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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中国新农村，乡镇的三废处理，特别是给排水处理放在重要的位置。我们认为污水处

理系统应当具备以下特点：因地制宜、能耗低、剩余污泥少、运行费用低廉、管理方便。 

      BFTK 无动力、无曝气工艺及高效斜管叠窠净化沉淀技术是适合污水处理以上需求的技术和

设备，其特点它具有高效低耗、耐冲击负荷、运行稳定、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在世界各地分散

型污水处理系统和全球众多净水处理过程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BFTK 叠窠®膜法水处理技术及设备具备成熟的技术规范。 

 

 

    中国已向全世界承诺决定到 2020 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定为 40%－45%。要实现这个目标，

有效控制低碳经济和提高水处理中的节能减排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水利部门的预测，到 2030 年我国人口增至 16 亿时，人均水资源将降低到 1760 m3，

总缺水量将达到 400～500 亿 m3，已经达到了世界公认的缺水警戒线。从地区分布情况来看，

水资源总量的 81%集中分布于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其中 40%以上又集中于西南五省区，就人均

占有淡水资源而言，南方最高地区和北方最低地区相差数十倍，西部比东部甚至高出五、六百

倍；这些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现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1]
。 

世界上 80%的疾病是由于饮用不干净的水而产生的，在我国特别是农村这个问题显得尤为

突出。如：乡镇污水任意排放，没有集中污水管网、畜禽粪便横溢、化肥污染和企业污水、缺

少水处理设施的管理人员等，使农村的水污染问题错综复杂，造成某些乡镇已没有安全饮用水

源，只能饮用未经处理的污染水。这些问题使我国农村生物及环境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给乡

镇饮用水及污水处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当前国内很多污水厂，大都采用活性污泥法及它的衍生工艺，表现为高能耗及污泥处理及工

艺设备的不稳定，定期深度改造，同时污水处理厂又是耗能大户。很多地方污水厂造得起, 运行

不起，有的大型污水厂， 低负荷运行，每天的电费在上万元，并不能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某

大型污水处理厂，由于进水水质严重超过设计值，其工艺为 A/O，出水水质很差，COD 含量在 

260~431mg/l，氨氮含量是 85~104mg/l。污泥的处理处置和污水治理大都不是同步的。许多

地区的百年干旱，使每吨水费已涨到在 25 到 80 元左右。其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成为制约区域

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对于小型污水处理的基本工艺，我国一般采用人工湿地和生物接触氧化法的技术。 

 

 人工湿地没有强生化处理，效果不理想。如：广州附近某科技园 2009 年刚新建水处理量为

5000 m3/d 的人工湿地运行后不久，污水漫流，湿地植物衰黄长势不佳，处理根本没有效果。  

 生物接触氧化池，在运行的初期，出水效果好，但随着时间的延长，生物膜载体材质破损及老



化，必须定期对填料进行更换，曝气处理，能耗高，停留时间长，运行维修费用较高。系统运

行的稳定性较差，难以保证达标排放。另外该工艺应用中大多是地埋式工艺，土建结构要求高, 

维修保养困难，还有臭味噪音等影响，恶化环境卫生。 

中小城镇污水水量水质昼夜、季节波动较大，特别是在乡镇和农村，资金短缺，投资力度

不够，不仅缺乏技术管理及维修保养方面的支持。单纯的人工湿地技术和生物接触氧化法并不

能彻底的解决水质减排问题。 
 

   建设污水厂应根据水质来选择处理工艺，处理工艺应具有较强的适应冲击负荷的能力，更需

要发展一些投入少、分散处理、适用范围广、运行费用低、管理简单、运行稳定、 就近排入水

系、节能减排及保持生态平衡的工艺和污水及河道综合处理方法, 这对于中小城镇尤为重要。

中国由于自身的特殊情况也需要形成一种集中处理排放和分散处理排放相结合的水处理的体

制，“十三五”规划已把乡镇的给排水处理放在重要的位置，合理的水处理体制对于中国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现阶段我国农村水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以发展简易、高

效率、低能耗的污水处理技术为主。 

    BFTK 叠窠®无动力、无曝气工艺及高效斜管叠窠净化沉淀技术，是中国乡镇污水处理上

需求的适合的技术和设备。叠窠载体产品早在 40 多年前就已问世，并在欧洲开拓市场，其技

术具有高效低耗、应变能力强、运行稳定，维护简便、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在世界各地分散型

污水处理系统和全球众多净水处理过程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BFTK 叠窠膜法水处理技术 

生物膜法技术始于德国环保公司对生物膜法技术进行了相应的技术革新及研究，经过 40 多

年的载体改进和发展，大大的提高去除碳和氮的能力。    BFTK 叠窠产品具有高质量、高标准、

高效性等特点，特别是 BFTK 叠窠膜法技术节能可达 50%一下。在有丘坡的地方，可利用地型

水位差，无需电能和机械能进行生化处理，能耗为零。叠窠膜法水处理技术及设备已被污水行

业完善了技术规范。 

该叠窠膜法水处理技术及设备特别适用于中小型市政设施，在欧洲和北美 30%的人口在应

用此分散型污水处理系统。在英格兰西北部的中小型污水处理厂中，有 72%个采用了生物膜法

处理。瑞士的中小型污水处理厂近 50%采用了该技术。挪威环境污染控制局对现有的污水处理

厂调查后认为，活性污泥法经常会因冲击负荷引起污泥流失，运行难以控制。因此建议中小型

污水厂采用生物膜法处理。氧化沟和 SBR 作为活性污泥法的发展，对中小型污水厂来说也很难

以控制，因而在西方很多地区也不宜推广使用。  

该工艺中采用了特殊的材质及叠窠结构，具有特殊比表面积的特点：其叠窠结构为合理补

给水和均一互流介子提供高效的水和空气接触面，大大弥补了一般生物滤池的不足；在生物反

应器内，微生物附着在载体上形成的生物膜, 生物菌的生物链长, 水珠流经生物载体, 通过附着

在叠窠®上的生物菌种进行好氧、兼氧、厌氧同时吸附水中有机物的胶体和污染物作为它的营

养素，在水、氧气和载体表面的生物膜, 三相一体特定条件下 生化反应效率极高，水力停留时

间短；自然充氧，无需额外耗电曝气；对冲击负荷的耐受能力更强，且在冲击过后有较强的恢

复能力；它们可保持较高的 SRT（Solid Retention Time）, 生物菌的新陈代谢具有最佳的生化效

果；因而污泥生成量少，不发生污泥膨胀，出水水质稳定。在电力供应不稳定时,运行可靠性

高。脱落的生物絮状物还可做有机肥。 

 



 

                         高效生物膜法和复合生态滤床集成污示意图 

 

案例：叠窠膜法水处理技术和生态复合滤床系统 (600 EW, 120 m ³ /d，法国 )    
 
 
 
 
 

 

 

   

    生物叠窠® ( BIOdek® ) 应用于生物膜法滤池，   欧洲 

    

  

 

 

        由于叠窠膜法技术无动力、无曝气工艺具有的管理方便，使用寿命长；无臭味，和环境融

合等优点。针对负荷变化大的中小型污水应优先采用叠窠®膜法处理，如某些地区有河涌污染

问题,可将生活污水回用与河涌生态修复一体化处理工艺相结合, 即利用小型生物滤池和复合生

态滤床可将排污管污水和河涌的污水合并就地处理，形成再生水后回用于河涌。该工艺不仅可

满足治污要求，还能保持生态平衡, 补充淡水体系和地下水, 能中水回用，也缓解北方缺水干旱

问题等。中国有 80% 的人口分布在农村和城镇，城市郊区也有很多管网难以延伸到的地方，应

用该技术更具现实意义，为建设中国新农村提供良好生态环境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欧洲专利技术中, 利用生物膜法和复合生态滤床水处理, 实现污泥零排放,出水达标,直接排放

入水系。 

 

 

  

叠窠膜法技术的优点： 
 

1. 需要的设备简便 

2. 构筑物结构要求低 

3. 建造安装简便，占地面积少 

4. 成熟国际领先的工艺技术 

5. 无曝气, 能耗低 

6. BOD 降解并脱氨氮， 

7. 停留时间短，效率高 

8. 抗高负荷应变能力强  

9. 运行可靠性高 

10. 管理方便, 节省员工  

11. 生产剩余污泥少 

12. 无需污泥回流 

13. 运行，维修保养费用极少 
 

 



 

 

 

    

 

 

 

 

 

 

 

 

COD 平均值：  26.7 mg/l     COD min：6 mg/l       COD max. 56 mg/l      

   处理效果: 2004 到 2007 年,进水 COD 从最高 1828 mg/l 降到出水的平均 19 mg/l, 处理效率达

98.96 %; 进水 BOD 从最高 470 mg/l 降到出水的平均 3 mg/l, 处理效率达 99.36%; 进水氨氮从最

高 136 mg/l 降到出水的平均 2 mg/l, 处理效率达到 98.53%。 

 

     
中国环保代表团参观乌佛米勒叠窠® 膜法污水厂,  (德国) 

       由北方某市主管环保的市长率领中国环保部的官员在德国访问参观了一座位于德国菲迩腊

尔水库和给水厂旁边的乌佛米勒膜法处理污水厂，该厂的生化二级处理采用叠窠膜法的技术设

备的两个生物池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其中一座生化池位于落差的能耗为零，该厂建于 1974，

已运行 51 年了，一位工作人员每天同时管理二个污水厂，水厂间距离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周

末无人管理运行，其出水水质达标，直接排放入水源保护区。这表明该工艺及技术产品的对乡

镇污水实现高效低成本运行。 

生物叠窠®滤池， 能耗为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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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型污水处理厂规模较小，设备容易实现定型化生产，减少人员操作。在德国，日本、英

国等国家，大多对该污水处理装置实行自动控制和监测，极大的降低了人力需求和维护管理费

用。使用寿命持久，并且其工艺安全可靠！ 

 

高效斜管叠窠具有高密度固液快速净化设备 

乡镇一般是采用就近地下和地表水及雨水收集作为饮用水水源。固液分离沉淀过滤处理技

术是在水处理中一项不可缺少的组成环节. 高效斜管叠窠高密度快速净化沉淀技术反应器的斜

管沉淀的沉淀效率在等单位体积内提高 15 倍。 

高效斜管叠窠快速澄清技术是根据流体力学原理、胶体物理化学、絮凝效应等理论而研发

的专利技术产品，带有密度大的物质如泥砂、污泥及絮凝后的水进入高密度斜管层的底部，以

一定水力速度向上脉冲，比重大的颗粒凝聚在一起，快速沉降在管道表面滑翔去除。以提高悬

浮物及浊度，色度，藻类，重金属 COD & BOD 的去除率，降低建设运营成本，优化处理水质

为目标，结合系统优化与集成。能为目前建设雨水管理及各类固液分离的需求提供水处理技术

支持。 

该高效斜管叠窠 ( 的 V 型水力循环沉淀固液分离水处理技术对处理原水涉及地下和地表水

及雨水水系的低高浊度水、微污染水是非常有效的。对浊度波动快、水量变化大的海水预处理

同样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在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中，可以去除大部分悬浮物，溶胶体和碳污染物

以及大部分的磷，以减轻后续处理的负荷。对高浊度、温高、强腐蚀工业污水的处理中，也都

得到很好的应用。该技术具有处理效率高、出水水质好、抗冲击性负荷能力强，投资省、制水

成本低，经济效益十分显著等特点，德国环保公司所提供高效斜管叠窠快速净化沉淀反应器及

技术设备已经在全球为每天 600.000 立方米的饮用水厂得到安全运行。 

高效斜管叠窠快速净化沉淀技术反应器的示意图： 

高效斜管叠窠 优点：  
 
1. 节省占地面积，水力负荷高 

2. 符合国际饮用水标准 

3. V型高密度等距离沉淀平面 

4. 高强度与高品质的材料 

5. 现场的简单组装 

6. 稳定坚固的模块集成、无堵塞 

7. 维护保养简单, 使用寿命长  

 出水水质稳定，耐冲击负荷 

 污泥易于浓缩、脱水 

Qzu: 进水 Qab:出水 QRS:出泥 

   德国一座小型污水厂年改建成雨水收集厂的雨水澄清池。从技术参数来看，流量每秒是

1500 l，水池中的管道叠窠®共计 130 立方米，水池的上表面积是 33 平方米，管道叠窠®沉降

面积最高可达每小时 18 米，管道叠窠® 间距为 50 毫米 , 造价成本是一般传统雨水收集处理

厂的一半，从 2006 年到至今 ，运行情况良好。
[2] 

 



由于本身的低能耗和低成本运行，德国水处理技术公司的叠窠® 无动力、无曝气和高效管道

叠窠®膜法工艺及设备在水工业市场和技术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很多国家都非常受到欢迎！

叠窠产品和技术已遍布世界各地,如: 中国台湾和香港，奥地利, 奥大利亚, 比利时, 瑞士, 瑞典，

丹麦, 西班牙, 法国, 英国, 约旦, 南朝鲜, 挪威,日本,美国等三十几个国家。 

的高效叠窠®膜法及高效管道叠窠®净化沉淀技术是符合国家倡导的高效低耗的城乡污水处理

技术，在乡镇农村水处理中的应用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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