作为沼液填料过滤动态试验。
2.4 好氧折流沟填料对动态沼液中悬浮物的去除
不同运行时间下，不同填料深度的好氧折流沟
对沼液中悬浮物去除量及去除率均有明显去除效果
（P ＜ 0.01）
（图 5）
。沼液中悬浮物去除量与去除率
随着经过装置级数与填料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这是
因为好氧折流沟的“折向流动模式”产生的沉降作
用 [26-27]。如图 5（a）所示，水样在无填料填充的好
氧折流沟内，随沼液所至的流程越长，部分颗粒直
径较大的悬浮物由于自身受重力作用沉降在耗氧折
流沟内，其经过折流级数越多沉降作用也越明显，
所以沼液悬浮物去除率就越高 [28] ；此外，运行 6 h
时间下，随着好氧折流沟内填料深度的增加，沼液
中悬浮物去除量进一步增加，
如图 5（b）
、
5（c）
、
5（d）
所示。研究结果显示，这是因为部分颗粒直径较大
的悬浮物在沉降后，沼液水样中仍有部分一直处于
悬浮状态的微小悬浮物，而滤料河砂颗粒较小，可
有效过滤沼液中微小的悬浮物，显著提高了沼液中
悬浮物去除量（P ＜ 0.01）
，这与张智烨等 [29] 和李
鹏等 [30] 报道的颗粒直径大小对悬浮物去除量的影
响一致。
在相同填料深度下，考察不同时间与折流级数
对沼液中悬浮物去除量是工程应用的重要指标 [31]。
如图 5（b）所示，运行 6 h 时低填料深度条件下对
沼液中悬浮物去除量较高，约为 5.1 g/L，这可能是
河砂填料深度较低，主要去除物是沼液中大颗粒悬
浮物，而悬浮物含量较高的初始水流在河砂低填料
的滤过作用下所受阻力较小，致使水流流速较快所
致 [32] ；到 12、18、24 h 时，低填料装置堵塞出现，
水流流速降低提高了装置沉降作用，初始沼液废水
中悬浮物值降低，故相较于 6 h 时悬浮物去除量较
低。又如图 5（c）
、5（d）所示，中、高填料深度
条件下 18 h 时对沼液中悬浮物去除量较高，分别为
8.1 g/L 和 8.2 g/L。这可能是因为初始水流受河砂填
料的阻碍作用较大，致使水流流速较慢，沉降作用
和河砂滤过作用在去除大颗粒悬浮物的同时，提高
了对微小悬浮物的过滤作用。同时，中、高填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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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运行时间及不同填料深度下 4 个取水口处悬浮物去除率
Removal efficiency of suspended solids at 4 water intakes under different operating times and different filling depths

Fig. 6

图 6 不同运行时间及不同填料深度下 4 个取水口处 NH4+ 剩余比率
The residual ratio of NH4+ at 4 water intakes under different operating times and different filling depths

度去除率相较于低填料结果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分
别为 86.1%、88.7%。从材料用量与去除效果来看，
对比 18 h 条件下，中、高填料深度对沼液中悬浮物
去除量，两者在 B3、B4 处对悬浮物去除量无明显
差异（P ＞ 0.05）
，两者在 B2、B3、B4 处对悬浮物
去除率无明显差异（P ＞ 0.05）
。
2.5 好氧折流沟填料对动态沼液中氨氮的影响
不同运行时间、不同填料深度下不同取水口处
沼液中 NH4+ 动态剩余比率变化见图 6。结果显示，
不同运行时间、不同填料深度对各级沼液之间 NH4+
浓度无明显差异性（P ＞ 0.05）
，整体出水 NH4+ 浓
度范围为 497.0~505.8 mg/L，对比进水 NH4+ 浓度也

无明显差异（P ＞ 0.05）
。结合 NH4+ 吸附等温线结
果，印证了好氧折流沟河砂填料对动态沼液中 NH4+
是非优惠吸附，吸附能力弱。此外，联系动态好氧
折流沟对动态沼液中悬浮物去除效果，也进一步表
明好氧折流沟与河砂填料组合工艺在降低沼液废水
中悬浮物含量的同时，有效保留了沼液废水中的
NH4+。

3 讨论
不同填料类型间吸附结果的差异应主要是受填
料性状本身物理特性及化学特性影响，装置运行过
程中填料深度及运行时间也会影响沼液悬浮物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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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效果。
1）材料物理特性及化学特性的影响。四种材
料的扫描电镜照片如图 7 所示，分别为沸石、河砂、
石英砂和沙漠砂，由此可知沸石表面比较致密且具
有更多空隙结构，主要为微孔状，故有较强的氨氮
吸附能力 ；河砂、石英砂表面规整，截面致密并存
在少量不规则片状结构，因此对氨氮吸附能力较弱；
沙漠砂表面凹凸不平，呈现鱼鳞状疏松结构，这是
由于风化作用产生的结果，所以对氨氮吸附能力也
相对较弱。两种等温曲线结果表明沸石存在多层分
子间复杂吸附过程，河砂、石英砂和沙漠砂则为单
层分子简单吸附过程。姜博汇等 [33] 和杨岚清等 [34]
研究显示，相较于土壤和砂石，沸石及活性碳对水
体中氨氮阳离子交换量更大。因此，沸石相较于其
余三种材料具备更多吸附位点，提高了自身对氨氮
的吸附能力。材料的物理与化学特性使得材料在静
态试验阶段呈现不同的结果，相较于沸石和沙漠砂，
河砂与石英砂具有更低的单位吸附量及解吸量。
2）装置运行过程的影响。在动态试验过程中，
相较于传统密闭压力柱式过滤工艺 [35] 及厌氧生物

（a）沸石

滤器装置 ，好氧折流沟因其多级串联结构，强化
了水力流动过程中对颗粒直径较大悬浮物的沉降作
用，通过加入填料进一步提高了对细小悬浮物的去
除效果。随着填料深度的增加，好氧折流沟对动态
悬浮 物去除效果明显提高，所以装置在中、高填
充深度时对于沼液中悬浮物去除量和去除率较高。
但装置运行 18 h 后，中、高两种填料深度对沼液废
水中悬浮物去除量及去除率在 B3、B4 取水处无明
显差异性，这可能是因为装置水力负荷较小，滤料
颗粒间孔隙也较小且深度较高，随着装置运行时间
增加出现轻微堵塞现象，提高了中、高两种河砂滤
料对微小悬浮物的过滤作用，同时 B3、B4 取水口
本身所处级数较大，滤过及沉降作用明显，因此两
取水口处剩余悬浮物含量均较低。
3）河砂填料好氧折流沟处理沼液中悬浮物应
用前景。相较于石英砂、沙漠砂填料，河砂填料的
颗粒圆滑，比较干净，来源广泛，取材方便，成本低，
且透水性、透气性好，可重复使用。而好氧折流沟
滤过装置条件为开放式，当装置运行出现堵塞问题
时，可由外部直接疏通过滤口，其多级串联构造可

（b）河砂

（c）石英砂

Fig. 7

[36]

（d）沙漠砂

图 7 四种材料的扫描电镜照片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photos of four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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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更改进出水口的位置。因此，在处理
沼液中悬浮物方面，采取河砂填料好氧折流沟可降
低应用成本，并便于处理分级排水、过滤物及滤料
清理更换等问题。

4 结论
1）四种材料对沼液废水中氨氮单位吸附量及
解吸量由高到低分别为 ：沸石＞沙漠砂＞石英砂＞
河砂，所以河砂填料更适宜作为沼液废水悬浮物去
除填料的筛选与动态处理。
2）在折流式沉降滤过装置去除沼液中悬浮物
系统中，为了降低滤料消耗、减少其堵塞的可能性，
建议采用中填料深度的好氧折流沟处理沼液中悬浮
物，并在系统运行 18 h 左右及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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