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STE WATER Solutions

HUBER 琥珀
膜生物反应器 VRM®

琥珀 VRM®– 旋转膜板MBR膜处理工艺，长远满足日益增长的污水回
用处理需求

– 符合欧共体制定的最新浴用水法定标准，符合美国加州
California Title 22标准

– 高质量滤后液，满足回用标准



    

将由 HUBER VRM®-膜生物反应装置替代

曝气池 二沉池 砂滤 UV-消毒

进水

清澈的排放液

➤➤➤ 现状

市政污水处理的技术发展，包括去除污水中富营养污
染物的技术应用，已在近几年以来改善了污水处理厂
的工艺流程。

但是污水处理厂排放水中所含的大量细菌和微生物却
很少引起重视。为了预防由此产生的危险，近年来微
滤膜和超滤膜结合活性污泥工艺被用来最大限度截留
污水处理排放液中的病菌，从而满足日益严格的污水
处理排放标准，而且无需按照传统工艺扩建生化池或
采用二沉池，砂滤以及消毒设备。

此外在水源缺乏区域，尤其是居住密度高的大城市，
处理后的污水进行回用的需求也促使了滤膜工艺。滤
膜工艺的滤后液符合灌溉水要求。

➤➤➤ 解决方案

琥珀 VRM®-膜处理系统是浸没式超滤膜系统。其滤后
液的高质量完全符合最严格的处理标准，并满足未来
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该系统还优化投资和运行费用

琥珀 VRM®膜滤系统与生物污水处理进行结合，可以
高效率进行固液分离。污水经过曝气，生化处理后，
通过超滤膜进行低压抽吸 ，所有固体物 质，细菌以及
绝 大部分病毒将被截留。

通过将活性污泥浓度提高到12 - 16 g/l ，无需进 行池
体扩 建就 可以提高传统污水处理 的效率。

无需二沉池，砂滤以及污水消毒设备就可大大提高排
放液的质量。现有的二沉池可用于优化工艺流程。



      

VRM® 30 一膜组件，过滤膜面积 6 m² 膜片板的内视图

➤➤➤ 琥珀膜滤原理

膜滤原理是利用跨膜压力差分离水溶液中的悬浮固体
物。液体渗过滤膜，固体物质，细菌，甚至大部分病
毒截留在液体浓度较大的一端，之后通过膜表面的相
对错流运动被去除。引导液体渗透率膜的必要压力差
和滤膜孔径以及使用的膜质量有关。

HUBER公司所有膜系统采用具有高性能亲水性的超滤
膜，对水中所含污垢和覆盖物吸引力较低。滤膜孔径
约为38nm，属于超滤膜，具有低穿膜压力和高流量
特 性，此外可截流所有固体物，细菌和大部分病毒。
除液体外，只有离子和低分子溶解物能通过滤膜。典
型的流量为 35 l/(m²h)。

超滤膜持续运行所需错流冲洗通过特殊设计，经垂直
于过滤方向的有效空气射流产生。

空气清洗时的面积只有膜面积的6分之一或8分之一，
在低流量时可以进行间歇式冲洗，从而将能耗降至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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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琥珀 VRM® 滤膜装置流程图

a 曝气池或过滤池

b 渗滤液排放(压差或泵)

c 冲洗空气进气口

d 膜组件

e 膜环

f 空心轴

g 渗滤液收集管

整个琥珀 VRM®装置配置一支撑框架，既可在曝气池内
a浸没式安装，也可安装在独立的过滤池内。系统由
一旋转的空心轴 f, 以及围绕安装 在空心轴上的 6片
(VRM 20®)或8片 VRM® 30) 预先确定间隔的超膜组件
组成。

经生物处理的的污水在跨膜压力差的作用下，分子分离
界限为150 kDa，进行过滤，滤后液b通过渗滤液收集
管g进行排出。

为防止产生覆盖层，导致污泥污水混合液的过滤速度降
低，需要导入空气形成错流清洗膜表面。

琥珀 VRM®的创新体现在全新高效且多变的膜 清洗系
统，完全抛弃周期性反冲洗.

膜清洗原理是在反应器内沿旋转过滤膜表面产生针对性
的气流，只有局部单一膜组件进行高强度和地耗能的膜
表面清理。

琥珀 VRM®装置可以安装在现有或者新的水泥池内，也
可以安装在不锈钢或钢材料箱体内.

➤➤➤ 功能描述

➤➤➤ 高流量
高分离

来自生化池进料

回流至生化池

清澈滤后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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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

➤ 最佳滤液质量，颗粒完全分离 => 直接回用

➤ 超滤膜(37nm, 150kDa)高度分离细菌和微生物，
符合相关卫生标准

➤ 高活性生物浓度，可以减少至70% 的曝气池体积

➤ 通过旋转膜连续清洗，低能耗去除膜覆盖层

➤ 需要的冲洗空气量非常低

➤ 中央位置空气进入，降低冲洗空气能耗 (鼓风机所
需压力不高)

➤ 过滤期间无需周期性渗透反洗，不会浪费渗滤液而
且也不会连续使用化学药剂

➤ 过滤膜高度渗透性使横跨膜压力较低和平稳，因而
对膜的使用寿命有益，并将能耗降至最低.

➤ 设计先进的防污染型渗滤液抽吸系统

➤ 全不锈钢设计，使用寿命长

➤ 部件结构设计科学，单一受损膜组件
(膜面积3 m2 或6 m2)容易检查和更换

VRM 过滤装置处理后的清澈透明的滤后液

VRM® 20/300 安装在瑞士 GZM Lyss 工业污水处理厂

VRM® 30/320-在克罗地亚 JANA 污水处理厂进行清水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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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 琥珀 膜生物反应器 VRM®

  

➤➤➤ 琥珀 VRM® 膜生物反应器的标准设计
➤ 单台VRM®的膜面积最大可至约4.000 m²

➤ 多重装置平行安装可适合任何流量

➤ 适用于工业污水处理和市政污水处理

➤ 工业污水处理经验丰富
(例如纺织业, 肉类加工业...)

工业污水处理– 3 套VRM® 30/400，总滤膜面积 为7.200 m2

安装在德国– Hans Kupfer & Sohn 公司的污水处理厂

4 套 VRM® 30/448安装在西班牙
Arenas de Iguna 市政污水处理

3台 VRM® 30/544 安装在德国 Hutthurm 污水处理厂

污水/ 污泥

微滤:
粒径分离 > 0,1 µm

超滤:
粒径分离 0,1 - 0,01 µm

纳米级过滤:
粒径分离 0,01 - 0,001 µ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