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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三泰 MBR 应用解决方案应用解决方案

三泰 PermaMax™ (iMBR) 集成膜生物反应器系统 是高效膜分
离技术与活性污泥法的有机结合。机械过滤后的废水经过生化
处理，通过三泰 PermaMax™ 中空纤维超滤膜从活性污泥中
分离。PermaMax™ 超滤膜具有很小的孔径，能够完全分离水
中的颗粒物质，对于胶体、淤泥、藻类、隐孢子虫、贾地鞭毛
虫、大肠杆菌、细菌和大多数病毒等都具有非常高的去除率。

MBR 的优点

MBR 的主要优点是出水水质高，可直接回用；对进水负荷（
水质及水量）的各种变化具有很好的适应性，耐冲击负荷。另
外，MBR 节省占地，与传统的处理系统相比，最高可节省 50%

的占地面积。

产品特长

 • 稳定的高品质产水
Tritech®PermaMax™ MBR 膜组件采用孔径 0.08μm 的
PVDF 中空纤维膜丝，保证出水浊度低于 1NTU。同时可以
有效去除水中的悬浮物和胶体，从而获得可靠和稳定的高
品质产水。

 • 设计紧凑，节省投资
MBR 系统不需要二沉池，易于对已有工艺进行改造。MRR

系统能够维持比传统污泥法更高的微生物浓度 (MLSS 8000-

15000mg/L)。因此可以在高容积负荷、低污泥负荷下运
行，剩余污泥产量低（理论上可以实现零污泥排放）。

 • 维护简易
由于结构紧凑，系统反洗和在线药洗（CIP）完全自动化，
维护更加简易。

一体式 MBR

PermaMax™ 膜生物反应器 (MBR) 工艺

Tritech® iMBR 集成膜生物反应器包括预处
理、生化处理和浸没式膜过滤。污水经过孔径
≤1毫米的超细格栅去除其中的纤维物和较大悬
浮物。再通过泵或由重力流入生化反应池，由
活性污泥工艺去除污水中的 COD、氨氮和磷等
污染物。然后流入装有 PermaMax™ iMBR 膜
组件的膜池，采用负压抽吸的方式将中空纤维
膜过滤的产品水泵至清水池。PermaMax™膜
的通量通过自动反冲洗和化学清洗减少膜污染
来保持。 

工艺流程示意图

PLC 人机交换界面

工艺流程监测 历史趋势 控制面板

应用

水和污水
市政污水处理, 工业废水处理包括化
工废水,食品废水和养殖废水处理, 垃
圾渗漏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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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TECH® PermaMax™ 膜生物反应器产水水质 

Tritech® PermaMax™ MBR 工艺可以生产高品质的水，直接回用为城市杂用水或者工业用水。出水水质优于《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

 COD  BOD  TSS   氨氮 总氮 总磷  浊度   总大肠杆菌  SDI 

  市政污水  <30mg/L  <2mg/L  <1mg/L  <0.5mg/L  <3mg/L  <0.05mg/L*  <0.5NTU  <100cfu/100mL  <3 

  工业废水  >90%  >98%  >99%  >90%  >90%  >90%  <1 NTU  <100cfu/100mL  <3 

*生物除磷辅助化学除磷

膜生物反应器 (IMBR) 模块化设计

IMBR 基本系统 完整系统 选装: 调节池 选装: 厌氧/缺氧池 选装: 好氧池

三泰一体式 MBR 产品系列

预制配套设备为水处理提供了高性价比和结构紧凑的解决
方案。

三泰 IMBR 系统

好处:

 • 三泰 PermaMax™ 超滤膜可以有效的截留和去除进水
中的颗粒物、细菌、病毒和虫卵

 •  完整的系统包括超细格栅、生化处理、膜组件、水槽、
设备支架和消毒系统

 • PLC 控制提供了高性价比的运作和维护
 • 占地面积小，可以安装进已有的大楼或者基础设施
 • 预制设备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现场施工和安装费用
 • RO 膜预处理
 • 可扩展式模块化设计
 • 两套系统, 设备维护时,仍可继续运行 

基本系统:

 • 带有曝气鼓风机的膜池
 • 抽吸水泵,阀门控制，PLC 人机交换界面模块
 • 反洗系统

可选设备

 • 生化处理设备，包括格栅、鼓风机、曝气器、污泥回
流泵

 • 用于膜清洗的化学清洗系统
 • 出水水质实时监控系统
 • 紫外线消毒
 • 生化处理池和曝气系统

MBR 项目总览

项目名称  新加坡 Ulu Pandan 再生水厂膜生物反应器 
(MBR) 工厂

项目概述 采用浸没式超滤膜组件设计和建造日处理
量为 23,000 立方米的 MBR 工厂，将混合
原水处理后回用于工业领域。 

项目客户 新加坡公共事业局 (PUB)

项目职责 总承包商

项目总额 US$7,712,500

项目期限 2005年7月 - 2006年12月

类型 系列 型号 使用膜型号 设计产水能力
(m3/天)

I TiMBR-S

S03 PermaMax-080 29

S06

PermaMax-160

57

S11 114

S17 171

II TiMBR-M

M11

PermaMax-300

108

M22 216

M33 324

M44 432

电机控制中心产水泵，阀门和管道 SCADA 图形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