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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式厌氧反应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上流式厌氧反应器的定义、适用范围、分类与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检验规则、标
牌、标志及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厌氧生物技术处理有机废水的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rrlgl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191一21洲洲〕，eqvlso78o:1997)
    oB3s36，1一2000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 (eqvIEc60079一0:1998)

    GBrr4272一1992 设备及管道保温技术通则
    oB5os3一1999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neqo州31以xJ丹DEl000:1993)
    GBfr8923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oBfrs923一1958，eqvlsossol一1:1955)
    GBrr13306es一1991 标牌

    GB厅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frl3922.1一1992 水处理设备性能试验 总则
    GB厅15464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5D007一200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202一加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Bfr2932一1999水处理设备 技术条件
    JBff4735一1997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JBfr8939一1999 水污染防治设备 安个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上流式厌氧反应器 upnowanaeroblc代actor
    废水由下向上流动与厌氧微生物接触，使废水中有机污染物降解的反应器。

32

    上流速度 uPnow velodty
    单位时间水流的上升流速，单位为n岁ho

3.3

    水力停留时间 hydmlic代teuoontlme(HRT)
    废水进人反应器的平均停留时间，单位为h。

34

    容积负荷 volumeloadingrate(V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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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时间反应器单位容积接纳废水中有机物的质量，单位为kgc0D/m3·d或掩BODllllZ·d。

4 产品分类与型号

4.1产品分类

4.1.1按反应温度分为三类:

    a) 低温:5℃~15℃;

    b) 中温:30℃一35℃:

    c)高温:50℃一55，C。

4.1.2 按反应器容积分为三类:
    a)小型设备 容积蕊200扩:

    b) 中型设备 容积200时一5仪腼3:
    c)大型设备 容积)5以为13。

4.2 产品型号

4.2.1产品型号以上流式厌氧厅应器的英文字头和规格代号、反应温度代号及容积代号而成.

UAR

反应器容积代号

反应温度代号
反应器规格代号
反应器代号

42.2 反应器的规格代号 (以设备的类别代号的英文字头表示):

    Sseeseses/J、型设备:M— 中型设备:L一一大型设备。

4一23 反应器的反应温度代号 (以设备的反应温度的英文字头表示):

    Leses一低温;M— 中温:H一一高温。

4.24 反应器的容积代号 (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单位为时)。

4，25 型号示例:

    uAR~MKI一250表示:容积为2501113的中型、中温上流式厌氧反应器。

5 技术要求

5.， 基本要求

    上流式厌氧反应器产品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或设计文件制造、安装、调试及验收。如有特殊

要求，需在订货合同或技术协议上注明。

52 技术性能要求

    在符合设计工况条件下及产品规定的技术范围内，上流式厌氧反应器主要技术性能应符合下列要
求:

    a)容积负荷:(3一15)kgcoo/m3 ·d:
    b)净化效率:COD去除率大于80%。

5召 材料要求

5.3.1 上流式厌氧反应器所用钢材应符合JB厅4735的规定，并应按相应的标准进行人厂检验。

5.3.2 设备防腐材料油漆、树脂等的质量应符合相应的行业标准规定。
5.3召 设备卜的配套附件应符合附件本身的设计要求和技术规范，并附有制造厂的合格证.经人厂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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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4 设计要求

54.1 设计处理量应考虑10%的余量或设置调节装置。
5点2 设备上应设有相应尺寸的孔、管道，用作排空清洗和维修。
5点3 设备上应设置便利的取样口。
5.44 设备应设置相应的沼气超压放空管，并在放空管末端设置金属防火网。

5太5 设备各部件在进行防腐涂装前，表面处理应符合GBfr 8923的规定，防腐层要求应符合JBfr

2932的规定。
SA.6 设备的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以承受运行中可能出现的任何载荷的影响。
547 设备保温符合GB厅4272的规定。

5石 制造要求
5，5.1 采用钢制设备的加工、成形、焊接、检验、验收要求按JBrr4735和JBfr29咒的规定进行
5瓜2 设备基础应按照GBS(XX)7和GB5O202进行施工和验收。

5，6 可靠性要求
    设备在正常的维护保养和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应能安全可靠的运行。

57 安全要求
57.1 设备的安全要求应符合OB5083和JB厅8939的规定。
572 设备附带的电气设备应采用防爆电气设备，并符合GB3836.1要求。

57习 设备应有防雷、接地的措沛，按oB 50057的规定·
5.8 互换性要求
    设备上的零部件、紧固件以及结构部件应尽可能采用标准件，并符合相应的标准。

5.9 自动操作和人工操作
    设备的操作应考虑自动操作和人工操作的切换。

5.10 测且装置

    设备应安装进水流量、温度和pH值的就地或在线显示的仪表。

5.11 附件

    附件和主体设备之间应有安装标记。

6 试验

6.1 一般要求

    设备应进行以下基本试验，并符合GBfrl3922.1的要求。
6.2 盛水试验

    盛水试验时应先将设备焊接接头外表清除千净，使之干燥，盛水试验持续时间不少于 lh，试验中

焊接接头应无渗漏，否则补焊后重新试验，直至合格。试验完毕后立即将水排净使之干燥。
6召 动作试验

    根据设备的设计要求和有关标准规范规定，对设备进行程序动作试验以检查设备运转是否正常。
6A 主要尺寸检查

    检查设备的主要尺寸应符合设计图样和工艺文件要求。
6石 外观质t检查

    装配完毕后的设备，外表面积的漆膜应光洁、平整、均匀，不允许有气泡和剥落等缺陷。

7 检验规则

    检验规则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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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厂检验
    每台设备出厂前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并由工厂检验部门出具产品合格证，检验的基本项目和要求应

符合6，1、62、63、6滩的规定。

72 型式试验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验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成批生产每四年进行一次。
72.2 检验项目:
    按7.1规定的检验项目。

7.2忍 判定规则:
    a)全部符合要求者判定为合格品，部分不合格的判定为不合格:
    b)对初步判为不合格者，允许作必要改进，若仍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品。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设备在醒目位置设置铭牌，铭牌上标明:

    a)制造厂名、产品名称、商标;
    b) 产品型号或标记:
    c)制造日期 (或编号)或生产批号:

    d)外形尺寸及总重量。
8.2 包装

82.1设备包装应符合GB厅13384和GB厅191规定的要求。
82.2 电器包装应符合GB厅15464 和GB厅191规定的要求。

8.23 下列文件需随机封存在不透水的袋内:
    a) 产品合格证;

    b)产品说明书;
    c)装箱单:
    d) 随机附件清单。

a3 运输

8召.1 设备的运输应轻装轻卸，途中不得拖拉、摔碰。
8注2 设备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篷覆盖。并符合GB厅13306的要求

氏4 贮存

氏4.，设备应贮存在透气通风的仓库中，空气中不应有腐蚀性气体。

8，42 设备单独存放。
氏4忍 贮存超过半年，应作检查，重新做防锈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