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688674.3

(22)申请日 2021.11.04

(73)专利权人 湖南迪易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10100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花镇

黄谷路社区黄花中心广场95号101室

(72)发明人 陈志伟　黄美成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深软翰琪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 44380

代理人 吴雅丽

(51)Int.Cl.

C02F 1/5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絮凝物沉淀的

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包括容器(1)、进水管(2)、出

清管(5)和排渣机构；容器用于容纳污水和加入

的水处理剂，且容器作为混凝反应的反应器，还

作为沉淀池；进水管用于将污水导入到容器中；

出清管用于将上清液导出，出清管横向穿过容器

外壁设置，或者出清管竖向插装在容器中；排渣

机构用于将容器底部的沉淀物导出容器。该基于

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易于实施，实施

成本低，适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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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容器(1)、进水管(2)、

出清管(5)和排渣机构；

容器用于容纳污水和加入的水处理剂，且容器作为混凝反应的反应器，还作为沉淀池；

进水管用于将污水导入到容器中；

出清管用于将上清液导出，出清管横向穿过容器外壁设置，或者出清管竖向插装在容

器中；

排渣机构用于将容器底部的沉淀物导出容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加

药机构，所述的加药机构用于将水处理剂加入到容器中，所述的水处理剂用于与污水混合

并产生絮凝反应而形成能沉淀的絮状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进水管为

自流进水管，进水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阀门；

或者，进水管与液泵对接，用于将集污池中的污水抽入到容器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排渣管为

自流管，排渣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阀门；

或者排渣管与排污泵对接，用于将容器底部的沉淀物抽出。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加药机构

包括溶液桶和与溶液桶相连的加药管；

加药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的液阀，或者加药管与液泵相连，通过液泵将水处理剂抽到

容器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容器的底

部形状为上大下小的斗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容器内设

有搅拌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搅拌装置

包括搅拌轴和搅拌轴下端连接的桨叶。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进水管的

出水端与加药管之间具有一个非零的夹角，能将污水与水处理剂在进水时直接混合。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出清管为自流管，自流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阀门；

或者，出清管与抽液泵相连，用于将容器上层的清液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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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污水处理，如养猪场的粪污水处理，一般是粗放型的连续处理，如挖有多个

反应池，曝气池，沉淀池等，对污水进行处理，这样加入水处理剂的后，水处理剂没有搅拌，

无法充分与污水反应，效率低，另外，新的污水源源不断的来，清水源源不断的流出，整个系

统的工作无法精确控制，总而言之，水处理剂浪费严重，处理成本高，效率低，水处理的效果

差，很难稳定可靠的输出清水。

[0003] 另外有一种基于升降过滤机构的智能水处理装置，这种装置水处理效果较好，但

是，结构较为复杂，成本较高。推广难度较大。

[0004]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新的简易式的水处理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

置，该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实施成本低，易于推广，水处理效果好。

[0006] 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包括容器、进水管、出清管和排渣机

构；

[0008] 容器用于容纳污水和加入的水处理剂，且容器作为混凝反应的反应器，还作为沉

淀池；

[0009] 进水管用于将污水导入到容器中；

[0010] 出清管用于将上清液导出，出清管横向穿过容器外壁设置，或者出清管竖向插装

在容器中；

[0011] 排渣机构用于将容器底部的沉淀物导出容器。

[0012] 还包括加药机构，所述的加药机构用于将水处理剂加入到容器中，所述的水处理

剂用于与污水混合并产生絮凝反应而形成能沉淀的絮状物。可以通过带阀门的加药管加

药，或将盛有水处理剂的溶液桶向容器中倾倒。

[0013] 进水管为自流进水管，进水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阀门；

[0014] 或者，进水管与液泵对接，用于将集污池中的污水抽入到容器中。

[0015] 排渣管为自流管，排渣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阀门；

[0016] 或者排渣管与排污泵对接，用于将容器底部的沉淀物抽出。

[0017] 加药机构包括溶液桶和与溶液桶相连的加药管；

[0018] 加药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的液阀，或者加药管与液泵相连，通过液泵将水处理剂

抽到容器中。

[0019] 容器的底部形状为上大下小的斗形。便于沉淀物(污泥)向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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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容器内设有搅拌装置。

[0021] 搅拌装置包括搅拌轴和搅拌轴下端连接的桨叶。优选的，搅拌轴竖直设置，也可以

非竖直设置，形成漩涡或对流，加强混合效果。

[0022] 进水管的出水端与加药管之间具有一个非零的夹角，能将污水与水处理剂在进水

时直接混合。优选的，进水管水平设置，加药管竖直设置，这样药液与进入的污水直接混合

后进入容器，增强混合效果。

[0023] 出清管为自流管，自流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阀门；

[0024] 或者，出清管与抽液泵相连，用于将容器上层的清液抽出。

[0025] 有益效果：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具有以下特点：

[0027] (1)采用简易式的结构，成本低。

[0028] 主体机构只需一个容器，再配合一些阀门，液泵等，实现了水处理过程的控制。

[0029] (2)采用间歇式的处理理念，节约成本，提高水处理质量

[0030] 间歇式处理是指化整为零式的处理，这样污水和水处理剂按比例混合，这样使得

水处理药剂的药效能发挥到极致，避免水处理浪费，药剂与水充分混合，也能保障水处理的

质量。

[0031] 总而言之，这种手动式水处理装置结构简单，易于实施，成本低，效果好，易于推广

应用。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水处理装置总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进水管与加药管呈一个角度设置的示意图；

[0034] 图3为进水管与加药管垂直设置的示意图；

[0035] 图4为系统控制框图。

[0036] 标号说明：1‑容器，2‑进水管，3‑加药管，4‑排渣管，5‑出清管；6‑进水阀，7‑加药

阀，8‑排渣阀，9‑出清阀。10‑搅拌轴，11‑搅拌支架，12‑搅拌桨叶；K11为进水开关(阀门)，

K12为出清开关(阀门)，K13为排渣开关(阀门)，K14为加药开关(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8] 实施例1：如图1‑4，一种基于絮凝物沉淀的手动式水处理装置，包括容器1、进水管

2、出清管5和排渣机构；

[0039] 容器用于容纳污水和加入的水处理剂，且容器作为混凝反应的反应器，还作为沉

淀池；

[0040] 进水管用于将污水导入到容器中；

[0041] 出清管用于将上清液导出，出清管横向穿过容器外壁设置，或者出清管竖向插装

在容器中；

[0042] 排渣机构用于将容器底部的沉淀物导出容器。

[0043] 还包括加药机构，所述的加药机构用于将水处理剂加入到容器中，所述的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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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用于与污水混合并产生絮凝反应而形成能沉淀的絮状物。可以通过带阀门的加药管加

药，或将盛有水处理剂的溶液桶向容器中倾倒。

[0044] 进水管为自流进水管，进水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阀门；

[0045] 或者，进水管与液泵对接，用于将集污池中的污水抽入到容器中。

[0046] 排渣管为自流管，排渣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阀门；

[0047] 或者排渣管与排污泵对接，用于将容器底部的沉淀物抽出。

[0048] 加药机构包括溶液桶和与溶液桶相连的加药管；

[0049] 加药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的液阀，或者加药管与液泵相连，通过液泵将水处理剂

抽到容器中。

[0050] 容器的底部形状为上大下小的斗形。便于沉淀物(污泥)向下集中。

[0051] 容器内设有搅拌装置。

[0052] 搅拌装置包括搅拌轴和搅拌轴下端连接的桨叶。优选的，搅拌轴竖直设置，也可以

非竖直设置，形成漩涡或对流，加强混合效果。

[0053] 进水管的出水端与加药管之间具有一个非零的夹角，能将污水与水处理剂在进水

时直接混合。优选的，进水管水平设置，加药管竖直设置，这样药液与进入的污水直接混合

后进入容器，增强混合效果。

[0054] 出清管为自流管，自流管上设有手动或电动阀门；

[0055] 或者，出清管与抽液泵相连，用于将容器上层的清液抽出。

[0056] 工作原理说明：

[0057] (1)混合

[0058] 打开进水阀6(或启动进水泵)将污水从集污池经进水管2注入容器1中，并在污水

中加入水处理剂(通过加药管3上的加药阀7控制，或控制加药泵)；水处理剂为粉末状或溶

液状，溶液状即水处理剂溶解在水中形成的状态。或者，将污水与水处理剂同时注入到容器

中；

[0059] (2)絮凝反应及沉淀

[0060] 水处理剂与污水混合后产生絮凝和/或混凝反应，形成絮凝物，所述的絮凝物沉淀

在容器底部；水处理剂为混凝剂和絮凝剂的至少一种；

[0061] (3)固液分离，排出上清液；

[0062] 等沉淀完成后，将上清液导出容器(或自流，或采用液泵抽出)；具体的，打开出清

管5上的出清阀9，让清水自流而出，或者打开出清液泵，将水抽出。

[0063] 剩下的废渣再排出容器；可以打开排渣管4上的排渣阀8，让废渣在重力作用下排

出，或者开启排污泵，将废渣排出。

[0064] 在上清液排出后，或在废渣排出后，再返回步骤(1)进行下一个循环。

[0065] 以上方案中，也可以人工将水处理剂倒入容器中的污水中，开启搅拌装置搅拌均

匀，再絮凝以及沉淀。

[0066] 加入的水处理剂说明:

[0067] 一般加入PAC和PAM，PAC是聚合氧化铝，混凝剂，PAM是聚丙烯酪胺，是絮凝剂。

[0068] 实际使用时，一定要加PAC,优选的，加PAC+PAM，即两种一起加；

[0069] 加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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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每1吨污水，PAC加入0.2‑2Kg，PAM加入0‑0.1Kg.

[0071] 优选比例：

[0072] 1吨污水，PAC加入1.25Kg，PAM加入0.05Kg。

[0073] PAM加入前需要搅拌半小时以上，时间越长越好。

[0074] 具体加入水处理剂的方法为现有技术。关键是要混合充分，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

药效。而且要产生能沉淀的絮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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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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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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