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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七格污水处理厂紫外线消毒系统的运行分析 

李松 ，白月芬 ，李岚 
(1．杭州市七格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指挥部，浙江 杭州310005；2．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天津 30oO74) 

摘要：对杭州七格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的紫外消毒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该紫外消 

毒系统的设计规模为 6O万t／d；紫外消毒 系统的运行效果受进水透光率和进水悬浮物浓度的影响；工程运 

行期间，依据紫外消毒系统进水水质情况，调整消毒设备运行方案，变化紫外灯管的运行数量，消毒效果较 

为理想，经过紫外消毒系统后的出水粪大肠菌群数除特殊几天外均能达到设计的出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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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8918—2002) 的施行 ，微生物指标被列为污水 

厂出水水质中的基本控制指标 ，这就要求城市污水处 

理厂出水必须进行消毒处理。目前在污水处理行业 中 

常用的消毒工艺有液氯消毒、二氧化氯消毒 、臭氧消毒 

和紫外线消毒等。紫外线消毒工艺和其他消毒方式相 

比，具有杀菌效率高 ，无生物免疫力，很好 的杀菌广谱 

性，不产生二次污染 ，无臭味，无噪声 ，土建费用、运行 

费用较低 ，运行安全可靠 ，安装维修简便 ，占地面积小 

的优点[2]。本文结合杭州七格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的 

应用实例 ，阐述紫外线消毒的应用范围及影响因素。 

2 工程概况 

七格污水处理厂位于浙 江省杭州市东北角江干 

区下沙乡七格村 ，紧邻钱塘江下游段，负责处理杭州 

市主城区大部分生活和生产污废水 。七格污水处理 

厂按时间分为三期建设 。一期工程污水处理工艺为 

AAO(厌氧+好氧 +缺氧)工艺，二期工程污水处理 

工艺采用倒置 AAO(缺氧+厌 氧+好氧)工艺 ，三期 

工程采用改 良AAO(回流污泥反硝化段 +厌氧+好 

氧+缺氧)工艺 。目前全厂污水 处理总规 模为 1 20 

万 m。／d。七格污水厂一、二、三期工程消毒工 艺均采 

用紫外线消毒方式 ，其 中七格一、二期工程 的污水来 

自杭州市主城区第三污水干管系统、临平污水系统， 

该区域的污水主要为工业废水 ，水质变化较大 ，水质 

成分较为复杂，和 以城 市污水 为主的大部分大型污 

水处理厂情况不 同。而三期工程 的进水水质不 同于 
一

、二期 ，主要 以城市 污水 为主。因此 ，基 于代 表性 

和普遍性的考虑 ，主要对 三期 工程的紫外消毒系统 

进行研究分析。三期工程 的处理水量为：6O万 m。／d， 

变化系数 1．3，设计流量 9．03 m。／s。该工程使经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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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most of the sludge cannot get proper treatment，and the disposal of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S one of the major environmenta1 problems of the cities in China．The methods of sludg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widely used in the world nowadays are land application，landfilling，incineration，etc．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tential of sludge land application by comparing these methods，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particularly agricultural utilization．Through analyzing the nutrients in the sludge and its effects 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the heavy metal composition and its change trend and the pathogen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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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cological safety of sludge land application and bett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ludge agricultural utilization，it should be reasonable to select the sludg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technologies．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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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生化处理后的水进入紫外消毒系统，紫外消毒系统的 

进水水质如表 1所示 。 

表 1 紫外消毒系统进水水质 

3 紫外消毒系统的设计 

紫外消毒系统的消毒效果与紫外消毒剂量、紫外线 

穿透率、污水中微生物的种类和负荷、污水的水质等因 

素有关 ，考虑以上因素和该工 程 的实 际情况 ，对 紫外消 

毒系统进行了设计。 

3．1 紫外线生物剂量 

紫外线剂量是影响消毒效果的直接因素。从理论 

上分析，紫外线剂量越大，消毒效果越好，然而紫外线消 

毒剂量有一限值，若超过此值，则不能有效地对额外微 

生物进行灭杀 ，而且还 增大 了消毒成本 。如 图 1所 示 ， 

响应曲线在剂量增加到一定范围后逐渐持平，即存在极 

限，也就是说再加大消毒剂量也不能改善消毒效果。这 

主要和水质条件尤其是总悬浮固体数 TSS和固体颗粒 

尺寸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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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微生物紫外剂量 响应 曲线 

根据验定报告测试紫外灯输出功率运行水平( ) 

为 60 额定输出功率，得到生物剂量与流量 的关系： 

Dose 一 1413Q- ，修正为 100 额定输出功率运行 

水平 的生物剂量 ： 

D0sP一1413Q- 。 ／声一1413Q · ／o．6—2355 。 

式中：Dose表示生物剂量 ，单位为 mJ／cm ；Q表示 

每支紫外灯处理的水流量，单位为 L／min·灯；P为灯 

管的运行功率水平，单位为 ，满功率水平为 100 。 

3．2 每支紫外灯处理的水量 

在设计出水水质标准粪大肠菌群<1000个／L的 

条件下，紫外 线消毒 系统要 求达 到的紫 外线剂 量： 

15mJ／cm ，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每支紫外灯处理的水 

流量为 ：Q一(Dose~2355)-1／o． 一(15／2355)--1／0． 一514 

(L／rain·灯)。 

根据项 目水质要求，紫外线透射率为 45 ，这与现 

场实测所做的 65．2 不同，需要调整。根据实验室数 

据 ，调整系数为 K一[T1／T2] 一E45 ／65．2 ]。一 

0．476，实际每支紫外灯处理的水流量为 Q镕 一514× 

0．476—245(L／min·灯)。 

3．3 处理 的污水流量 

需要处理的污水流量 一60 X 10 ×1．3m。／d(峰值 

流量)一5．42×10 L／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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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消毒系统需要最少新灯管数量 

紫外线消毒系统所需新灯数一峰值流量／每支灯处 

理水量 一5．42×10 (L／min)／245(L／min·灯 )一2213 

(支新灯管)。 

3．5 消毒系统实际需要紫外灯数 

考虑灯管使用 12000h和套管结垢后使紫外线输出下 

降，为保证达到所需的生物剂量，实际需要紫外灯数(灯管 

老化和套管结垢后所需灯数)一新灯数／(灯管老化系数× 

套管结垢系数)：2213／(0．9×0．92)一2673(支)。 

结合供货商 的技术参 数规格，设计 灯管数量 为 

2880支，实际达到的剂量=2880／2673x15(mJ／em )一 

16．2(mJ／cm )。 

3．6 紫外线消毒装置 运行方案 

本工程出水透光率 T254按 45 考虑，同时设计中 

考虑到不同透光率的情况下灯管配置及运行方案，具体 

情况详见表 2。 

表 2 不 同紫外透光率下的紫外消毒设备运行方案 

本次工程紫外线消毒设备依据实际出水透光率的 

情况，调整消毒设备运行方案，每条渠道分成两列消毒 

渠道，每列渠道单行上安装 2组垂直式紫外消毒模块 ； 

单个模块设计为 5行，各行布置灯管数量为 6支灯、7 

支灯、4支灯、6支灯、7支灯，总灯管数量为 30支，单支 

灯管功率为 250W；每行两灯间距为 70mm，后一行与前 
一 行中心交错排列，两行间距也为 70mm，截面呈梅花 

状排布 。 

由于垂直式紫外消毒设备可方便实现单模块启动， 

故在不同处理水透光率时，可以通过开启相应数量的紫 

外消毒设备模块和紫外灯管数量实现运行方案的调整。 

另外，利用紫外灯管在 5O ～100 范围内可以调整运 

行功率的特点，根据不同处理水量和不同透光率水质情 

况进行灵活的紫外模块及灯管配置，实现较好的技术经 

济性 能。 

4 紫外消毒系统运行情况 

七格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紫外线消毒设备已投入 

运行半年多，现场对紫外线消毒系统的运行效果进行了 

实测 ，统计了从 2O12年 5月 14日到 2O12年 10月 3日 

的运行效果数据，如表 3所示。 

统计紫外消毒系统出水的粪大肠菌群数 ，结果如图 

2所示(图 中粪 大肠菌 群数 少 于 20个／L的 以 20个／L 

计，粪大肠菌群数多于 10000个／I 的以 10000个／I 

计)。 

从现场实测的数据来看 ，紫外线消毒效果较为理 

想，经过紫外消毒系统后的出水粪大肠菌群数除 8月下 

旬的几天外均能达到一级 B的设计出水排放标准 ]，平 

均杀灭率达到 99．9 以上，特别是部分时间段粪大肠 

菌群数小于 1O0个／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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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七格污水厂三期工程紫外线 消毒检测 结果 

州‘问 

图 2 紫外线消毒 出水粪大肠菌群数变化 

5 紫外消毒系统的消毒效果分析 

通过紫外线消毒系统的运行效果的实测数据可以 

看出紫外线消毒系统运行效果的好坏与进水水质有密 

切相关。 

5．1 进水透光率对紫外消毒系统的影响 

5月份以后四堡污水系统的污水进入三期工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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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质良好，紫外消毒系统进水透光率如图 3所示。 

紫外线的穿透率反映了紫外线在液体中的浸透深 

度，它是设计紫外消毒系统尺寸的重要依据。七格污水 

处理厂三期工程紫外消毒系统进水的透光率在实测期 

间均在 65 以上，大部分时间在 75 以上。从 图 3可 

以看出，8月下旬紫外消毒系统进水透光率较其他时期 

偏低，该时期的出水粪大肠菌群数则较高，甚至没有达 

图 3 紫外线消毒系统进水透光率与出水粪大肠菌群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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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出水要求。而在透光率高于 8O 情况下，出水中粪大肠 

菌群数较低，这表明透光率对消毒效果存在着一定的影 

响，紫外线的穿透率越高，消毒效果越好。因此，该工程在 

保证紫外剂量的前提下，根据水量水质情况设计不同的消 

毒设备运行方案，由出水粪大肠菌群数可以看出，按预定 

方案调整紫外灯管的运行数量，可以保证消毒效果。此 

外，当污水中含有能够吸收紫外线的可溶性化学物质时， 

紫外线透光率也会降低，这也可通过延长接触时间或增加 

消毒系统中紫外灯数目的方式来补偿 。]。 

5．2 进水悬浮物浓度对紫外消毒系统 的影 响 

5月份以后三期工程紫外消毒系统进水悬浮物浓 

度如图 4所示 。 

由图4可以看出，出水粪大肠菌群数的变化趋势和 

紫外消毒系统的进水悬浮物浓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当水 中悬浮 物浓 度较 高 时，在 紫外 消毒 剂量不 变情 况 

下，出水中粪大肠菌群数 目会增多。因此 ，当进水悬浮 

物浓度增大时，为了把出水粪大肠菌群数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就需要增加消毒所需的紫外消毒剂量，而对于固 

定的悬浮物含量，存在一个相应的消毒极限(如图 1)。 

当趋于消毒极限时，即使紫外剂量大幅度增加也很难再 

进一步降低水体中微生物的含量。而当进水悬浮物浓 

度较小时，可以适当调整紫外灯管的运行数量 ，实现较 

好的技术经济性能。 

6 结语 

杭州七格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紫外消毒系统 自5月 

份以后运行效果良好，出水粪大肠菌群数大部分时间能 

达到一级 B的设计出水排放标准，平均杀灭率达到 

99．9 以 上，部 分 时 段 出 水 粪 大 肠 菌 群 数 小 于 

100个／L。紫外消毒系统的运行效果受进水透光率和 

进水悬浮物浓度的影响，当进水透光率越高，悬浮物浓 

度越低时，运行效果越好，出水粪大肠菌群数越小。该 

工程在运行期间考虑以上影响因素，在保证紫外剂量的 

前提下，按预定方案调整紫外灯管的运行数量，消毒效 

果能得到保证。 

图 4 紫外线消毒 系统进水悬浮物浓度与 出水粪大肠菌群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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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article，the operation of the UV disinfection system at Qig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s analyzed． 

The design quantity of annual average sewage treated by UV disinfection system is 600，000 tons．The operation 

effect of UV disinfection system is affected by light transmittance and suspended solid concentration of influent．In 

the operation period，based on the inflow water quality of UV disinfection system，the operation number of UV lamps 

iS adjusted tO achieve the desired disinfection effect．and the number of effluent feca1 coliforms can reach the design 

standard in addition to the special days． 

Key words：UV disinfection system；light transmittance；suspended solid concentration；fecaI coli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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