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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水体中一个重要的而且能较快测定的有机物污染参数，传统的 COD 指标因不能区分生物降解性质不同

的各种有机物而需要进一步划分． 文章对 COD 组分的划分来源，即活性污泥模型的发展进行简要概括，论述了活

性污泥模型中的一类 COD 相关参数，着重介绍了水质指标 COD 各组分的划分种类方法，并对各组分的测定方法进

行了总结． 最后对新型仪器在 COD 组分划分测定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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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城市污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体系，很难从污染

物种类上对其性质进行定量表述，因此城市污水性

质的表征一直是许多研究的主题和必要起点［1］． 组

分划分为深入认识城市污水的性质提供了思路和方

法，同时活性污泥模型的应用也需要建立在富有意

义的基质和生物固体组分基础上． 传统的 COD 等指

标因不能区分生物降解性质不同的各种有机物而需

要进一步划分［2］． 目前的 COD 组分的划分多来自于

活性污泥模型中的一类参数．

1 COD 组分划分依据

活性 污 泥 模 型 ( The Activated Sludge Model，
ASM) 是利用数学模型来表述废水中各种污染物质

与废水处理系统中微生物之间的复杂生物化学反应

过程． 它不仅有助于新建废水处理系统的设计和优

化运行管理，而且对现有废水处理系统的处理能力

或功能扩增起重要作用［3］． 20 世纪后期，活性污泥

法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生物处理理论深度这个方

面，却还做得远远不够，随着活性污泥法的过程日趋

复杂，活性污泥法去除营养物质氮磷，开展数学模型

的研究十分必要，因为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

识所做相关研究的现象和规律［4］．
针对这一趋势，1983 年原国际水污染研究与控

制协会 IAWPＲC( 即现国际水协会，IWA) 成立了活

性污泥通用模型国际研究小组，在已有的各种活性

污泥数学模型发展的基础上，分别于 1987、1995、
1999 年 推 出 了 活 性 污 泥 1 号 ( ASM1 ) 、2 号

( ASM2) 、3 号( ASM3 ) 模型． 这三个模型为 COD 组

分划分提供了主要依据． 期间模型组推出了 ASM2
的修正模型 ASM2d，并与 2001 年在 ASM3 的基础上

推出了 EAWAG Bio-P 模型． 活性污泥模型的发展可

以简要概括为下图 1．

图 1 活性污泥模型发展简图

活性污泥 1 号模型 ( ASM1 ) ，包括 13 种组分、
8 个过程、5 个化学计量常数和 14 个动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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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很好地描述进水水质特性、系统运行参数

以及污水系统的构造状况． ASM1 推出以来在欧美

得到广泛应用，但它未包含磷的吸收及释放过程，

无法模拟活性污泥处理中除磷部分，限制了其进

一步应用．
针对此问题，IAWQ 专家组于 1995 年推出了

ASM2，包含了 ASM1 的所有工艺过程，含有 19 种组

分、19 种反应、22 个化学计量系数及 42 个动力学参

数． 在 ASM2 的 19 个组分中引入发酵过程，将溶解

性快速可生物降解有机物分为发酵产物和可发酵的

易生物降解有机物; 新增了反硝化产物、无机可溶

磷、金属氢氧化物、金属磷酸盐、聚磷菌、聚磷菌细胞

内贮藏的有机物质、无机物质、总悬浮固体．
从 ASM1 到 ASM2 的最显著的变化是使所描述

的生物有了细胞内部构造，而不再简单地用生物总

量来表示． 然而，ASM2 不区分个体细胞的组成，而

是考虑微生物的平均组成． 但是 ASM2 中关于生物

除磷的描述介于对复杂的生物除磷机理和简单的实

用模拟之间． 随着对生物除磷机理的认知，生物除磷

已不再是简单的聚磷菌厌氧释磷和好氧吸磷，而是

聚磷菌与非聚磷异养菌在厌氧、缺氧、好氧条件下的

共同作用． 因此在随后的 ASM2d 中又加入了聚磷菌

在缺氧条件下的生长过程．
IAWQ 又于 1999 年推出 ASM3，它不以水解作

用为重点，更深入考虑了胞内存贮过程，并考虑环境

因素对衰减过程的修正，把溶解性、颗粒性有机氮的

降解与微生物的水解、衰减和生长结合在一起． 其中

含有 13 种组分、9 个反应过程［5］．
COD 的组分划分则来自于这些模型中的组分．

各模型中与 COD 相关的组分如下表 1．

表 1 活性污泥模型中的 COD 相关组分

模型中涉及到的 COD 相关组分 模型分类

序号 组分定义 A1 A2 A2d A3 EA

溶
解
性

颗
粒
性

1 SI 可溶性惰性有机物( mgCOD /L) √ √ √ √ √
2 SS 可溶性易生物降解有机物( mgCOD /L) ② √ √ √ √ √
3 SA 发酵产物( mgCOD /L) × √ √ × ×
4 SF 可发酵、易生物降解有机质( mgCOD /L) × √ √ × ×
5 XI 颗粒性惰性有机物( mgCOD /L) √ √ √ √ √
6 XS 颗粒性易生物降解有机物( mgCOD /L) √ √ √ √ √
7 XBH 异养微生物( mgCOD /L) ④ √ √ √ √ √
8 XBA 自养微生物( mgCOD /L) ⑤ √ √ √ √ √
9 XPAO 聚磷菌( mgCOD /L) × √ √ × √
10 XSTO 细胞内贮能物质( mgCOD /L) × × × √ √
11 XPHA 聚磷菌胞内贮能产物( mgCOD /L) × √ √ × √
12 XPP 聚磷菌胞内聚磷( mgCOD /L) × √ √ × √
13 XP 微生物衰亡产物( mgCOD /L) √ × × × ×
14 XSS 总悬浮固体( mgCOD /L) × √ √ √ √

合计( 组分个数) 7 12 12 8 11

2 COD 组分划分

根据各活性污泥模型涉及的组分，可得出 COD
组分目前最常用的分类方法，如下图 2．

进水总 COD 首先分为活性微生物 COD( XB ) 和

有机基质 COD． 活性微生物包括自养菌 XA、异养菌

XH和聚磷菌 XP，这些组分在常规废水中含量很少经

常被忽略． 但有研究表明，XH在进水总 COD 中占有

明显比例［6］．
有机基质 COD 依据其生物可降解性划分为可

生物降解组分 BCOD 和不可生物降解组分 UBCOD．
由于观测到 COD 中有不可生物降解的组分存在，研

究者们提出了 BCOD 和 UBCOD 的概念［7］． Dold 等

提出的双基质模型中指出，根据降解速率的明显不

图 2 COD 组分划分

同，废水中众多的可生物降解 COD 还可区分为明显

不同的两大类，即为易生物降解 COD( SS ) 和慢速生

物降解 COD( XS ) ［8］． SS由相对较小的分子组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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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进入细胞内部并被利用． XS 由细小颗粒物、胶

体和溶解性有机大分子组成． 对于工业废水，一般三

者都有． 对于生活污水，则主要是前两者． 由于胶体

物质能够被活性污泥很快吸附而从液相中去除，其

归宿必定与颗粒物相联系，因此模拟生物反应器可

以把所有的胶体和颗粒性可降解 COD 归为 XS
［9］．

不可生物降解组分 UBCOD 代表那些不能反应

或反应非常慢以致其降解在污水处理系统中可忽略

的物质，这部分物质依据其粒径被进一步划分为溶

解性惰性物质 SI和颗粒性惰性物质 XI． SI在活性污

泥系统中不发生变化，直接流出系统; XI来源于进水

或微生物衰减，能够被污泥捕集而通过剩余污泥排

放来去除．
水质组分划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为满足

模拟需要，ASM2
［10］把易生物降解 COD( SS ) 再次划

分为发酵产物 SA 和可发酵的易生物降解有机物

SF
［11］． 在 ASMs 中，对所有化学计量学计算，都假定

SA是乙酸，但事实上还包括了其它发酵产物． 实验发

现主要是乙酸，其次是丙酸，有时会有丁酸和异丁

酸［12］． SF 可由异养菌直接降解［5］． 还有人提出将易

生物降解 COD( SS ) 划分为易生物降解组分 SSＲ和快

速水解组分 SSS
［13］． 慢速可生物降解 COD( XS ) 事实

上包括胶态 COD 和颗粒性 COD，不区分这两者对活

性污泥系统的模拟也许没有影响，但却会给初沉池

的模拟带来很大误差，因胶态 COD 不可沉淀，不会

为沉淀过程所去除［9］． Ekama G A 等［14］提出，由于

慢速可生物降解 COD( XS ) 包含了大量粒径、性质都

不相同的物质，很难用一个水解速率来描述水解过

程，因此需要进一步划分为快速水解 COD ( XSS ) 和

慢速水解 COD( XSP ) ． Orhon 等［15，16］也提出将 XS 根

据水解速率的快慢分为快速水解基质 SH1 以及慢速

水解基质 XS1 ． 随着人们对污水处理过程的了解，一

些研究者发现活性污泥模型对 COD 组分进行的初

步划分以不能解释某些现象的发生，因此对水质组

分划分的研究还要继续加深．
这样的 COD 组分划分能够用于城市污水性质

的表征，从其生物可降解性并结合其物理化学性质

将 COD 进行组分划分，为深入认识城市生活污水的

性质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3 COD 组分测定方法概述

3. 1 SI的测定

Ekama 认为溶解惰性有机物质 SI 等于经过一

个 SＲT ＞ 3 的活性污泥系统处理后出水中溶解性

COD［14］． SI 由各种大小的分子组成，可通过长期的

溶解性 COD 试验测定． 氧化 20 d 后剩余的溶解性

COD 可认为等同于 SI． 另外，根据模型对溶解性和

颗粒性的定义，可以用物化法测定 SI; 实验证明，出

水中溶解性 COD 大部分是惰性的，可用来表示 SI，
但需引入校正系数［17］．

考虑到出水中剩余的 SS，Siegrist 等建议 SI取出

水溶解性 COD 的 90%［18］; Henze 等提出，SI 取出水

溶解性 COD 减去出水 BOD 与 BOD /COD 转化系数

之 积［19］; 荷 兰 应 用 与 运 行 管 理 水 研 究 基 金 会

( STOWA) 在其导则中综合以上两方面，提出对于低

负荷污水处理厂，SI = 0. 9COD( 出水溶解性) ; 对于

高负荷污水处理厂，SI = 0. 9COD ( 出水溶解性) －
1. 5BOD5 ( 二沉出水) ［20］．
3. 2 SS的测定

易生物降解 COD( SS ) 被假定为由相对较小的

分子组成( VFA 或低分子碳水化合物) ，易进入细胞

内部并引起电子受体( O2 或 NO3 ) 被利用的快速响

应，涉及到异养菌的好氧生长、缺氧生长和有机物的

水解三个过程，是较难测定的一个组分． 正确估计

SS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大意义，因

为它是唯一与微生物生长直接相关的参数，由此也

可以计算其它组分．
SS的测定方法主要有好氧呼吸计量法 ( OUＲ

法) 和物理化学法两种． 目前有许多关于 OUＲ 法测

定 SS的研究，是目前最常用的生物测试法，但耗费

时间长． OUＲ 法是全程记录了活性污泥系统中基质

降解的 OUＲ 瞬变响应，所得的 OUＲ 曲线包含了大

量的组分信息，在得到各个组分的 OUＲ 曲线后利用

化学计量关系来计算其浓度［9］． 由于生物法相对比

较复杂，因此提出了物理化学法． STOWA［21］的参数

测定指南中提到了这种方法． 借助滤膜或者絮凝的

方法，分离溶解性 COD 和颗粒性 COD，然后用溶解

性 COD 减去 SI即得到 SS．
在国内的研究中，陈莉荣等对比了物化方法和

呼吸测量测定 SS的结果，认为物化法可以代替呼吸

测量法［22］; 周雪飞等的研究却发现两种方法的结果

有一定差异，然而相关性很好，SS ( OUＲ) = 0. 81SS

( 絮凝) ［22］． 黄勇等利用批式 OUＲ 法测定了初沉水

的 SS，认为此法简便、可靠［23］．
3. 3 XS的测定

有人提出用一定粒径范围的胶体来代表 Xs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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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物理化学法测定，但实验结果却表明胶态物质

主要通过物理吸附作用去除，与生物氧化无关［24］;

Bunch 等也发现，0. 03 ～ 1. 51am 的胶体可能通过吸

附作用而去除，没有观察到因这些胶体解体而出现

的溶解性有机物的增加和对应的溶解氧消耗［25］． 部

分溶解性和可沉淀 r 基质也可能属于 XS，使完全依

靠物理化学方法来确定 Xs 存在很大问题． 有研究人

员曾提出用类似于 SS的 OUＲ 法测定 XS． 这种方法

理论上虽然可行，实际得到的 OUＲ 曲线中 XS 对应

的降解区域并不清晰，使得其无法应用［9］．
STOWA 的水质表征导则［18］ 提出了一种测定

XS 的 方 法: 假 定 进 水 中 总 的 可 生 物 降 解 COD
( BCOD) 是 SS和 XS之和，进行 BOD 试验，通过曲线

拟合确定 BODtot，由 BODtot 计算得到 BCOD． 若已知

SS，则可求出 XS．
3. 4 XI的测定

颗粒性不可降解 COD ( XI ) 只能基于连续性试

验或中试试验测得，通过比较测定的活性污泥产量

和预测的污泥产量来获得对 XI 的最好估计． Ekama
等建议通过比较 MLVSS 实测值和模型计算值来确

定 XI
［14］; Henze 等推荐了一套相似的方法，通过对

比污泥产量的实测值和计算值的方法得到 XI
［26］．

目前国内很少有人对这个组分进行研究． 通常这一

部分都不作单独的测定，而是确定了其他组分后用

CODtot减去其他组分得到．
3. 5 SF的测定

可发酵的易生物降解有机物 SF 可用生物法、
化学法、物理法或物化法测定，目前认为生物测定是

比较可靠的方法，即基于 OUＲ 或 NUＲ 的呼吸试验．
最可靠的方式是采用与所模拟的污水处理厂相类似

的工艺，并用该厂的活性污泥来做试验． 如果污水处

理厂中第一步氧化是用氧，则用 OUＲ 的呼吸试验可

对该过程的 SF给出最好的估计结果． 如果反硝化是

第一步氧化过程，则用 NUＲ 的呼吸试验可给出最可

靠的结果［27］．

3. 6 SA的测定

可溶极易降解有机物 ( 发酵产物) SA主要指挥

发性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 ，可用氧( OUＲ) 或硝酸盐

( NUＲ) 的呼吸试验来估计，但不十分准确． 城市污

水中的挥发酸( 发酵产物) 主要是乙酸，它通常占这

部分 COD 的 60% ～ 80% ． SA 的挥发酸部分也可直

接用气相色谱法测得，可按乙酸( 盐) 考虑［27］． 对于

所有 SA的表征方法而言，离子色谱测定法是最为精

确的方法之一，但色谱条件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对于

不同的离子色谱仪必须通过实验确定其最佳色谱条

件以求得到最准确的测试结果［28］．
3. 7 XB的测定

该组分的直接测定还比较困难，对这个组分的

研究相关研究也较少． 一般认为进水的 XA 和 XP 含

量较低，可以忽略． 但有研究表明，XH 在进水 COD
中的比例较明显． Orhon 等曾测得 XH占进水 COD 的

7% ～25%［6］． XH的测定可用 OUＲ 法，已知 XH的最

大氧利用速率为 150 mg O2 / ( g·h) ，则 XH = 1. 42 ×
1 000 × OUＲ /150［13］． 在荷兰废水特性指南［20］中忽

略了 XB，采用物化法测定其他四个组分．

4 COD 组分测定方向新前景

污水中不同 COD 组分都有不同的测定方法，

但有些方法过于复杂，需要精心设计试验，配备专

业设备和技术人员，这造成工程应用困难． 方法的

多样性也导致测定结果缺乏可比性，难以确定误

差来源于样品本身，还是测试方法和条件的差别．
因此建立简单实用、标准化的 COD 组分划分方案

是活性污 泥 模 型 实 际 应 用 所 面 临 的 一 个 紧 迫 问

题［29］． 相较于传统 COD 组分测量方法的繁琐及多

样，利用像 BM-Advance 呼吸仪等可快速直接测定

的 BCOD 及 OUＲ 等指标的新型仪器进行的 COD
组分测定操作方便简单，实验耗时短，所得数据精

确度好，并且过程是唯一的、标准的，是对 COD 组

分测定方法的一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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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on Parti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COD Fractionation

Hu Weixuan Wang Xiaoyan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nd rapidly-determined organic pollution parameter in water body，the traditional COD index

can not distinguish organic matter of different biodegradation properties and needs further division．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D fractionation partition source， ie，Activated Sludge Models ( ASMs ) is brief
summarized． A class of ASMs parameters related to COD is introduced，emphatically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COD fractionation，and the determination methods are summed up． In the end，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he new
instrument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OD fractionation group is forecast．

Key words: Activated Sludge Model，COD fractionation，determin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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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UAV Trajectory Planning Based on Spatial Merged Threat

Xin Peiyuan1 Xu Zhiyong2

( 1． Key Laboratory of 3-Dimensional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Application，Ministry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2． Innovation center，Institute of Electronic，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

Abstract
Traditional planning mostly simulates threats in the plane，it couldn't truly show the influencing scope of

threats，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UAV during the flight and avoid the threats in the
surroundings as far as possible，a trajectory planning method based on spatial merged threat is proposed，building a
spatial merged threat model in the target zone，then analyzing and calculating，planning trajectory at last． The
restrict of the spatial merged threat can lessen the number of nodes to extend effectively and rai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jectory calculating．

Key words: trajectory planning，threat model，marching cubes，sparse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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