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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LUPURE

                     

    优普集团总部位于成都郫都区现代工业港，拥有两个研发制造中心（膜材料/膜

装置）、三个事业部(纯水/污水/仪器)及遍布全国的市场服务分支机构，已申请获批

国家专利13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公司秉承“专业、创新、精益、服务”之经

营理念，为污水处理/中水回用/纯水/超纯水等行业客户提供膜材料/膜装置/膜工程

的专业解决方案。

2003年  优普创始团队成功研发替代传统蒸馏水器的实验室经典型UPT超纯水机； 

2005年  优普西安、昆明办事处成立； 

2006年  优普工业纯水事业部成立； 

2007年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仪器信息网(instrument.com.cn)发布中国市场实验室

         纯水器市场调查报告，优普市场占有率仅次于美国 Millipore，居实验室

         国产品牌首位； 

2008年����优普医用纯水事业部成立，同年优普爱心基金成立，向地震灾区捐赠物资

         10余万元；�
2009年����美国上市公司Millipore(Milli-Q纯水器及EDI膜堆发明公司)考察优普并

        启动合资并购谈判；

2010年����优普环保事业部成立，开发MBR膜生物反应器污水处理装置； 

2011年����优普入围成都最佳雇主20强，同年优普户外俱乐部成立；

2012年����四川优普超纯科技有限公司被列入四川省高新技术企业；“优普”商标被

         评为成都市著名商标； 

2013年“�� 优普”商标被评为四川省著名商标；

2014年����申请获批专利突破100项,并获批成都市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2015年����优普DO BETTER系列洗瓶机新品研制上市；�
2016年����完成四川省天府新区3000吨/日MBR平板膜工艺污水处理项目; 

2017年����在成都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征地20亩兴建优普总部基地，同年《优普视界》

         报纸创刊； 

2018年����优普仪器事业部注册成立上海优普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组建基于PTFE(聚四氟乙烯)材质的新一代MBR膜材料研发生产车间；

2020年����投资6000万元的优普总部基地完成竣工验收并正式启用，原老厂改建为一

         体化污水设备及一体化泵站专业制造基地。

发展历程

关于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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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MBR膜工艺简介

      一、MBR膜工艺定义

膜生物反应器工艺组成示意图

MBR膜的分类

外置式管式膜组件

中空纤维型

中空纤维帘式膜元件

MBR膜组件

平板型

内置式膜外置式膜

平板膜元件

膜生物反应器（Membrane Bio-reactor,简称MBR)是将膜分离技术中的超滤、微滤或纳

滤膜组件与污水生物处理中的生物反应器相互结合的新型污水处理系统。MBR膜系统主要由生

物反应器和膜堆两部分组成,此外还有池体、鼓风曝气系统、泵及管道阀门仪表等相关辅助组

成。



     (二)MBR膜工艺缺点

   1.MBR膜系统工程设备投资较传统工艺增加20%-30%;

     2.MBR膜需要定期清洗(平板膜在线清洗,中空纤维膜离线清洗),清洗频率约为3-6个月;�

     3.不考虑污泥处置成本前提下, MBR膜系统能耗有所提高,运行成本较传统工艺约偏高

     5-10%左右(考虑污泥处置成本前提下, MBR膜法工艺运行成本优于传统工艺)。

     三、MBR膜工艺的适用范围

待处理污泥

    1.MBR膜工艺尤适用于污水处理/中水回用

      项目;

    2.出水水质要求较高的深度处理项目(出水

      水质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类);

    3.工程用地比较紧张的项目;

    4.原有污水系统扩容、提标改造的项目。

MBR工艺出水因为悬浮物和浊度几乎为零，不会影响光线在水中的透光度，因此MBR出水可采

用紫外消毒工艺，确保污水细菌学指标满足排放要求，同时节省了购买消毒药剂的成本。

6 简化消毒工艺.

处理医院污水或者处理后的其它污水要求回用时,污水必须经过消毒处理才能满足细菌学指标

排放要求。传统消毒工艺主要采用氯系消毒剂、        ,不论液氯还是二氧化氯,都属于危险化学

品，其购置、存储均需办理相应资质，且运输、储存手续复杂，监管严格。       、氯系消毒剂

均属于强氧化剂，腐蚀性很大，对储存环境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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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中的污泥

紫外消毒装置二氧化氯消毒装置

        （一）MBR膜工艺优势

          1 出水水质优异，可直接回用.

       MBR膜系统可以高效地进行固液分离,其分离效果远好于传统的沉淀池,出水悬浮物和浊度接近

  于零,出水水质全面优于国家相关排放标准,可直接回用,实现了污水资源化。

    二、MBR膜工艺的优势/缺点

    2.MBR膜法与传统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艺的污染物去除率设计值

工艺种类工艺种类工艺种类

污染物去除率（%）污染物去除率（%）污染物去除率（%）

MBR膜生物处理法

传统活性污泥法

悬浮物悬浮物悬浮物

（SS）

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氨氮氨氮氨氮

95

70-90 80-95 80-90 60-90

909093

4 可实现全自动控制，减少管理难度.

可实现全自动化运行或远程物联系统管理,实现无人化值守,降低管理难度和运行成本。

在采用传统工艺的污水处理厂的全部建设费用中,用于处理污泥的约占20%~50%，而采用MBR工

艺,可大幅减少剩余污泥产生量。因为MBR反应器在高容积负荷、低污泥负荷、长泥龄下运行,污泥

因为MBR膜片被截留在MBR反应器内,MBR反应器内污泥停留时间非常长,污泥在停留期间有充足的时

间进行稳定化反应,污泥中的微生物普遍处于内源呼吸期,组成污泥的有机质可充分降解为二氧化碳

和水,因此剩余污泥产量极低,污泥排放量较传统工艺减少30%-50%。

5 大幅减少剩余污泥排放量.

【以上数据摘自《生物接触氧化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09-2011) 和《膜生物法污

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10-2011)】

由于MBR将传统污水处理的曝气池与二沉池合二为一,并取代了三级处理的全部工艺设施,因此

可大幅减少占地面积,节省土建投资。国内外大量实践表明,采用MBR作为二级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

厂,可大幅减少占地面积。

3 大幅减少占地面积、节省土建投资.

（BOD )5 （COD  ）cr



      四、MBR与传统活性污泥工艺比较

    格栅池:拦截渣滓、防止堵塞提升泵。

    调节池:调节水量、均和水质同时可作为应急池。

    缺氧池:以污水中的有机物为碳源,利用反硝化细菌将回流至该池泥水混合物的硝酸盐、亚

            硝酸盐转化为氮气,实现污水脱氮。

    好氧池:在曝气状态下,活性污泥中大量的微生物降解或吸附水中含碳、氨氮、磷有机污染

            物质,以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二沉池:污泥与污水在二沉池进行了泥水分离,依靠重力沉降,上清液溢流进入消毒池。

     缺氧池:以污水中的有机物为碳源,利用反硝化细菌将回流至该池泥水混合物的硝酸盐、亚

             硝酸盐转化为氮气,实现废水脱氮。

     MBR池:利用膜实现泥水分离,膜截留了反应池中的微生物,使池中的活性污泥浓度大大增加,

            污染物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降解。

       传统活性污泥工艺流程

混合液回流

污泥回流

剩余污泥定期外排

污水

        MBR膜工艺流程

        主要包括以下五大单元：调节池、缺氧池、�MBR池、设备间、清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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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R膜法工艺与传统活性污泥工艺比较一览表

曝气时间(h) 2-4 6-8 4-6 0.8-2.5

剩余污泥量 极少 多 少 少

是否需要反洗 否 否 否 是

出水水质稳定性 高 一般 一般 较高

自控程度 高 中 较高 高

运行可靠性 高 较高 较高 高

占地面积 0.3 1 0.6 0.4

土建投资 低 较低 中 较高

设备投资 较高 中 中 较高

运行成本 中 较低 较低 较高

出水水质所达标准 高于回用标准 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 近乎回用标准

评价
出水水质高，系
统运行更稳定可
靠。

运行稳定性差，
易发生污泥膨胀
和污泥流失。

出水水质不稳定，
抗冲击负荷较差。

无污泥膨胀问题，
运行方成本较高。

     五、MBR工艺的常见污水典型处理工艺流程

■ 生活污水处理

■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

生活污水

清水池紫外消毒装置MBR缺氧池调节池格栅井

园区污水

消毒MBR

厌氧/缺氧气浮/水解酸化调节池格栅井

清水池

■ 医院污水处理

医院污水

清水池消毒MBR缺氧池调节池格栅井

曝气生物滤池接触氧化法工艺 MBR法 活性污泥法



第二章  MBR膜材料的发明与发展

      二、第二代：PVDF 膜材料

       PVDF(Polyvinylidene fluoride，聚偏氟乙烯),1944年由DuPont公司研制成功,1960年

Pennwalt公司首先实现商品化,1961年被Pennsalt化学公司(后更名为Pennwalt公司,现归属于

ARKEMA公司)进行商品化生产。据统计,仅1971到1981年的10年间，国际刊物发表了1000篇以上

的有关PVDF的论文。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根据PVDF及其共聚物的功能特性研制出上千种功

能元器件。

    PVDF的发展历史有几个里程碑性重要影响的应用。在20世纪60年代，军用绝缘热收缩管和

热扫描电线是最初的核心市场。70年代随着PVDF在建筑涂装、化工厂塑钢和造纸等方面的大量

使用,市场迅速增长。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全国电气规程(NEC,National ElectricalCode)

提倡在建筑物,天花板隔层(增压通风系统)中使用无烟、阻燃聚合物作为报警线路绝缘护套为

PVDF材料,特别为PVDF共聚物建立了最大的市场。同样在80年代,高纯度半导体厂商开始发现在

生产计算机设备中用塑料管路输送高纯度化学洗液优于金属。到80年代中期,对比其它较便宜

的塑料聚合物,PVDF由于易于加工,并无需任何加工助剂(如稳定剂、填充剂或其它添加剂)等而

成为半导体工业高纯液体管路材料的首选。90年代,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PVDF类聚合物仍保持

持续的发展,并且继续被作为高需求材料,如高纯度加工部件(管道、罐衬里、泵、过滤产品、

附件、伸缩管等)、用于耐候性保护的薄膜和需要耐渗透的燃料容器用特殊软管。

PVC(Polyvinyl Chloride,聚氯乙烯),1835年由美国V.勒尼奥发现,用日光照射氯乙烯

时生成一种白色固体,即聚氯乙烯。1926年,美国B.F. Goodrich公司合成了PVC并很快得到广

泛的商业应用。

PVC因难燃、耐磨、抗化学腐蚀、水汽渗漏性低等特性,是性价比优越的通用型材料。工

业生产的PVC分子量一般在5-11万范围内。

PVC曾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通用塑料,在建筑材料、工业制品、日用品、地板革、地板砖

、人造革、管材、电线电缆、包装膜、瓶、发泡材料、密封材料、纤维、水处理膜材料等方

面均有广泛应用。但因热稳定性差、材料强度较低（低温下变硬脆化，高温下易软化松驰）

、释放二恶英（致癌物质）等有害物质、耐冲击性/耐老化性差、废品难降解/难处理、非亲水 

性材料等缺点，PVC膜材料已被PVDF材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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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代：PVC 膜材料

■ 中药饮片废水

■ 半固态调味料生产废水

生产废水

中药饮片废水

MBR池水解酸化气浮装置初沉调节集水池格栅井

清水池

MBR水解酸化隔油沉淀集水池格栅井 UASB反应

外排水池

■ 屠宰废水

屠宰废水

清水池MBR水解酸化隔油/气浮集水池毛发过滤器

■ 养殖废水

养殖废水

出水

多级A/O水解酸化集水池沼气池

MBR

■ 白酒酿造废水

生产废水 调节池格栅井

MBR多级A/OUASB 出水



    进入21世纪,由于PVDF兼具氟树脂和通用树脂的特性,具有较好的耐化学腐蚀性、耐高温性、

耐氧化性、耐候性、耐射线/辐射等优异性能,成为污水处理领域MBR膜的主要材料。但随着国内

污水处理需求量日益增加和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对MBR膜材料稳定性要求也越来越高，

其不耐强碱、防腐蚀性较弱、使用寿命偏短(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3-5年)等缺点,PVDF材质的MBR

膜已逐渐无法满足市场的使用需求。

PTFE(Polytetrafluoroethylene,聚四氟乙烯,商品名称“特氟龙”,俗称“塑料王”),

1932年罗伊·普伦基特(Roy Plunkett)博士毕业后来到美国杜邦(DuPont)公司从事有机氟  

的研究。1938年夏天,他发现了白色粉末的聚合物—聚四氟乙烯。1941年,普伦基特通过专利首  

次把聚四氟乙烯公之于世。1945年,杜邦公司为聚四氟乙烯注册了Teflon商标,中文名称：特

氟龙。

1954年,法国工程师马克·格雷瓜尔研制出了如何将聚四氟乙烯和铝结合在一起的办法,诞

生了世界上第一只“不粘锅”。

PTFE材料不光用于厨房,因为它特别光滑,在机械上的各种轴承、齿轮、滑轮都可以用它来

做。由于特殊设备的摩擦部分不宜加油润滑,比如在润滑油脂会被溶剂溶解而失效的场合或者

造纸、制药、食品、纺织等工业领域的产品需要避免润滑油沾污,这就使填充PTFE材料成为机

械设备零件无油润滑(直接承受载荷)的最理想材料。PTFE的摩擦系数是已知固体材料中最低的

，它的表现远胜于酚醛树脂、尼龙等材料。

PTFE 作为一种超强的材料，即使到了-269.3度的低温也没有问题,在干冰、液氮、液氧、

液体空气,甚至在液氦中也能正常使用,同时也能耐受250度的高温。耐腐蚀方面,不论是强酸强

碱,如硫酸、盐酸、硝酸、烧碱，还是强氧化剂,比如重铬酸钾、高锰酸钾，都不能动它分毫。

其化学稳定性超过了玻璃、陶瓷、不锈钢,甚至黄金、白金。其次,PTFE特别难被浸湿,即使长

期浸泡在环境恶劣的污水中,也不会膨胀和增加重量,目前还未发现有任何一种溶剂,能使PTFE

膨胀。除此之外,PTFE的介电性能与频率无关,也不随温度而改变,这让它成为了优良的绝缘材

料。

PTFE 自发明以来,因其拥有优良的化学稳定性、耐磨性、耐腐性、不燃性、密封性、高润

滑不粘性、电绝缘性和良好的抗老化等卓越性能,一直在化工、航空、交通、机电等高端领域广  

泛使用。

在环保水处理领域,PTFE材料大规模生产、使用成本显著下降后,将全面成为替代PVDF的第

三代MBR膜材料。目前,美国GE公司、日本住友公司等已率先在污水处理中使用PTFE材质MBR膜

材料。

基于材料的耐高浓度的酸、碱、强氧化剂及有机溶剂的性能,膜可以承受油污和高负荷有机溶

剂的冲击。在遇到这方面的运行工况时,可以通过高强度的洗剂清洗保证膜系统性能的恢复,而PVDF

产品一旦受到这方面的污染冲击,膜系统就会坏损,严重的需要全部更换新膜。

3.抗污染性能好

复合型PTFE中空膜采用PTFE作为其过滤层,其特有的不粘性和自润滑性,使绝大多数的污染物质

不易粘附在膜表面,具有超强抗污染性能,并且易清洗,药耗、能耗少。

4.使用寿命长

PTFE膜具备极强的耐酸耐碱性、抗化学腐蚀性、及独特的支撑层技术,具有极强的抗抖动和抗

冲刷能力,正常使用寿命8-10年,是一般PVDF材质膜使用寿命的2-4倍。

5.超大产水通量

PTFE膜具有比PVDF更高的孔隙率,加上特有的亲水改性和可再生工艺,使其在应用生命期内保持

超大的水通量和最小的通量衰减。在膜应用工艺中可以承受更高压力和曝气冲击,从而提高工艺处

理效率和效果。

6.膜元件可干态存放

可在干态环境下存放,膜材质及性能不受影响,尤其适用于在运行早期来水不稳定的项目。

1.耐化学腐蚀性强

PTFE材质俗称“塑料王”,在塑料材质中具有最稳定的化学性能。耐高浓度的酸、碱及强氧化

剂的清洗,PH 耐受范围在 0-14 之间。

2.耐油及有机溶剂的冲击

     四、第三代PTFE材质MBR膜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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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代：PTFE膜材料



    说明:与第二代膜材料同时诞生的还有MBR纳米陶瓷膜，其是以氧化铝、氧化硅、氧化锆等

原料经一系列特殊工艺制造而成的具有纳米级别多孔结构的液固分离材料。

      MBR有机膜材料性能对比表

材质 PVC PVDF PTFE

耐强酸、强碱 一般

通量 低 一般，衰减累积 高通量、弱衰减、强恢复

强度 低 5-300N 高

亲水性 一般 一般 特殊的亲水技术

抗氧化性 低 一般 高

耐高温 一般 良 高

耐日光 一般 良 高

经济型 低价低寿命 一般 高性价比

PH:2-11 PH:0-14

比较项目比较项目比较项目 第一代膜材料第一代膜材料第一代膜材料 第二代膜材料第二代膜材料第二代膜材料 第三代膜材料第三代膜材料第三代膜材料

第三章  优普UPMBR膜元件/膜组件

     优普采用膨化拉伸成孔工艺，制作MBR膜成孔更加均匀，孔隙率更高，产水通量也更大，

加上PTFE本身具有极低的表面摩擦系数，因此用该材料做的MBR膜元件具备卓越的抗污染性能。 

       一、UPMBR-PTFE/PVDF平板膜元件规格参数

           注：1.本参数为25℃和-10KPa抽吸真空度下，处理市政污水时单片膜元件初期产水通量；

               2.对于不同的水质和不同的环境下（比如温度），其产水量可能存在差异。

有效面积（平米） 1.5 1.0 0.5

490*1750*8 490*1250*8 490*600*7

膜孔径（微米） 0.1-0.4

产水量（升/片.天） 480-720 320-480 160-240

曝气量（升/片.天）

PH 0-14

出水浊度(NTU) ＜1.0

出水悬浮物(SS) ≤1

≥9≥12 ≥12

公称尺寸（毫米）

型号（元件）型号（元件）型号（元件） UPMBR-PTFE/PVDF-F1.5MUPMBR-PTFE/PVDF-F1.5MUPMBR-PTFE/PVDF-F1.5M UPMBR-PTFE/PVDF-F1.0MUPMBR-PTFE/PVDF-F1.0MUPMBR-PTFE/PVDF-F1.0M UPMBR-PTFE/PVDF-F0.5MUPMBR-PTFE/PVDF-F0.5MUPMBR-PTFE/PVDF-F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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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UPMBR-PTFE/PVDF平板膜组件规格参数

序序
号号
序
号

型号型号型号

每天每天每天
设计设计设计

产水量产水量产水量

要求要求要求
水深水深水深

（米）（米）（米）

膜片膜片膜片
规格规格

(平米)(平米)
规格
(平米)

膜片数膜片数膜片数
（片）（片）（片）

膜面积膜面积膜面积
(平米)(平米)(平米)

尺寸（毫米）尺寸（毫米）尺寸（毫米）

膜脚高膜脚高膜脚高

（毫（毫（毫米）米）米）

曝气曝气曝气
箱高箱高箱高

（毫米）（毫米）（毫米）

集水管集水管集水管
内外径内外径内外径

（毫米）（毫米）（毫米）

1
UPMBR-PTFE/PVDF-

F5T
5吨 30 15 585*530*1150

2
UPMBR-PTFE/PVDF-

F10T
10吨 50 25 585*830*1150

3
UPMBR-PTFE/PVDF-

F20T
20吨 50 50 605*860*1800

4
UPMBR-PTFE/PVDF-

F30T
30吨 80 80 605*1300*1800

5
UPMBR-PTFE/PVDF-

F40T
40吨 100 100 605*1600*1800

6
UPMBR-PTFE/PVDF-

F50T
50吨 130 130 605*2050*1800

7
UPMBR-PTFE/PVDF-

F60T
60吨 100 150 605*1600*2600

8
UPMBR-PTFE/PVDF-

F70T
70吨 120 180 605*1900*2600

9
UPMBR-PTFE/PVDF-

F80T
80吨 130 195 605*2050*2600

10
UPMBR-PTFE/PVDF-

F100T
100吨 160 240 605*2500*2600

300

500

50/60

65/75

50/60

65/75

平板膜组件规格型号一览表平板膜组件规格型号一览表平板膜组件规格型号一览表

膜组规格膜组规格膜组规格

   注：1.可调节脚垫:（35-75）毫米;      2.不含曝气管、集水管尺寸和调节脚垫高度；

       3.按0.4吨/（天·平方米）设计;    4.其他规格可定制。

1.5

2.2

3

0.5

1.0

1.5

 200

曝气管曝气管曝气管
内外径内外径内外径

（毫米）（毫米）（毫米）

       三、UPMBR-PTFE/PVDF中空纤维膜元件规格参数

型号（元件）型号（元件）型号（元件）

有效面积（平米） 6 12  15  25

公称尺寸（毫米）

公称孔径（微米） 0.1-0.4

纤维内外径（毫米） 1.1/2.3 

过滤方式 浸没式抽吸过滤

运行通量

PH耐受范围 

出水浊度(NTU) 

出水悬浮物(SS)  

10-40

0-14

<1.0

 164*154*1300    164*154*2410   1250*30*1000   1250*30*2000 

≤1

UPMBR-PTFE/PVDF-H6MUPMBR-PTFE/PVDF-H6MUPMBR-PTFE/PVDF-H6M UPMBR-PTFE/PVDF-H12MUPMBR-PTFE/PVDF-H12MUPMBR-PTFE/PVDF-H12M UPMBR-PTFE/PVDF-H15MUPMBR-PTFE/PVDF-H15MUPMBR-PTFE/PVDF-H15M UPMBR-PTFE/PVDF-H25MUPMBR-PTFE/PVDF-H25MUPMBR-PTFE/PVDF-H25M

平板膜元件 中空纤维帘式膜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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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UPMBR-PTFE/PVDF中空纤维膜组件规格参数

序
号 型号

每天

设计

产水量

膜片

规格

膜面积

（平米）
膜架排数 尺寸（毫米）

1 UPMBR-PVDF-H10T 10吨 30 单排 471*943*1667

2 UPMBR-PVDF-H20T 20吨 75 单排 696*955*1667

3 UPMBR-PVDF-H30T 30吨 105 单排 846*955*1667

4 UPMBR-PVDF-H50T 50吨 165 单排 1146*960*1784

5 UPMBR-PVDF-H80T 80吨 270 单排 1671*967*1784

6 UPMBR-PVDF-H100T 100吨 330 双排 1146*1770*1784

7 UPMBR-PVDF-H120T 120吨 390 双排 1296*1770*1784

8 UPMBR-PVDF-H150T 150吨 510 双排 1596*1770*1824

9 UPMBR-PVDF-H200T 200吨 660 双排 2126*1770*1844

中空纤维组件规格型号一览表中空纤维组件规格型号一览表中空纤维组件规格型号一览表

膜组规格膜组规格膜组规格

15

平米/片

注：1.可调节脚垫：（35-75）毫米;

    2.按0.3吨/（天·平米）设计;

    3.其他规格可定制。

       五、 MBR膜产品应用选型指南UP

应用领域应用领域应用领域
处理量处理量处理量

（T/D）（T/D）（T/D）

MBR膜元件MBR膜元件MBR膜元件

选型建议选型建议选型建议

MBR膜材质MBR膜材质MBR膜材质

  选型建议  选型建议  选型建议

平板膜平板膜平板膜 中空纤维膜中空纤维膜中空纤维膜 PTFEPTFEPTFE PVDFPVDFPVDF

医院污水

5-100 √ √ √

100-500 √ √ √

500-1000 √ √ √

√ √ √

工业园区污水

300-500 √ √

500-1000 √ √

1000以上 √ √ √

乡镇污水处理

5-100 √ √ √

100-500 √ √ √

500-1000 √ √ √ √

市政城市生活污水

5-100 √ √ √

100-500 √ √ √

500-1000 √ √ √

√ √ √ √

交通运输场所

  污水处理

5-100 √ √ √

100-500 √ √ √

500-1000 √ √ √ √

1000以上

1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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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膜组件包装

    每台优普UPMBR膜支架用塑料薄膜包裹，特殊要求可以由木箱包装。

    包装箱上应有以下标志:

    1.生产厂家名称、详细地址及联系方式;

    2.产品商标、标识;

    3.产品的名称、型号、规格、数量;

    4.“小心轻放”、“勿暴晒”、“怕雨”等标志。

       七、膜组件运输

1.应避免机械损伤;

2.注意保护外包装木箱不受到剧烈碰撞;

3.运输过程中不得使货物经受雨淋和日光暴晒;

4.运输过程中木箱不能叠放;

5.膜组件通常较重,建议用起重设备进行装卸，以确保安全。

       八、膜组件贮存

1.产品存放的环境温度应为5-40℃;

2.放置在有遮蔽物、无腐蚀性气体的场所，防止阳光直射;

3.地面要平整，通风干燥、防潮湿;

4.膜组件存放要与正在施工的现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5.施工中禁止焊接的火花、焊渣等溅到膜组件上。

第四章  优普UPMBR系统标准运行环境

       一、进水要求

     为了保证模组件的正常、稳定、长期有效运行，进入MBR系统的原水需满足以下条件:

指标 要求

水温

悬浮物(SS )

PH

矿物油

硬度

PAC

10-40℃

≤200mg/L

6-9

≤5mg/L

≤350mg/L

尽量减少使用

指标 要求

颗粒大小

尖锐固体物质

BOD 5/ COD

动植物油

盐分(Cl)

PAM

≤2mm

0

≥0.3

≤20mg/L

≤4000mg/L

尽量减少使用

     1.悬浮物:

     进入MBR系统的原水必须经过2mm以下细格栅或0.28mm滤网预处理;

     2.PH值:

     进入膜生物反应池的污水PH值应调节在6-9的范围内;

     3.硬度:

    当水中硬度较高时(如钙硬大于350 mg/L)，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钙盐、镁盐等沉淀性物

质会在滤膜和曝气管上沉积结垢，严重影响滤膜及整个MBR系统的稳定运行，因此在原水硬度

较高时，需要进行预处理;

    被处理污水温度-般在10-40℃之间，温度过高或过低将影响生物处理效果和滤膜的使用

寿命;

     4.温度:

    MBR系统在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处理高浓度含油废水，油脂类物质会附着在膜表面或堵

塞膜孔造成产水量降低，通常要求进入MBR池矿物油含量≤5mg/L，动植物油含量≤20mg/L;

     5.油类:

    PAC和PAM应尽量减少进入MBR池，过多絮凝剂易造成MBR膜污堵;

     6.絮凝剂:

    被处理水盐分(Cl)应小于4000mg/L，高盐分污水易导致生物死亡，生化系统难以持续

进行。

     7.盐分(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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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MBR池标准运行条件

    为了保持良好的处理能力，必须确保反应器中MLSS浓度、粘度、DO(溶解氧)及PH等在合适

的范围内。下表为标准运行条件，使用环境(特别是污泥性状)不同时，可能会有所差异。

     膜组件的标准运行条件

项目 单位

MLSS

污泥粘度

DO

PH

水温

清洗液注入压差

mg/L

mPa.s

mg/L

-

kPa

运行条件

6000-12000

<250

2.0-4.0

6-9

15-40

<10

℃

曝气量

抽吸泵运行方式

10-12

抽8min,停2min

L/(片.min)

-

       三、MBR膜运行液位

    通常优普组件已经设置了曝气管，为确保膜组件的正常运行，MBR池应满足一定的高度。

膜支架高度图 立面尺寸控制图

H:设计池体高度 mm           

H2:安全水深 300-500mm      H:保护高度 300-500mm

      四、MBR膜标准运行控制

1.抽吸泵抽8分钟，停止2分钟;低液位时，抽吸泵停止，中液位时，再次启动;风机停止运行

  及散气管进行清洗时，抽吸泵停止抽吸;

2.低液位控制器安装于膜组件上方10mm以上，保证膜组件始终浸没在废水中;

3.低液位时，回流泵、排泥泵停止运行;

4.高液位时，前端提升泵停止运行;

5.风机24小时运行;当抽吸泵由于故障或者其他原因不能正常运行时，风机可间歇运行。

第五章  优普UPMBR系统调试与运行管理

       一、检查和设置

清水调试前，请先进行以下检查准备工作:

1. 请再次确认空气管、污水管连接正确;

2. 确认MBR池内已清理干净，尖锐物品及大块杂质有可能损坏膜组件;

3. 打开空气排放阀，排出膜元件中的空气;

4. 将清水(自来水或过滤水)放至运行液位;

5. 关闭空气排放阀。

1.在向MBR池内加入清水之前打开排空阀，排掉膜元件内的空气，

  进水完毕后关闭排空阀;

2.建议不要采用地表水取代清水进行操作，如果地表水中含有大

  量的铁、锰、钙和硅时，可能会导致膜污堵。

       二、清水调试

1.曝气鼓风机启动后，请确认曝气量大小和曝气均匀性。清水运行时可能会有泡沫

产生，通常与膜元件所含的亲水性物质有关，不影响后期运行;

2.一台鼓风机对多台膜组件送风时，应保证供给各个膜组件的空气量相同。如有明

显不同，请检查并调节曝气管路，使曝气量一致;

3.清水调试时，请检查自控系统的性能;

4.清水调试时，请记录膜抽吸通量、跨膜压差、水温等。

1.不要进行过量的清水测试，不良清水水质可能会导致膜堵塞;

2.清水调试后请保持膜的湿润状态，膜干燥可能会导致透水量下降。

       三、种泥的投加与驯化

为使MBR系统尽快启动并出水运行，需进行污泥接种及驯化。种泥投加请参照以下步骤:

1. 请预备好活性污泥(最好是处理同种废水的种泥)。推荐采用污泥浓缩池或经过压滤脱

水的污泥;

2. 通过筛网(缝隙2mm以下)过滤投入，从而去除可能损坏膜元件的杂质;

3. MBR池污泥浓度达到3000mg/L-5000mg/L时，方可进行膜组件的抽吸，且抽吸水量为

设计水量的30%-40%左右;

4. 待MBR池污泥浓度达到设定值，在出水水质达标的情况下，逐渐提高出水量直至满负

荷运行;

5. 过滤水量稳定时，测定、记录下跨膜压差、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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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膜生物反应器的日常检查

 为保证膜组件的正常运行，曝气状态及生物处理过程的稳定尤其重要。请执行以下日常

检查:

1. 跨膜压差:检查跨膜压差的稳定性。跨膜压差突然上升，表明发生膜堵塞，可能是不正

常的曝气状态或污泥性质的恶化导致的。这种情况发生时，检查下列参数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例如调整运行参数并进行膜组件的维护性清洗。

2. 曝气状态:检查曝气量是否为设定值或均匀曝气。当发现曝气量异常或出现曝气不均匀

时，需采取必要措施:如清洗曝气管或孔口，检查鼓风机和调整曝气量等。

3. 活性污泥的颜色气味:正常活性污泥的颜色为褐色，有凝集性、无令人不快的气味。如

果外观和气味异常，需对MLSS浓度、污泥粘度、DO、PH、水温、BOD 5负荷等数值进行检查。

4. MLSS:正常的MBR池MLSS浓度在6000-12000mg/L。不满足条件，需调整MLSS:过低时可

投入种泥或减少污泥排放，过高时可加大污泥排放量。

5. 污泥粘度:正常的MBR池污泥粘度应在250mPa.s以下。不满足条件，需调整至正常粘

度:过高时，可采取更新污泥、投加混合液性状调节剂或加大污泥排放量等措施。

6. DO:正常的MBR池DO浓度为2-4mg/L。不满足条件时，应调整曝气系统运行参数。

7. PH:正常的MBR池PH值为6-9。不满足条件，无法达到既定性能，可添加酸或碱进行调

节。

8. 水温:正常的MBR池水温为15-40℃。不满足条件，无法达到既定性能，需采取冷却、保

温等必要措施。

9. 水位:检查MBR池水位是否在正常范国内，发生异常时需进行以下检查:液位计检查、抽

吸水泵检查、膜元件跨膜压差检查等。

3.不能在MBR池内加入对活性污泥有不良影响的化学药剂、毒物、油

  分及其他有害物质;

4.即使在膜组件的使用条件范围内，也应尽量避免温度、PH、跨膜压

  差等参数的突然变化;

5.经常检查和更换易损件;

6.防止膜组件受冻。

1.禁止饮用膜产水;

2.处理水要回用时，应根据其使用目的进行水质分析，判断是否满足

  回用要求;

       一、维护管理项目及实施频率

       二、曝气管的清洗方法

曝气管的孔口污堵，会造成曝气不均匀及堵塞。为了防止堵塞，需每天进行一次曝气管

路的清洗(建议设置自动阀，以进行曝气管路的自动清洗)。

清洗时，通过排空气阀释放曝气管内的压力，使污泥逆流进入曝气管内，再通过流经曝

气管内的空气将污泥排出。

1.停止过滤运行;

2.打开放气阀，使膜浸没槽的污泥从曝气孔中逆流进入曝气管，同空气一起被排出;

3.保持排放阀门开3-5分钟;

4.关闭排放阀门，清洗完成;

5.重新开始过滤。

       三、膜元件的化学药液清洗

膜污染会导致跨膜压差上升，当增加到一定程度时，需进行化学药液清洗:

1.同一过滤通量下，可选择跨膜压差比初期稳定运行时高35kPa时清洗，也可选择每一

个月清洗一次;

2.当膜污染物主要为有机物时，可采用定期碱洗;

3.当膜污染物主要为无机物时，可采用酸洗方法。

1.曝气管的清洗(频率:每天一次);

2.膜元件的化学药液清洗(频率:同等过滤流量下，跨膜压差比初期稳定运行时的跨

膜压差高35kPa时，进行一次化学清洗);

3.硅胶软管的更换(频率:约每3年一次)。

1.更换零件时请联系优普;

2.更换硅胶软管时，将硅胶管插入膜元件及集水管出水口根部，勿用

  力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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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避免通风换气不充分、 避开高温物体、火花等，避免与酸接触;

2.使用后请密闭容器;

3.操作后，请仔细清洗手、脸等部位，并漱口;

4.请穿着合适的护具，以免吸入药品和眼睛、皮肤、衣服接触到药品;

5.操作场所在室内时，请使用局部排气装置;

6.请勿将次氯酸钠与柠檬酸或草酸混合，它们混合后会产生有毒氯气。

污染物质 药液浓度

有机物

药品名称 浸泡时间

次氯酸钠 3000-5000mg/L
5小时

氢氧化钠 1000mg/L

柠檬酸

3000-5000mg/L无机物

草酸

3小时

清洗时使用的药品，可能含有触及人体时会造成伤害的物质，因此请在仔细阅读药品使

用安全手册的基础上，务必装备保护眼镜、手套等保护用具，操作时请非常小心。当药品附

着到皮肤时，请按照药品使用安全手册进行处理。

1.次氯酸钠( NaClO )

操作时注意事项:

1.避免日光直射，需于阴暗处保管。密闭保存，避免与空气接触;

2.储液槽需采用耐腐蚀容器。

保管时注意事项:

1.远离强氧化剂、强碱;

2.请勿进行使容器颠倒、掉落、被撞击或过度拉动等粗暴操作;

3.请勿擅自造成粉尘或蒸气，以免发生泄漏、溢出、飞洒等事件;

4.使用后请密闭容器;

5.操作后，请仔细清洗手、脸等部位，并漱口;

6.请穿着合适护具，以免吸入药品和眼睛、皮肤、衣服接触到药品;

7.操作场所在室内时，请使用局部排气装置。

2.草酸(HOOCCOOH)、柠檬酸

操作时注意事项:

1.避免日光直射，需于阴暗处保管。密闭保存，避免与空气接触;

2.储液槽需采用耐腐蚀容器。

保管时注意事项:

       四、膜元件清洗方法

将药液沿产水导流管徐徐注入充满膜元件，使药液从膜里侧向外侧渗出。

·停止过滤运行，关闭出水阀门并停止曝气;

·徐徐打开药液阀门，开始注入给定量的药液;

·注入后，放置一定时间;

·碱洗浸泡完成后需曝气1小时，酸洗浸泡时需保持曝气状态;

·关闭药液阀门。

注:运行初期，出水中残留有药液，需将其返送回原水池。

1.膜元件的维护性清洗

2.膜元件的维护性清洗

需设置清洗水池，并安装固定好曝气底座，连接好曝气管路。

·在清洗池中配置好清洗所需的药液;

·停止过滤运行，关闭出水阀门并停止曝气;

·拆下集水管与集水总管间法兰的螺栓;

·沿导轨起吊膜箱并放入清洗池;

·对膜箱进行曝气清洗并浸泡;

·清洗后把膜箱起吊还原，上紧集水管与集水总管间法兰的螺栓;

·开始曝气，打开出水阀门，重新开始过滤运行。

3.膜元件的离线物理清洗

当膜元件恢复性清洗无法解决问题时，需要将膜元件从膜组件中取出，放在平整的地面

或干净的容器中，用压力水柱冲洗或软海绵擦洗膜表面。

请勿用表面粗糙的抹布对膜表面进行擦洗，可采用较柔软的海绵在膜表

面轻轻擦洗。采用压力水柱冲洗膜表面时，水柱压力不可过高，过高压力可

能会把膜冲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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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优普UPMBR膜组件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故障 原因

曝气量达不到标准值
鼓风机故障

曝气管堵塞

处理方法

检查鼓风机

清洗曝气管

膜组件内或膜组件间
曝气状态不稳定

透过水量减少或

跨膜压差上升

膜污染加剧

清洗膜组件的曝气管

进行清洗(首先考虑维护性药洗，

污染严重时就要进行离线清洗)

膜组件的曝气管堵塞

膜元件或软管损坏

检查曝气系统，改善曝气状态

改善污泥性状:
·阻止异常成分流入(有害物质)
·BOD负荷调整
·回流比调整
·添加氮、磷等营养元素

曝气异常导致膜面冲洗不良

污泥性状异常导致

污泥过滤性能恶化

透过水的浊度增加 产水的配管管线泄漏

产水侧有细菌繁衍

封住膜元件或集水管的导流管

检查、修复泄露部分

对产水管路进行有效氯为

100-200mg/L的次氯酸钠注入清洗

液位过低，抽吸管路

存在大量空气自吸泵抽水困难 通过抽吸管路引水口灌满自来水

流量计大量气泡
1.膜污染加剧

2.抽吸管路存在漏点

1.跨膜压差较高时进行清洗;

2.跨膜压差较低时检查管线漏点。

       一、业主方领导层须知

       非水务专营公司业主在发包污水处理项目通常要面对如下困难：

    1.业主方通常都缺乏懂行的管理技术人员,但又需承担工艺技术选型的责任及项目发包建设

移交后运营管理的责任;

    2.国家法律对环保生态治理的要求愈来愈高,对违规违法排污单位及直接责任人的处罚愈来

愈重,甚至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

    所以,业主在选择污水处理项目的承包方时,应重点关注下述事项：

    ①筹备期应充分论证选择可信任的技术工艺;

    ②通过亲自上门考察选择有履约能力和实力的合作方;

    ③合作方应具备该工艺的实施经验和成功案例。

       二、生活污水处理须知

       人类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是水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主要是粪便和洗涤污水。生活污水

不仅包含居民小区日常排水,也包括医院、公园、旅游度假村、新建大学城、高速公路生活服务

区等。其中某些区域的排水系统通常不在城市市政管网覆盖范围之内,必须设置独立的污水处理

设施。生活污水污染物浓度通常比工业污水低,污水可生化性较好,但需要注意不同时段水量变

化系数较大,应按最大水量进行项目设计。

第八章  业主发包污水项目注意事项

优普完成的中石化某项目MBR膜法处理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三、医疗机构废水处理须知

       医院的污水除一般生活污水外,还含有化学物质、放射性废水和病原体。医院各部门的功能、

设施和人员组成情况不同,产生污水的主要部门和设施有:诊疗室、化验室、病房、洗衣房、X光

照像洗印、动物房、同位素治疗诊断、手术室等排水;医院行政管理和医务人员排放的生活污水,

食堂、单身宿舍、家属宿舍排水。不同部门科室产生的污水成分和水量各不相同，如重金属废

水、含致病菌废水、洗印废水、放射性废水等,而且不同性质医院产生的污水也有很大不同。医

院污水较一般生活污水排放情况复杂。因此,国家法规要求必须经过处理并领取《排污许可证》

后才能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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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配管连接、焊接部位进行泄漏检查，并进行加压操作时，勿改变膜元件的压力。



      优普完成的某综合医院废水项目

制药废水通常属于较难处理的高浓度有机污水,其特点是组成复杂。制药工业废水主要包括抗

生素生产废水、合成药物生产废水、中成药生产废水以及各类制剂生产过程的洗涤水和冲洗废水

四大类。制药废水有机污染物种类多、浓度高,CODcr值和BOD 值高且波动性大,NH -N浓度高,色度

深,毒性大,固体悬浮物SS浓度高。

制药废水要根据具体废水的情况采用不同的预处理措施,预处理通常包括隔油、气浮、混凝、

沉淀、化学氧化还原、酸碱中和、电解以及水解酸化、厌氧处理等。二级处理一般采用接触氧化、

SBR、CASS等传统经典工艺,但如需进一步深度处理,满足更严格的出水水质,传统二级处理工艺难

度较大,需增设采用MBR膜生物反应器作为三级处理设备。

      优普完成的某制药厂废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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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一、综合类标准

       二、行业类标准

四、制药工业废水处理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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