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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其

包括过滤箱、吸附箱及沉降池，过滤箱内从上到

下设置有粗过滤网板及细过滤网板，过滤箱的顶

部壁面设置有进水管，过滤箱与吸附箱导通连

接，吸附箱的一侧设置有絮凝剂箱，吸附箱与絮

凝剂箱之间设置有絮凝剂添加泵，吸附箱的一侧

还设置有第二水泵，第二水泵的进水端与吸附箱

的内部导通连接，第二水泵的出水端连接有第二

导水管，第二导水管的另一端与沉降池的内部导

通连接，沉降池内设置有活性炭吸附板，沉降池

的侧壁还穿设有出水管。本实用新型具有对污水

进行净化处理，减少环境污染，从而维护自然的

生态平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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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过滤箱(1)、吸附箱(2)及沉降池(3)，所述

过滤箱(1)内从上到下设置有粗过滤网板(11)及细过滤网板(12)，所述过滤箱(1)的顶部壁

面设置有进水管(13)，所述过滤箱(1)与所述吸附箱(2)导通连接，所述吸附箱(2)的一侧设

置有絮凝剂箱(21)，所述吸附箱(2)与所述絮凝剂箱(21)之间设置有絮凝剂添加泵(22)，所

述吸附箱(2)的一侧还设置有第二水泵(23)，所述第二水泵(23)的进水端与所述吸附箱(2)

的内部导通连接，所述第二水泵(23)的出水端连接有第二导水管(24)，所述第二导水管

(24)的另一端与所述沉降池(3)的内部导通连接，所述沉降池(3)内设置有活性炭吸附板

(31)，所述沉降池(3)的侧壁还穿设有出水管(3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1)的两个

相对设置的侧壁均开设有两条滑槽(14)，所述粗过滤网板(11)和细过滤网板(12)的两侧分

别在所述滑槽(14)内滑动，所述过滤箱(1)正对两条所述滑槽(14)的侧壁上铰接有开合门

(1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14)的截面形

状为燕尾形，所述粗过滤网板(11)和细过滤网板(12)的两侧均与所述滑槽(14)形状匹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箱(2)的顶部

壁面还转动穿设有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所述第一搅拌杆(41)转动套接在所

述第二搅拌杆(42)上，所述第一搅拌杆(41)的长度小于第二搅拌杆(42)的长度，所述第一

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位于所述吸附箱(2)内的一端均垂直连接有多个搅拌叶

(43)，所述吸附箱(2)的顶部壁面上还设置有驱动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沿两

个方向同时转动的驱动件(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件(5)包括电

机(51)、主动锥齿轮(52)、与所述主动锥齿轮(52)啮合的第一从动锥齿轮(53)及与所述主

动锥齿轮(52)啮合的第二从动锥齿轮(54)，所述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位于所

述吸附箱(2)外的一端分别同轴连接有第一从动锥齿轮(53)和第二从动锥齿轮(54)，所述

电机(51)的输出轴与所述主动锥齿轮(52)同轴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机架(6)，所述吸

附箱(2)固定设置在所述机架(6)上，所述吸附箱(2)的底部壁面为漏斗状，所述吸附箱(2)

的底部壁面的最低处连接有排渣管(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降池(3)的顶部

壁面设置有多根紫外灯管(3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1)与所述

吸附箱(2)之间设置有暂存箱(8)，所述暂存箱(8)位于所述过滤箱(1)的下方，所述过滤箱

(1)与所述暂存箱(8)导通连接，所述暂存箱(8)一侧设置有第一水泵(81)，所述第一水泵

(81)的进水端与所述过滤箱(1)的内部导通连接，所述第一水泵(81)的出水端连接有第一

导水管(82)，所述第一导水管(82)的另一端与所述吸附箱(2)的内部导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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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市政建设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市政主体作用于市政客体及其过程，广义的市政是指城市的政党组织和国家政权

机关，为实现城市自身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管理活动及其过程，狭

义的市政是指城市的国家行政机关对市辖区内的各类行政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 

管理活动及其过程。

[0003] 污水，通常指受一定污染的、来自生活和生产的排出水；污水主要有生活污水、工

业废水和初期雨水；污水的主要污染物有病原体污染物、耗氧污染物、植物营养物和有毒污

染物等；根据污水来源的观点，污水可以定义为从住宅、机关、商业或者工业区排放的与地

下水、地表水、暴风雪等混合的携带有废物的液体或者水。

[0004] 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惊人，而伴随着城市发展所需要的相关设施的建设却很缓慢，

远远跟不上城市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对污水的处理，目前，大多数的污水是集中之后直接排

放，这些污水排放到自然界中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具有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减

少环境污染，从而维护自然的生态平衡的优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包括过滤箱、吸附箱及沉降池，所述过滤箱内从上到下设

置有粗过滤网板及细过滤网板，所述过滤箱的顶部壁面设置有进水管，所述过滤箱与所述

吸附箱导通连接，所述吸附箱的一侧设置有絮凝剂箱，所述吸附箱与所述絮凝剂箱之间设

置有絮凝剂添加泵，所述吸附箱的一侧还设置有第二水泵，所述第二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

吸附箱的内部导通连接，所述第二水泵的出水端连接有第二导水管，所述第二导水管的另

一端与所述沉降池的内部导通连接，所述沉降池内设置有活性炭吸附板，所述沉降池的侧

壁还穿设有出水管。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污水经进水管倒入过滤箱内，在重力的作用下，污水依次

经过粗过滤网板和细过滤网板，粗过滤网板和细过滤网板对污水中体积较大的杂质进行初

过滤，经初过滤后的污水导流至吸附箱内。操作人员通过絮凝剂添加泵将絮凝剂箱中的絮

凝剂添加至吸附箱内的污水中，絮凝剂与污水中的杂质结合，形成絮凝沉降物沉降在吸附

箱的底部。第二水泵将吸附箱内经絮凝剂沉降后的污水导流至第二导水管内，然后达到沉

降池，沉降池的底部设置有活性炭吸附板进行进一步的杂质吸附工作，从而达到对污水进

行净化处理，减少环境污染，维护自然的生态平衡的效果。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过滤箱的两个相对设置的侧壁均开设有两条滑

槽，所述粗过滤网板和细过滤网板的两侧均在所述滑槽内滑动，所述过滤箱正对两条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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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槽的侧壁上铰接有开合门。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得粗过滤网板和细过滤网板可拆卸地设置在过滤箱

内，方便操作人员清理粗过滤网板和细过滤网板上的杂质的效果。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滑槽的截面形状为燕尾形，所述粗过滤网板和细

过滤网板的两侧均与所述滑槽形状匹配。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污水受重力冲击到粗过滤网板及细过滤网板，截面形

状为燕尾形的滑槽对粗过滤网板及细过滤网板起支撑作用，达到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粗过滤

网板及细过滤网板从滑槽内脱离的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吸附箱的顶部壁面还转动穿设有第一搅拌杆和第

二搅拌杆，所述第一搅拌杆转动套接在所述第二搅拌上，所述第一搅拌杆的长度小于第二

搅拌杆的长度，所述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拌杆位于所述吸附箱内的一端均垂直连接有多个

搅拌叶，所述吸附箱的顶部壁面上还设置有驱动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拌杆沿两个方向同时

转动的驱动件。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驱动件使得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拌杆沿两个方向同

时转动，带动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拌杆上的搅拌叶转动，从而达到加快污水与混凝剂混合

的效率。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件包括电机、主动锥齿轮、与所述主动锥齿轮

啮合的第一从动锥齿轮及与所述主动锥齿轮啮合的第二从动锥齿轮，所述第一搅拌杆和第

二搅拌杆位于所述吸附箱外的一端分别同轴连接有第一从动锥齿轮和第二从动锥齿轮，所

述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主动锥齿轮同轴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操作人员开启电机，使得主动锥齿轮带动第一从动锥齿

轮和第二从动锥齿轮沿反方向同时转动，从而达到驱动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拌杆沿两个方

向同时转动的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机架，所述吸附箱固定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所述

吸附箱的底部壁面为漏斗状，所述吸附箱的底部壁面的最低处连接有排渣管。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污水与混凝剂结合后，污水中的杂质与混凝剂结合，在重

力的作用下沉淀到吸附箱的底部壁面上，通过第二水泵将吸附箱内经混凝剂处理后的污水

送至沉降池内。排完污水后，操作人员打开排渣管，将污水中的杂质与混凝剂结合后的沉淀

物顺着吸附箱的底部壁面流出，达到方便操作人员处理污水中的杂质与混凝剂结合后的沉

淀物的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沉降池的顶部壁面设置有多根紫外灯管。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达到对处理后的污水进行消毒杀菌处理的效果。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过滤箱与所述吸附箱之间设置有暂存箱，所述暂

存箱位于所述过滤箱的下方，所述过滤箱与所述暂存箱导通连接，所述暂存箱一侧设置有

第一水泵，所述第一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过滤箱的内部导通连接，所述第一水泵的出水端

连接有第一导水管，所述第一导水管的另一端与所述吸附箱的内部导通连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污水经过滤箱中的粗过滤网板及细过滤网板过滤后，在

重力的作用下流动至暂存箱内进行缓存，吸附箱内的混凝剂与污水混合需要一定时间，吸

附箱内的污水完成混凝剂虚浮沉降工作后，通过第一水泵将暂存箱内的污水经第一导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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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至吸附箱内进行下一次的吸附沉降处理，从而达到提高污水效率的效果。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4] 1 .本实用新型具有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减少环境污染，从而维护自然的生态平

衡的优点；

[0025] 2.本实用新型的吸附箱内设置有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拌杆，具有加快污水与混凝

剂混合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用于展示过滤箱、过滤箱和沉降池内部的爆炸及部分剖视图。

[0028]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9] 图4是图2中B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0] 图5是图2中C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1] 图中，1、过滤箱；11、粗过滤网板；12、细过滤网板；13、进水管；14、滑槽；15、开合

门；2、吸附箱；21、絮凝剂箱；22、絮凝剂添加泵；23、第二水泵；24、第二导水管；3、沉降池；

31、活性炭吸附板；32、出水管；33、紫外灯管；41、第一搅拌杆；42、第二搅拌杆；43、搅拌叶；

5、驱动件；51、电机；52、主动锥齿轮；53、第一从动锥齿轮；54、第二从动锥齿轮；6、机架；7、

排渣管；8、暂存箱；81、第一水泵；82、第一导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市政污水处理装置，包括过滤箱1、机架6、吸附

箱2及沉降池3，吸附箱2设置在机架6上。过滤箱1的顶部壁面设置有进水管13，过滤箱1的下

方设置有暂存箱8，过滤箱1与暂存箱8导通连接。暂存箱8一侧设置有第一水泵81，第一水泵

81的进水端与过滤箱1的内部导通连接，第一水泵81的出水端连接有第一导水管82，第一导

水管82的另一端与吸附箱2的内部导通连接。吸附箱2的一侧设置有絮凝剂箱21，吸附箱2与

絮凝剂箱21之间设置有絮凝剂添加泵22，吸附箱2的一侧还设置有第二水泵23，第二水泵23

的进水端与吸附箱2的内部导通连接，第二水泵23的出水端连接有第二导水管24，第二导水

管24的另一端与沉降池3的内部导通连接，沉降池3的侧壁还穿设有出水管32。

[0034] 污水经进水管13倒入过滤箱1内，过滤箱1对污水中体积较大的杂质进行初过滤，

经初过滤后的污水在重力作用下流动至暂存箱8内，操作人员开启第一水泵81将污水倒入

吸附箱2内。操作人员通过絮凝剂添加泵22将絮凝剂箱21中的絮凝剂添加至吸附箱2内的污

水中，絮凝剂与污水中的杂质结合，形成絮凝沉降物沉降在吸附箱2的底部。第二水泵23将

吸附箱2内经絮凝剂沉降后的污水导流至第二导水管24内，然后达到沉降池3，对污水进一

步的杂质吸附工作。

[0035] 参照图2、3，过滤箱1内从上到下设置有粗过滤网板11及细过滤网板12，过滤箱1的

两个相对设置的侧壁均开设有两条滑槽14，滑槽14的截面形状为燕尾形。粗过滤网板11和

细过滤网板12的两侧均在滑槽14内滑动，粗过滤网板11和细过滤网板12的两侧均与滑槽14

形状匹配，过滤箱1正对两条滑槽14的侧壁上铰接有开合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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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污水经进水管13倒入过滤箱1内，在重力的作用下，污水依次经过粗过滤网板11和

细过滤网板12，粗过滤网板11和细过滤网板12对污水中体积较大的杂质进行初过滤。需要

清理粗过滤网板11及细过滤网板12上的杂质时，操作人员打开开合门15，将粗过滤网板11

及细过滤网板12从滑槽14上取下，进行清理即可。

[0037] 参照图2、5，吸附箱2的顶部壁面还转动穿设有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第

一搅拌杆41转动套接在第二搅拌杆42上。第一搅拌杆41的长度小于第二搅拌杆42的长度，

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位于吸附箱2内的一端均垂直连接有多个搅拌叶43。吸附箱2

的顶部壁面上还设置有驱动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沿两个方向同时转动的驱动件

5。结合图2、4，驱动件5包括电机51、主动锥齿轮52、与主动锥齿轮52啮合的第一从动锥齿轮

53及与主动锥齿轮52啮合的第二从动锥齿轮54，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位于吸附箱

2外的一端分别同轴连接有第一从动锥齿轮53和第二从动锥齿轮54，电机51的输出轴与主

动锥齿轮52同轴连接。

[0038] 操作人员开启电机51，使得主动锥齿轮52带动第一从动锥齿轮53和第二从动锥齿

轮54沿反方向同时转动，从而驱动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沿两个方向同时转动，带

动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上的搅拌叶43转动，从而加快污水与混凝剂混合的效率。

[0039] 参照图2，沉降池3的底部设置有活性炭吸附板31，沉降池3的顶部壁面设置有多根

紫外灯管33。活性炭吸附板31对污水中的杂质进行进一步的吸附处理，紫外灯管33对污水

进行消毒杀菌的工作。

[0040] 参照图，吸附箱2的底部壁面为漏斗状，吸附箱2的底部壁面的最低处连接有排渣

管7。污水与混凝剂结合后，污水中的杂质与混凝剂结合，在重力的作用下沉淀到吸附箱2的

底部壁面上，通过第二水泵23将吸附箱2内经混凝剂处理后的污水送至沉降池3内。排完污

水后，操作人员将打开排渣管7，污水中的杂质与混凝剂结合后的沉淀物顺着吸附箱2的底

部壁面流出，方便操作人员处理污水中的杂质与混凝剂结合后的沉淀物。

[0041]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污水经进水管13倒入过滤箱1内，在重力的作用下，污水

依次经过粗过滤网板11和细过滤网板12，粗过滤网板11和细过滤网板12对污水中体积较大

的杂质进行初过滤，经初过滤后的污水在重力作用下导流至暂存箱8内，操作人员开启第一

水泵81将污水倒入吸附箱2内。操作人员通过絮凝剂添加泵22将絮凝剂箱21中的絮凝剂添

加至吸附箱2内的污水中，操作人员开启电机51，使得第一搅拌杆41和第二搅拌杆42转动，

加快污水与絮凝剂混合的速度，然后关闭电机51，絮凝剂与污水中的杂质结合形成絮凝沉

降物沉降在吸附箱2的底部。操作人员开启第二水泵23将吸附箱2内经絮凝剂沉降后的污水

导流至第二导水管24内，然后达到沉降池3，沉降池3的底部设置有活性炭吸附板31进行进

一步的杂质吸附工作，紫外灯管33对污水进行消毒杀菌的工作，从而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

减少了环境污染，维护了自然的生态平衡。

[0042]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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