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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化工洗涤工序废水
处理装置，
用于处理洗涤废水，
包括调节池、
提升
泵站、
隔油池、
混凝池、气浮池、厌氧池、好氧池、
沉淀池和鼓风机房，
所述调节池、
提升泵站、
隔油
池、
混凝池、气浮池、厌氧池、好氧池和沉淀池通
过管道依次连接 ；
所述调节池设有进水口 和格
栅，
所述进水口设于调节池侧壁上，
所述格栅设
于进水口延伸方向上；
所述隔油池出水口处设有
刮渣装置；
所述沉淀池顶部设有水堰槽，用于排
出处理后的洗涤废水，
所述沉淀池底部设有锥形
槽底；
所述鼓风机房通过管道分别与气浮池、厌
氧池和好氧池连接。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化工洗
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使装置合理净化废水，
简
化处理过程，
并且实现良好的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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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用于处理洗涤废水，
其特征在于，
包括调节池、提
升泵站、
隔油池、
混凝池、气浮池、厌氧池、好氧池、沉淀池和鼓风机房，
所述调节池、提升泵
站、
隔油池、
混凝池、
气浮池、
厌氧池、
好氧池和沉淀池通过管道依次连接；
所述调节池设有进水口和格栅，
所述进水口设于调节池侧壁上，
所述格栅设于进水口
延伸方向上；
所述隔油池出水口处设有刮渣装置；
所述沉淀池顶部设有水堰槽，用于排出处理后的洗涤废水，
所述沉淀池底部设有锥形
槽底；
所述鼓风机房通过管道分别与气浮池、
厌氧池和好氧池连接。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格栅包括第一格
栅和第二格栅，
所述第一格栅和第二格栅沿进水口延伸方向依次排布，
所述第一格栅网口
口径大于第二格栅网口口径。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浮池与厌氧池
之间设有生物池配水井。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隔油池与混凝池
之间的管道上设有第一阀门，
所述混凝池与气浮池之间的管道上设有第二阀门，
所述气浮
池与生物池配水井之间的管道上设有第三阀门，
所述第一阀门、第二阀门和第三阀门均用
于控制洗涤废水的流速。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紫外线消毒
池，
所述紫外线消毒池侧壁设有出水口，
所述紫外线消毒池顶部设有紫外线消毒灯，
所述水
堰槽通过管道与紫外线消毒池连接，
所述出水口设于远离水堰槽连接管道一侧壁。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出水口还设有纤
维滤布。
7 .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节
池、
隔油池、
混凝池、
气浮池、
厌氧池和好氧池内壁均设有防腐蚀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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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化工洗涤废水处理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
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我国化学合成洗涤剂工业发展迅速，
洗涤剂的产量逐年增加。而目前绝大
部分的洗涤剂使用后未经妥善处理即排放到河流、海洋等自然水体中，
常造成水体污染并
出现泡沫横飞的景象，
同时消耗了水中的溶解氧，
影响了水体质量。
虽然目前生物降解性能
较差的洗涤剂已经基本被淘汰，
广泛使用的洗涤剂均可生物降解，
但是即使是低浓度的洗
涤剂也会产生大量泡沫，
不仅影响了自然水体景观的美感，
且其生物毒性还直接威胁到水
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水体的重要污染源之一是城镇生活废水中的洗涤剂。
[0003] 目前，
现有的生活废水洗涤剂处理方法可分为物理化学法和生物法两大类。
[0004]
(1)物理化学法：
常用物理化学法主要包括吸附法、泡沫法、混凝法、膜分离法、微
电解法、
催化氧化法等。
[0005]
(2)生物法：
生物法处理含表面活性剂废水，
是利用微生物可以将有机物作为营养
物质，
使其一部分被吸收转化成微生物体内的有机成分或增殖成新的微生物，
其余部分可
被微生物氧化分解成简单的有机或无机物质的一种方法。
[0006] 由于洗涤废水中含有多种杂质，
上述这些方法单一处理洗涤废水均不能满足净化
标准。必须多种方法混合进行净化处理，
但是目前实现净化处理的装置处理工序不合理造
成处理过程过于繁琐，
并且处理效果不佳。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使装置合理净化废
水，
简化处理过程，
并且实现良好的净化效果。
[0008]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用于处理洗涤废水，
包括调节池、提升泵站、
隔
油池、
混凝池、
气浮池、
厌氧池、
好氧池、
沉淀池和鼓风机房，
所述调节池、
提升泵站、
隔油池、
混凝池、气浮池、厌氧池、好氧池和沉淀池通过管道依次连接；
所述调节池设有进水口和格
栅，
所述进水口设于调节池侧壁上，
所述格栅设于进水口延伸方向上；
所述隔油池出水口处
设有刮渣装置；
所述沉淀池顶部设有水堰槽，
用于排出处理后的洗涤废水，
所述沉淀池底部
设有锥形槽底；
所述鼓风机房通过管道分别与气浮池、
厌氧池和好氧池连接。
[0010] 作为优选方案，
所述格栅包括第一格栅和第二格栅，
所述第一格栅和第二格栅沿
进水口延伸方向依次排布，
所述第一格栅网口口径大于第二格栅网口口径。
[0011] 作为优选方案，
所述气浮池与厌氧池之间设有生物池配水井。
[0012] 作为优选方案，
所述隔油池与混凝池之间的管道上设有第一阀门，
所述混凝池与
气浮池之间的管道上设有第二阀门，
所述气浮池与生物池配水井之间的管道上设有第三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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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所述第一阀门、
第二阀门和第三阀门均用于控制洗涤废水的流速。
[0013] 作为优选方案，
还包括紫外线消毒池，
所述紫外线消毒池侧壁设有出水口，
所述紫
外线消毒池顶部设有紫外线消毒灯，
所述水堰槽通过管道与紫外线消毒池连接，
所述出水
口设于远离水堰槽连接管道一侧壁。
[0014] 作为优选方案，
所述出水口还设有纤维滤布。
[0015] 作为优选方案，
所述调节池、
隔油池、
混凝池、
气浮池、
厌氧池和好氧池内壁均设有
防腐蚀涂层。
[0016]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的有益效果是：
调节池、
提升泵站、
隔油池、
混凝池、
气浮池、
厌氧池、
好氧池和沉淀池通过管道依次连接，
鼓风机房通过管道分
别与气浮池、厌氧池和好氧池连接。调节池设有进水口和格栅，
进水口设于调节池侧壁上，
格栅设于进水口延伸方向上，
将洗涤废水中较大的浮渣颗粒进行过滤；
隔油池出水口处设
有刮渣装置，
刮去洗涤废水中的油渣；
混凝池中加入药剂，
使漂浮在洗涤废水中的絮状物形
成大颗粒沉淀；
鼓风机房向气浮池中通气，
使气泡附着于混凝池中未沉淀的浮渣上，
并将其
托至洗涤废水表面；
通过上述流程可以有效的由大到小去除掉洗涤废水中的固体杂质，
从
而进入到厌氧池和好氧池中的洗涤废水不存在固体颗粒，
处理过程不会出现其他产物。沉
淀池顶部设有水堰槽，
用于排出处理后的洗涤废水，
沉淀池底部设有锥形槽底，
用于收集厌
氧池和好氧池反应后的杂质，
并进行排放。本装置通过设计合理的将废水进行净化处理，
简
化了操作步骤，
并且实现良好的净化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阐述和说明:
[0019] 请参考图1，
一种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用于处理洗涤废水，
包括调节池10、
提升泵站11、
隔油池20、
混凝池30、
气浮池40、
厌氧池61、
好氧池62、
沉淀池70、
鼓风机房80和
紫外线消毒池90。
[0020]
调节池10、提升泵站11、
隔油池20、
混凝池30、气浮池40、厌氧池61、好氧池62和沉
淀池70通过管道依次连接，
鼓风机房80通过管道分别与气浮池40、厌氧池61和好氧池62连
接。
[0021]
调节池10设有进水口12和格栅13，
进水口12设于调节池10侧壁上，
格栅13设于进
水口12延伸方向上，
将洗涤废水中较大的浮渣颗粒进行过滤。
[0022] 格栅13包括第一格栅和第二格栅，
第一格栅和第二格栅沿进水口12延伸方向依次
排布，
第一格栅网口口径大于第二格栅网口口径。通过格栅网的孔径逐渐渐缩的方式可以
更加有效的除去体积较大的杂质。
[0023] 隔油池20出水口处设有刮渣装置21，
刮去洗涤废水中的油渣。
[0024] 混凝池30中加入药剂，
使漂浮在洗涤废水中的絮状物形成大颗粒沉淀。
[0025] 鼓风机房80向气浮池40中通气，
使气泡附着于混凝池30中未沉淀的浮渣上，
并将
其托至洗涤废水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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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流程可以有效的由大到小去除掉洗涤废水中的固体杂质，
从而进入到厌
氧池61和好氧池62中的洗涤废水不存在固体颗粒，
处理过程不会出现其他产物。
[0027] 气浮池40与厌氧池61之间设有生物池配水井50，
可以使经过气浮处理的废水更加
稳定，
防止废水对厌氧池61的冲击。
[0028] 沉淀池70顶部设有水堰槽71，
用于排出处理后的洗涤废水，
沉淀池70 底部设有锥
形槽底，
用于收集厌氧池和好氧池反应后的杂质，
并进行排放。
[0029] 本装置通过上述设计合理的将废水进行净化处理，
简化了操作步骤，
并且实现良
好的净化效果。
[0030] 隔油池20与混凝池30之间的管道上设有第一阀门22，
混凝池30与气浮池40之间的
管道上设有第二阀门31，
气浮池40与生物池配水井50之间的管道上设有第三阀门41，
第一
阀门22、
第二阀门31和第三阀门41均用于控制洗涤废水的流速。
[0031] 紫外线消毒池90侧壁设有出水口91，
紫外线消毒池90顶部设有紫外线消毒灯92，
水堰槽71通过管道与紫外线消毒池90连接，
出水口91设于远离水堰槽71连接管道一侧壁。
通过紫外线消毒灯92对废水进行消毒杀菌处理，
使废水处理等级更高。
[0032] 出水口91还设有纤维滤布，
防止水堰槽溢出的颗粒排出。
[0033]
调节池10、
隔油池20、
混凝池30、气浮池40、厌氧池61和好氧池62内壁均设有防腐
蚀涂层。
[003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化工洗涤工序废水处理装置，
调节池、提升泵站、
隔油池、混
凝池、气浮池、厌氧池、好氧池和沉淀池通过管道依次连接，
鼓风机房通过管道分别与气浮
池、厌氧池和好氧池连接。调节池设有进水口和格栅，
进水口设于调节池侧壁上，
格栅设于
进水口延伸方向上，
将洗涤废水中较大的浮渣颗粒进行过滤；
隔油池出水口处设有刮渣装
置，
刮去洗涤废水中的油渣；
混凝池中加入药剂，
使漂浮在洗涤废水中的絮状物形成大颗粒
沉淀；
鼓风机房向气浮池中通气，
使气泡附着于混凝池中未沉淀的浮渣上，
并将其托至洗涤
废水表面；
通过上述流程可以有效的由大到小去除掉洗涤废水中的固体杂质，
从而进入到
厌氧池和好氧池中的洗涤废水不存在固体颗粒，
处理过程不会出现其他产物。沉淀池顶部
设有水堰槽，
用于排出处理后的洗涤废水，
沉淀池底部设有锥形槽底，
用于收集厌氧池和好
氧池反应后的杂质，
并进行排放。本装置通过设计合理的将废水进行净化处理，
简化了操作
步骤，
并且实现良好的净化效果。
[0035]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本实
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
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地说明，
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
而不脱离本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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