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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包括生

物接触氧化池、沉淀池、过滤池、消毒池；所述生

物接触氧化池上部与沉淀池底部连通，沉淀池上

部与过滤池底部连通，过滤池顶部与消毒池底部

连通。本发明可以针对小范围进行污水处理，且

管理简单，运行经济，同时相较于大型集中处理，

可以减少管道的铺设，减少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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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包括生物接触氧化池、

沉淀池、过滤池、消毒池；

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上部与沉淀池底部连通，沉淀池上部与过滤池底部连通，过滤池

顶部与消毒池底部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还包

括进水单元、填料单元、曝气单元；

所述进水单元包括水泵和平流器；所述平流器安装在生物接触氧化池的底部，所述水

泵的出水端穿过生物接触氧化池与平流器连通；

所述填料单元包括若干弹性填料、底勾、固定弹性填料的上端的悬浮固定装置；若干所

述弹性填料的下端与固接在生物接触氧化池底部的底勾固接，上端与悬浮固定装置固定；

所述曝气单元位于生物接触氧化池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包括斜管架、

集水管；两组所述斜管架中的斜管相互呈120-150度的安装在沉淀池的上部，所述斜管架与

水平面的倾斜角度为30-45度；所述集水管安装在沉淀池的上部，与过滤池的底部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还包括调节集

水管高度的高度调节器；所述高度调节器包括浮球和配重；若干所述浮球和配重均匀的安

装在集水管上；所述集水管有若干段软管连接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管包括软管、进

水管；若干所述软管和进水管依次交替连通在一起，所述进水管上设有进水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底部为漏斗

形；所述沉淀池底部还设有污泥泵；所述污泥泵的出口与接触氧化池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池顶部铺满过滤

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池包括消毒液注

入器，所述消毒池与过滤池通过自流管连通，所述消毒液注入器与自流管的中部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自流管的下部内有扰

流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沉

淀池、过滤池、消毒池均密封，且顶部均设有通气孔；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沉淀池、过滤池、

消毒池的侧壁均设有人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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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国家和百姓均很注重环保，在“三废”中废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人不可能离

开水，水中污染物质会直接或间接的对人类以及大自然的生物体造成损害，给环境带来极

大的危害。水资源日益紧张，污水处理达标排放和中水回用越来越有必要。

[0003] 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的市场已趋近饱和。未来中国污水处理的主战场将在小城镇和

农村等分散式人群聚居地。这种情况是需要处理的污水的源比较分散，按照常规的大型处

理方式将需要铺设较长的管道。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可以

针对小范围进行污水处理，且管理简单，运行经济，同时相较于大型集中处理，可以减少管

道的铺设，减少运行成本。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包括生物接触氧化池、沉淀池、过滤池、消毒池；

[0007] 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上部与沉淀池底部连通，沉淀池上部与过滤池底部连通，过

滤池顶部与消毒池底部连通。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还包括进水单元、填料单元、曝气单元；

[0009] 所述进水单元包括水泵和平流器；所述平流器安装在生物接触氧化池的底部，所

述水泵的出水端穿过生物接触氧化池与平流器连通；

[0010] 所述填料单元包括若干弹性填料、底勾、固定弹性填料的上端的悬浮固定装置；若

干所述弹性填料的下端与固接在生物接触氧化池底部的底勾固接，上端与悬浮固定装置固

定；

[0011] 所述曝气单元位于生物接触氧化池内。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沉淀池包括斜管架、集水管；两组所述斜管架中的斜管相互呈120-

150度的安装在沉淀池的上部，所述斜管架与水平面的倾斜角度为30-45度；所述集水管安

装在沉淀池的上部，与过滤池的底部连通。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沉淀池还包括调节集水管高度的高度调节器；所述高度调节器包

括浮球和配重；若干所述浮球和配重均匀的安装在集水管上；所述集水管有若干段软管连

接而成。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集水管包括软管、进水管；若干所述软管和进水管依次交替连通在

一起，所述进水管上设有进水孔。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沉淀池底部为漏斗形；所述沉淀池底部还设有污泥泵；所述污泥泵

的出口与接触氧化池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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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地，所述过滤池顶部铺满过滤料。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消毒池包括消毒液注入器，所述消毒池与过滤池通过自流管连通，

所述消毒液注入器与自流管的中部连通。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自流管的下部内有扰流器。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沉淀池、过滤池、消毒池均密封，且顶部均设有通

气孔；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沉淀池、过滤池、消毒池的侧壁均设有人工孔。

[0020]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的优点：

[0021] 本发明通过设置接触氧化池可以利用好氧菌的新陈代谢把污水中的有机物消化，

变成微生物的营养物质以到达去除COD的目的，通过沉淀池可以将污水中的泥沙进行过滤，

从而使得水质变得更好；通过过滤池可以将悬浮物进行过滤，这样结合沉淀池就将污水中

的大部分物质进行了过滤，通过消毒池可以将水体中的病菌等杀死，这样排出的水体就不

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022] 本发明的其他优点、目标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进行阐述，并

且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对下文的考察研究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将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可

以从本发明的实践中得到教导。本发明的目标和其他优点可以通过下面的说明书和权利要

求书来实现和获得。

附图说明

[0023] 本发明的附图说明如下：

[0024] 图1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图1中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图1中B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生物接触氧化池；111.水泵；112.平流器；121.弹性填料；122.底勾；

[0028] 123.悬浮固定装置；13.曝气单元；2.沉淀池；21.斜管架；22.集水管；221.软管；

[0029] 222.进水管；2221.进水孔；231.浮球；232.配重；3.过滤池；31.过滤料；4.消毒池；

5.污泥泵；6.自流管；61.扰流器；7.消毒液注入器；8.人工孔；9.通气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实施例：

[0032] 本发明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不包括污水预处理部分(如化粪池、格栅井、初沉池

等)。如图1至图3所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包括生物接触氧化池1、沉淀池2、过滤池3、消毒

池4；

[0033] 生物接触氧化池1上部与沉淀池2底部连通，沉淀池2上部与过滤池3底部连通，过

滤池3顶部与消毒池4底部连通。

[0034] 本发明通过设置接触氧化池可以利用好氧菌的新陈代谢把污水中的有机物消化，

变成微生物的营养物质以到达去除COD的目的，通过沉淀池2可以将污水中的泥沙进行过

滤，从而使得水质变得更好；通过过滤池3可以将悬浮物进行过滤，这样结合沉淀池2就将污

水中的大部分物质进行了过滤，通过消毒池4可以将水体中的病菌等杀死，这样排出的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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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035] 本实施例中，生物接触氧化池1还包括进水单元、填料单元、曝气单元13；

[0036] 进水单元包括水泵111和平流器112；平流器112安装在生物接触氧化池1的底部，

水泵111的出水端穿过生物接触氧化池1与平流器112连通；

[0037] 填料单元包括若干弹性填料121、底勾122、固定弹性填料121的上端的悬浮固定装

置123；若干弹性填料121的下端与固接在生物接触氧化池1底部的底勾122固接，上端与悬

浮固定装置123固定；

[0038] 曝气单元13位于生物接触氧化池1内。

[0039] 通过在进水单元的出水口设置平流器112可以将进入的水流平滑过渡，且均匀的

分布到整个生物接触氧化池1中，从而使得填料单元上的弹性填料121上得好氧菌可以充分

与污水接触。

[0040] 曝气单元13采用曝气机，曝气机可以给好氧菌提供充足的氧气，同时可以将生物

接触氧化池1底部的泥沙搅动，防止完全沉淀。

[0041] 本实施例中，沉淀池2包括斜管架21、集水管22；两组斜管架21中的斜管相互呈150

度的安装在沉淀池2的上部，斜管架21与水平面的倾斜角度为35度；集水管22安装在沉淀池

2的上部，与过滤池3的底部连通。

[0042] 通过设置斜管可以加速沉淀，同时采用两组相互倾斜的斜管可以加速沉淀，同时

可以减少由于生物接触氧化池1中的污水大量流入是位于沉淀池2内的污水快速向上冲击，

而没有良好沉淀。

[0043] 同时两组斜管通过呈一定的夹角，使得上面一组斜管的间隙大于下面一组，可以

减少水流到上部时的流速，进而可以减少泥沙进入集水管22的量。

[0044] 本实施例中，沉淀池2还包括调节集水管22高度的高度调节器；高度调节器包括浮

球231和配重232；若干浮球231和配重232均匀的安装在集水管22上；集水管22有若干段软

管221连接而成。

[0045] 通过高度调节和将集水管22设置为可变形，从而使得集水管22可以根据水流的高

度和改变集水位置从而使得收集到的水一直是水面顶部的，减少吸收到泥沙的可能。

[0046] 本实施例中，集水管22包括软管221、进水管222；若干软管221和进水管222依次交

替连通在一起，进水管222上设有进水孔2221。

[0047] 通过集水管22可变形同时和高度调节器的配合，当某个区域的向上水流过大时，

此时水流中含有的泥沙量必定较多，此时由于水流的过大，使得此部位的集水管22可以上

浮到更高的地方，进而使得集水管22上的孔没有水流进入，实现了减少泥沙进入的可能性。

[0048] 本实施例中，沉淀池2底部为漏斗形；沉淀池2底部还设有污泥泵5；污泥泵5的出口

与接触氧化池连通。

[0049] 方便将沉淀的泥沙收集处理。

[0050] 本实施例中，过滤池3顶部铺满过滤料31。

[0051] 通过过滤料31可以将污水中的悬浮的杂质进行过滤。

[0052] 本实施例中，消毒池4包括消毒液注入器7，消毒池4与过滤池3通过自流管6连通，

消毒液注入器7与自流管6的中部连通。

[0053] 消毒液注入器7可以采用容器通过是泵的形式注入，消毒液可以采用漂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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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本实施例中，自流管6的下部内有扰流器61。

[0055] 通过扰流器61可以将消毒液和污水充分混合进行消毒。

[0056] 本实施例中，生物接触氧化池1、沉淀池2、过滤池3、消毒池4均密封，且顶部均设有

通气孔9；生物接触氧化池1、沉淀池2、过滤池3、消毒池4的侧壁均设有人工孔8。

[0057] 通过将生物接触氧化池1、沉淀池2、过滤池3、消毒池4均密封可以本发明深埋到低

下，从而减少对土地的占用，通过在他们侧壁上设置开口，可以方便后期的维修检查，预留

人工孔8。

[0058] 本发明是这样工作的，通过水泵111将预处理过的污水排入生物接触氧化池1中，

污水在生物接触氧化池1中与好氧菌接触，从而把污水中的有机物消化，变成微生物的营养

物质以到达去除COD的目的，经过好氧菌的处理后，污水在重力的作用下流入沉淀池2，在沉

淀池2中，通过斜管的作用，污水中的泥沙等大颗粒密度高于水的杂质被沉淀下来。

[0059] 在重力的作用下，污水进入过滤池3，在过滤池3中，设置的过滤料31将污水上表面

漂浮的杂质进行拦截。

[0060] 在重力的作用下，污水进入消毒池4，在进入的同时混入消毒液对污水进行消毒处

理。

[0061] 最后通过消毒池4流入对环境没有危害的水体。

[0062]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

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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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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