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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

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包括预处理池和生化

处理池，预处理池和生化处理池通过导管连接，

预处理池内部设置有污水初滤组件和沉淀组件，

生化处理池内部设置有配水板和海绵铁填料，生

化处理池上设置有曝气组件、臭氧消毒组件、微

生物菌液投放组件和清水口，曝气组件包括曝气

器和曝气管，曝气管设置在海绵铁填料内部下

端，曝气器与曝气管连接，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

包括菌液箱和喷头，喷头设置在生化处理池内

部，菌液箱与喷头连接，清水口与生化处理池导

通；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污水处理效率高，具有

较大的市场前景和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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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预处理池

(1)和生化处理池(2)，所述预处理池(1)和生化处理池(2)均固定设置在底板(3)上，预处理

池(1)的下端和生化处理池(2)的上端通过导管连接，连接处设置有污水泵(10)，预处理池

(1)上端设置有进水口(11)，预处理池(1)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污水初滤组件(4)和沉

淀组件(5)，所述初滤组件(4)包括集水桶(40)和过滤筒(41)，所述集水筒(40)活动卡接在

预处理池(1)内部，所述过滤筒(41)固定设置在集水筒(40)下端,且过滤筒(41)下端开口，

过滤筒(41)上端设置有锥形筒(42)，所述锥形筒(42)上均匀设置有多个滤孔(420)，所述沉

淀组件(5)用于对初滤组件(4)过滤后的污水进行沉淀处理；所述生化处理池(2)内部从上

至下依次设置有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料(7)，生化处理池(2)上设置有曝气组件(80)、臭氧

消毒组件(81)、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和清水口(83)，所述配水板(6)为倒锥形结构，配

水板(6)上端设置有配水槽(60)，所述配水槽(60)上设置有配水孔(61)，所述海绵铁填料

(7)通过固定架(70)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所述曝气组件(80)包括曝气器(800)和曝

气管(801)，所述曝气管(801)设置在海绵铁填料(7)内部下端，曝气管(801)上设置有曝气

头(802)，所述曝气器(800)与曝气管(801)连接；所述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包括菌液箱

(820)和喷头(821)，所述喷头(821)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海绵铁填料(7)上

端，所述菌液箱(820)与喷头(821)连接，所述清水口(83)与生化处理池(2)下部导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沉淀组件(5)包括收集桶(51)、沉淀收集盒(52)和动力电机(53)，所述收集桶

(51)活动卡接在预处理池(1)内部，所述沉淀收集盒(52)通过转轴活动设置在收集桶(51)

底部，所述动力电机(53)为沉淀收集盒(52)提供动力；所述沉淀收集盒(52)上端竖直设置

有空心管(520)，沉淀收集盒(52)上设置有导水口(521)和通孔(522)，沉淀收集盒(52)内部

底端设置有污泥腔(523)，所述空心管(520)与污泥腔(523)导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导水口(521)设置有两个，两个导水口(521)设置在沉淀收集盒(52)上相背的

两侧，且两个导水口(521)在同一水平面上相互错开，两个导水口(521)上均设置有向上倾

斜的斜板(524)，所述通孔(522)设置在收集盒(52)上，且位于导水口(521)相对的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配水槽(60)包括第一配水槽(600)、第二配水槽(601)和第三配水槽(602)，所

述第一配水槽(600)、第二配水槽(601)和第三配水槽(602)的高度依次降低，第一配水槽

(600)、第二配水槽(601)和第三配水槽(602)的宽度依次增加，第一配水槽(600)和第二配

水槽(601)上均设置有相互导通的匀水口(6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曝气头(802)内部上端活动设置有旋转桨叶(80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臭氧消毒组件(81)包括臭氧发生器(810)和臭氧消毒筒(811)，所述臭氧消毒

筒(811)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料(7)之间，臭氧消毒筒

(811)内侧均匀设置有多个消毒孔，所述臭氧发生器(810)与臭氧消毒筒(811)连接。

7.利用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

装置进行污水深度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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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外界污水通过进水口(11)进入预处理池1中，首先在锥形筒(42)的作用下将污

水中的大颗粒杂质拦截在集水桶(40)中，初滤后的污水依次通过滤孔(420)、过滤筒(41)进

入沉淀组件中(5)；

步骤二：经过初滤后的污水首先进入收集桶(51)中，通过动力电机(53)带动沉淀收集

盒(52)旋转，污水从导水口(521)进入沉淀收集盒(52)，污水中细小杂质被沉淀收集盒(52)

拦截后沉积在污泥腔(523)中，通过空心管(520)将污泥腔(523)中的沉淀排出预处理池

(1)，经过沉淀的污水通过污水泵(10)泵入生化处理池(2)；

步骤三：泵入生化处理池(2)的污水依次流经配水板(6)上的第一配水槽(600)、第二配

水槽(602)和第三配水槽(603)，并由配水孔(61)落下；

步骤四：由配水孔(61)落下的污水首先经过臭氧消毒筒(811)消毒处理，然后进入海绵

铁填料(7)中，通过喷头(821)将菌液箱(820)中的微生物菌液喷洒在海绵铁填料(7)中，并

将曝气器(800)产生的气体通过曝气管(801)上的曝气头(802)通入海绵铁填料(7)中，旋转

桨叶(803)在气流的作用下旋转，经过海绵铁填料(7)处理的污水从清水口(83)排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曝气头(802)上设置有旋转桨叶(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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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

深度处理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用水量日益增大，导致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

目前，常用的污水处理技术主要有：厌氧沼气池、人工湿地及土地渗滤系统等。其中厌氧沼

气池处理生活污水，出水水质可达到排放标准，并能产生适于农业生产的肥料；人工湿地主

要通过生态处理系统内的微生物和水生植物的协同作用，实现污染物的去除；土地渗滤系

统是将污水施于土地上，利用土壤的净化能力使污水得到净化；土壤的净化作用主要包括

物理过程中的过滤、吸附，化学反应与化学沉淀和微生物代谢作用下的有机物降解等。海绵

铁为直接还原铁，因为内部多孔如海绵状故称之为海绵铁。其主要功能可对污水进行除氧，

以海绵铁为代表的新型零价铁材料具有较强的还原性，在自身氧化过程中，可以还原多种

污染物质。

[0003] 但是，现有的利用海绵体填料的污水处理装置运行不够稳定，富集生物量较低，因

而处理效率也较低；另一方面，现有的利用海绵体填料的污水处理装置体积较大，设备维护

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结构紧凑、污水处理效率高的基于

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包

括预处理池和生化处理池，预处理池和生化处理池均固定设置在底板上，预处理池的下端

和生化处理池的上端通过导管连接，连接处设置有污水泵，预处理池上端设置有进水口，预

处理池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污水初滤组件和沉淀组件，初滤组件包括集水桶和过滤

筒，集水筒活动卡接在预处理池内部，过滤筒固定设置在集水筒下端,且过滤筒下端开口，

过滤筒上端设置有锥形筒，锥形筒上均匀设置有多个滤孔，沉淀组件用于对初滤组件过滤

后的污水进行沉淀处理；生化处理池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配水板和海绵铁填料，生化

处理池上设置有曝气组件、臭氧消毒组件、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和清水口，配水板为倒锥形

结构，配水板上端设置有配水槽，配水槽上设置有配水孔，海绵铁填料通过固定架设置在生

化处理池内部，曝气组件包括曝气器和曝气管，曝气管设置在海绵铁填料内部下端，曝气管

上设置有曝气头，曝气器与曝气管连接；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包括菌液箱和喷头，喷头设置

在生化处理池内部，且位于海绵铁填料上端，菌液箱与喷头连接，清水口与生化处理池下部

导通，曝气器由外部电源供电。

[0006] 进一步地，沉淀组件包括收集桶、沉淀收集盒和动力电机，收集桶活动卡接在预处

理池内部，沉淀收集盒通过转轴活动设置在收集桶底部，动力电机为沉淀收集盒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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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收集盒上端竖直设置有空心管，沉淀收集盒上设置有导水口和通孔，沉淀收集盒内部

底端设置有污泥腔，空心管与污泥腔导通；动力电机的旋转方向与导水口的开口方向一致，

通过动力电机带动沉淀收集盒旋转，污水在沉淀收集盒的搅动作用下从导水口进入沉淀收

集盒内部，污水中的杂质被沉淀收集盒的内壁拦截后落入污泥腔中进行收集，杂质被拦截

后的污水通过通孔排到收集桶中，提高了污水中杂质的收集效果。

[0007] 进一步地，导水口设置有两个，两个导水口设置在沉淀收集盒上相背的两侧，且两

个导水口在同一水平面上相互错开，两个导水口上均设置有向上倾斜的斜板，通孔设置在

收集盒上，且位于导水口相对的一侧，通过设置两个导水口，提高了污水的中杂质的拦截效

率，提高了污水净化效果。

[0008] 进一步地，配水槽包括第一配水槽、第二配水槽和第三配水槽，第一配水槽、第二

配水槽和第三配水槽的高度依次降低，第一配水槽、第二配水槽和第三配水槽的宽度依次

增加，第一配水槽和第二配水槽上均设置有相互导通的匀水口；通过设置高度依次降低、宽

度依次增加的第一配水槽、第二配水槽和第三配水槽，使得污水经过第一配水槽、第二配水

槽和第三配水槽后均匀分散的落下，有利于污水的臭氧消毒更加彻底。

[0009] 进一步地，曝气头内部上端活动设置有旋转桨叶；通过旋转桨叶对污水形成扰动，

增加污水中污染物在海绵铁填料上的附着量。

[0010] 进一步地，臭氧消毒组件包括臭氧发生器和臭氧消毒筒，臭氧消毒筒设置在生化

处理池内部，且位于配水板和海绵铁填料之间，臭氧消毒筒内侧均匀设置有多个消毒孔，臭

氧发生器与臭氧消毒筒连接；通过设置臭氧消毒筒，使得臭氧气体均匀的扩散到生化处理

池中，提高臭氧消毒效果，提高气液传递效率。

[0011] 进一步地，预处理池上设置有污泥热解装置，污泥热解装置与沉淀收集盒连接，连

接处设置有污泥泵，污泥热解装置上设置有排泥口，通过污泥热解装置对污泥腔中沉积的

污泥进行热解处理，有利于沉淀污泥的回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0012] 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方法，包括：

[0013] 步骤一：外界污水通过进水口进入预处理池中，首先在锥形筒的作用下将污水中

的大颗粒杂质拦截在集水桶中，初滤后的污水依次通过滤孔、过滤筒进入沉淀组件中；

[0014] 步骤二：经过初滤后的污水首先进入收集桶中，通过动力电机带动沉淀收集盒旋

转，污水从导水口进入沉淀收集盒，污水中细小杂质被沉淀收集盒拦截后沉积在污泥腔中，

通过空心管将污泥腔中的沉淀排出预处理池，经过沉淀的污水通过污水泵泵入生化处理

池；

[0015] 步骤三：泵入生化处理池的污水依次流经配水板上的第一配水槽、第二配水槽和

第三配水槽，并由配水孔落下；

[0016] 步骤四：由配水孔落下的污水首先经过臭氧消毒筒消毒处理，然后进入海绵铁填

料中，通过喷头将菌液箱中的微生物菌液喷洒在海绵铁填料中，并将曝气器产生的气体通

过曝气管上的曝气头通入海绵铁填料中，旋转桨叶在气流的作用下旋转，经过海绵铁填料

处理的污水从清水口排出。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

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置，设备结构紧凑、运行维护成本低，污水处理效率高；本发明通

过对污水经过过滤、沉淀和填料处理，大大降低了污水中的有害杂质的含量，达到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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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污水在经过海绵铁填料处理之前，通过抽样气体对污水进行杀菌处理，提高了后续海

绵铁填料处理污水的效果，延长了装置的运行周期，通过设置污泥热解装置对污泥腔中沉

淀的污泥进行热解处理，有利于沉淀污泥的回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无需设置反冲洗设备

和专门污泥处理构筑物，基建成本和运行成本低，克服了普通曝气生物滤池长时间运行后

因水头损失造成去除率下降的问题，具有较大的市场前景和推广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污水初滤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的污水初滤组件的俯视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的沉淀收集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的配水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的曝气管与曝气头的连接示意图；

[0024] 其中，1-预处理池、10-污水泵、11-进水口、2-生化处理池、3-底板、4-污水初滤组

件、40-集水桶、41-过滤筒、42-锥形筒、420-滤孔、5-沉淀组件、51-收集桶、52-沉淀收集盒、

520-空心管、521-导水口、522-通孔、523-污泥腔、524-斜板、53-动力电机、6-配水板、60-配

水槽、600-第一配水槽、601-第二配水槽、602-第三配水槽、603-匀水口、61-配水孔、7-海绵

铁填料、70-固定架、80-曝气组件、800-曝气器、801-曝气管、802-曝气头、803-旋转桨叶、

81-臭氧消毒组件、810-臭氧发生器、811-臭氧消毒筒、82-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0-菌液

箱、821-喷头、83-清水口、9-污泥热解装置、90-污泥泵、91-排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如图1、2、3所示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

置，包括预处理池1和生化处理池2，预处理池1和生化处理池2均固定设置在底板3上，预处

理池1的下端和生化处理池2的上端通过导管连接，连接处设置有污水泵10，预处理池1上端

设置有进水口11，预处理池1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污水初滤组件4和沉淀组件5，初滤组

件4包括集水桶40和过滤筒41，集水筒40活动卡接在预处理池1内部，过滤筒41固定设置在

集水筒40下端,且过滤筒41下端开口，过滤筒41上端设置有锥形筒42，锥形筒42上均匀设置

有多个滤孔420，沉淀组件5用于对初滤组件4过滤后的污水进行沉淀处理，沉淀组件5采用

洛阳千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QYL型斜管沉淀池；

[0026] 如图1、2、5、6所示，生化处理池2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料

7，生化处理池2上设置有曝气组件80、臭氧消毒组件81、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和清水口

83，配水板6为倒锥形结构，配水板6上端设置有配水槽60，配水槽60上设置有配水孔61，海

绵铁填料7通过固定架70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曝气组件80包括曝气器800和曝气管

801，曝气管801设置在海绵铁填料7内部下端，曝气管801上设置有曝气头802，曝气头802内

部上端活动设置有旋转桨叶803；通过旋转桨叶803对污水形成扰动，增加污水中污染物在

海绵铁填料7上的附着量，曝气器800与曝气管801连接；臭氧消毒组件81包括臭氧发生器

810和臭氧消毒筒811，臭氧消毒筒811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

料7之间，臭氧消毒筒811内侧均匀设置有多个消毒孔，臭氧发生器810与臭氧消毒筒811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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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过设置臭氧消毒筒811，使得臭氧气体均匀的扩散到生化处理池2中，提高臭氧消毒效

果，提高气液传递效率；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包括菌液箱820和喷头821，喷头821设置在

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海绵铁填料7上端，菌液箱820与喷头821连接，清水口83与生化处

理池2下部导通，动力电机53、曝气器800均由外部电源供电。

[0027] 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方法，包括：

[0028] 步骤一：外界污水通过进水口11进入预处理池1中，首先在锥形筒42的作用下将污

水中的大颗粒杂质拦截在集水桶40中，初滤后的污水依次通过滤孔420、过滤筒41进入沉淀

组件中5；

[0029] 步骤二：经过初滤后的污水进入QYL型斜管沉淀池池中进行沉淀，沉淀处理后的污

水通过污水泵10泵入生化处理池2；

[0030] 步骤三：泵入生化处理池2的污水依次流经配水板6上的第一配水槽600、第二配水

槽602和第三配水槽603，并由配水孔61落下；

[0031] 步骤四：由配水孔61落下的污水首先经过臭氧消毒筒811消毒处理，然后进入海绵

铁填料7中，通过喷头821将菌液箱820中的微生物菌液喷洒在海绵铁填料7中，并将曝气器

800产生的气体通过曝气管801上的曝气头802通入海绵铁填料7中，旋转桨叶803在气流的

作用下旋转，经过海绵铁填料7处理的污水从清水口83排出。

[0032] 实施例2：如图1、2、3、4所示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

置，包括预处理池1和生化处理池2，预处理池1和生化处理池2均固定设置在底板3上，预处

理池1的下端和生化处理池2的上端通过导管连接，连接处设置有污水泵10，预处理池1上端

设置有进水口11，预处理池1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污水初滤组件4和沉淀组件5，初滤组

件4包括集水桶40和过滤筒41，集水筒40活动卡接在预处理池1内部，过滤筒41固定设置在

集水筒40下端,且过滤筒41下端开口，过滤筒41上端设置有锥形筒42，锥形筒42上均匀设置

有多个滤孔420，沉淀组件5包括收集桶51、沉淀收集盒52和动力电机53，收集桶51活动卡接

在预处理池1内部，沉淀收集盒52通过转轴活动设置在收集桶51底部，沉淀收集盒52上端竖

直设置有空心管520，沉淀收集盒52上设置有导水口521和通孔522，沉淀收集盒52内部底端

设置有污泥腔523，空心管520与污泥腔523导通；动力电机53的旋转方向与导水口521的开

口方向一致，通过动力电机53带动沉淀收集盒52旋转，污水在沉淀收集盒52的搅动作用下

从导水口521进入沉淀收集盒52内部，污水中的杂质被沉淀收集盒52的内壁拦截后落入污

泥腔523中进行收集，杂质被拦截后的污水通过通孔522排到收集桶中，提高了污水中杂质

的收集效果；导水口521设置有两个，两个导水口521设置在沉淀收集盒52上相背的两侧，且

两个导水口521在同一水平面上相互错开，两个导水口521上均设置有向上倾斜的斜板524，

通孔522设置在收集盒52上，且位于导水口521相对的一侧，通过设置两个导水口521，提高

了污水的中杂质的拦截效率，提高了污水净化效果；

[0033] 如图1、2、5、6所示，生化处理池2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料

7，生化处理池2上设置有曝气组件80、臭氧消毒组件81、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和清水口

83，配水板6为倒锥形结构，配水板6上端设置有配水槽60，配水槽60上设置有配水孔61，海

绵铁填料7通过固定架70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曝气组件80包括曝气器800和曝气管

801，曝气管801设置在海绵铁填料7内部下端，曝气管801上设置有曝气头802，曝气头802内

部上端活动设置有旋转桨叶803；通过旋转桨叶803对污水形成扰动，增加污水中污染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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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铁填料7上的附着量，曝气器800与曝气管801连接；臭氧消毒组件81包括臭氧发生器

810和臭氧消毒筒811，臭氧消毒筒811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

料7之间，臭氧消毒筒811内侧均匀设置有多个消毒孔，臭氧发生器810与臭氧消毒筒811连

接；通过设置臭氧消毒筒811，使得臭氧气体均匀的扩散到生化处理池2中，提高臭氧消毒效

果，提高气液传递效率；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包括菌液箱820和喷头821，喷头821设置在

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海绵铁填料7上端，菌液箱820与喷头821连接，清水口83与生化处

理池2下部导通，动力电机53、曝气器800均由外部电源供电。

[0034] 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方法，包括：

[0035] 步骤一：外界污水通过进水口11进入预处理池1中，首先在锥形筒42的作用下将污

水中的大颗粒杂质拦截在集水桶40中，初滤后的污水依次通过滤孔420、过滤筒41进入沉淀

组件中5；

[0036] 步骤二：经过初滤后的污水首先进入收集桶51中，通过动力电机53带动沉淀收集

盒52旋转，污水从导水口521进入沉淀收集盒52，污水中细小杂质被沉淀收集盒52拦截后沉

积在污泥腔523中，通过空心管520将污泥腔523中的沉淀排出预处理池1，经过沉淀的污水

通过污水泵10泵入生化处理池2；

[0037] 步骤三：泵入生化处理池2的污水依次流经配水板6上的第一配水槽600、第二配水

槽602和第三配水槽603，并由配水孔61落下；

[0038] 步骤四：由配水孔61落下的污水首先经过臭氧消毒筒811消毒处理，然后进入海绵

铁填料7中，通过喷头821将菌液箱820中的微生物菌液喷洒在海绵铁填料7中，并将曝气器

800产生的气体通过曝气管801上的曝气头802通入海绵铁填料7中，旋转桨叶803在气流的

作用下旋转，经过海绵铁填料7处理的污水从清水口83排出。

[0039] 实施例3：如图1、2、3所示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

置，包括预处理池1和生化处理池2，预处理池1和生化处理池2均固定设置在底板3上，预处

理池1的下端和生化处理池2的上端通过导管连接，连接处设置有污水泵10，预处理池1上端

设置有进水口11，预处理池1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污水初滤组件4和沉淀组件5，初滤组

件4包括集水桶40和过滤筒41，集水筒40活动卡接在预处理池1内部，过滤筒41固定设置在

集水筒40下端,且过滤筒41下端开口，过滤筒41上端设置有锥形筒42，锥形筒42上均匀设置

有多个滤孔420，沉淀组件5用于对初滤组件4过滤后的污水进行沉淀处理，沉淀组件5采用

洛阳千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QYL型斜管沉淀池；

[0040] 如图1、2、5、6所示，生化处理池2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料

7，生化处理池2上设置有曝气组件80、臭氧消毒组件81、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和清水口

83，配水板6为倒锥形结构，配水板6上端设置有配水槽60，配水槽60上设置有配水孔61，海

绵铁填料7通过固定架70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曝气组件80包括曝气器800和曝气管

801，曝气管801设置在海绵铁填料7内部下端，曝气管801上设置有曝气头802，曝气头802内

部上端活动设置有旋转桨叶803；通过旋转桨叶803对污水形成扰动，增加污水中污染物在

海绵铁填料7上的附着量，曝气器800与曝气管801连接；臭氧消毒组件81包括臭氧发生器

810和臭氧消毒筒811，臭氧消毒筒811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

料7之间，臭氧消毒筒811内侧均匀设置有多个消毒孔，臭氧发生器810与臭氧消毒筒811连

接；通过设置臭氧消毒筒811，使得臭氧气体均匀的扩散到生化处理池2中，提高臭氧消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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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提高气液传递效率；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包括菌液箱820和喷头821，喷头821设置在

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海绵铁填料7上端，菌液箱820与喷头821连接，清水口83与生化处

理池2下部导通，动力电机53、曝气器800均由外部电源供电。

[0041] 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方法，包括：

[0042] 步骤一：外界污水通过进水口11进入预处理池1中，首先在锥形筒42的作用下将污

水中的大颗粒杂质拦截在集水桶40中，初滤后的污水依次通过滤孔420、过滤筒41进入沉淀

组件中5；

[0043] 步骤二：经过初滤后的污水进入QYL型斜管沉淀池池中进行沉淀，沉淀处理后的污

水通过污水泵10泵入生化处理池2；

[0044] 步骤三：泵入生化处理池2的污水依次流经配水板6上的第一配水槽600、第二配水

槽602和第三配水槽603，并由配水孔61落下；

[0045] 步骤四：由配水孔61落下的污水首先经过臭氧消毒筒811消毒处理，然后进入海绵

铁填料7中，通过喷头821将菌液箱820中的微生物菌液喷洒在海绵铁填料7中，并将曝气器

800产生的气体通过曝气管801上的曝气头802通入海绵铁填料7中，旋转桨叶803在气流的

作用下旋转，经过海绵铁填料7处理的污水从清水口83排出。

[0046] 实施例4：如图1、2、3、4所示的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装

置，包括预处理池1和生化处理池2，预处理池1和生化处理池2均固定设置在底板3上，预处

理池1的下端和生化处理池2的上端通过导管连接，连接处设置有污水泵10，预处理池1上端

设置有进水口11，预处理池1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污水初滤组件4和沉淀组件5，初滤组

件4包括集水桶40和过滤筒41，集水筒40活动卡接在预处理池1内部，过滤筒41固定设置在

集水筒40下端,且过滤筒41下端开口，过滤筒41上端设置有锥形筒42，锥形筒42上均匀设置

有多个滤孔420，沉淀组件5包括收集桶51、沉淀收集盒52和动力电机53，收集桶51活动卡接

在预处理池1内部，沉淀收集盒52通过转轴活动设置在收集桶51底部，沉淀收集盒52上端竖

直设置有空心管520，沉淀收集盒52上设置有导水口521和通孔522，沉淀收集盒52内部底端

设置有污泥腔523，空心管520与污泥腔523导通；动力电机53的旋转方向与导水口521的开

口方向一致，通过动力电机53带动沉淀收集盒52旋转，污水在沉淀收集盒52的搅动作用下

从导水口521进入沉淀收集盒52内部，污水中的杂质被沉淀收集盒52的内壁拦截后落入污

泥腔523中进行收集，杂质被拦截后的污水通过通孔522排到收集桶中，提高了污水中杂质

的收集效果；导水口521设置有两个，两个导水口521设置在沉淀收集盒52上相背的两侧，且

两个导水口521在同一水平面上相互错开，两个导水口521上均设置有向上倾斜的斜板524，

通孔522设置在收集盒52上，且位于导水口521相对的一侧，通过设置两个导水口521，提高

了污水的中杂质的拦截效率，提高了污水净化效果；预处理池1上设置有污泥热解装置9，污

泥热解装置9与沉淀收集盒52连接，连接处设置有污泥泵90，污泥热解装置9上设置有排泥

口91，通过污泥热解装置9对污泥腔523中沉积的污泥进行热解处理，有利于沉淀污泥的回

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0047] 如图1、2、5、6所示，生化处理池2内部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料

7，生化处理池2上设置有曝气组件80、臭氧消毒组件81、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和清水口

83，配水板6为倒锥形结构，配水板6上端设置有配水槽60，配水槽60上设置有配水孔61，海

绵铁填料7通过固定架70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曝气组件80包括曝气器800和曝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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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曝气管801设置在海绵铁填料7内部下端，曝气管801上设置有曝气头802，曝气头802内

部上端活动设置有旋转桨叶803；通过旋转桨叶803对污水形成扰动，增加污水中污染物在

海绵铁填料7上的附着量，曝气器800与曝气管801连接；臭氧消毒组件81包括臭氧发生器

810和臭氧消毒筒811，臭氧消毒筒811设置在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配水板6和海绵铁填

料7之间，臭氧消毒筒811内侧均匀设置有多个消毒孔，臭氧发生器810与臭氧消毒筒811连

接；通过设置臭氧消毒筒811，使得臭氧气体均匀的扩散到生化处理池2中，提高臭氧消毒效

果，提高气液传递效率；微生物菌液投放组件82包括菌液箱820和喷头821，喷头821设置在

生化处理池2内部，且位于海绵铁填料7上端，菌液箱820与喷头821连接，清水口83与生化处

理池2下部导通，动力电机53、曝气器800均由外部电源供电。

[0048] 一种基于微生物活化海绵铁填料的污水深度处理方法，包括：

[0049] 步骤一：外界污水通过进水口11进入预处理池1中，首先在锥形筒42的作用下将污

水中的大颗粒杂质拦截在集水桶40中，初滤后的污水依次通过滤孔420、过滤筒41进入沉淀

组件中5；

[0050] 步骤二：经过初滤后的污水首先进入收集桶51中，通过动力电机53带动沉淀收集

盒52旋转，污水从导水口521进入沉淀收集盒52，污水中细小杂质被沉淀收集盒52拦截后沉

积在污泥腔523中，通过空心管520将污泥腔523中的沉淀排出预处理池1，经过沉淀的污水

通过污水泵10泵入生化处理池2；

[0051] 步骤三：泵入生化处理池2的污水依次流经配水板6上的第一配水槽600、第二配水

槽602和第三配水槽603，并由配水孔61落下；

[0052] 步骤四：由配水孔61落下的污水首先经过臭氧消毒筒811消毒处理，然后进入海绵

铁填料7中，通过喷头821将菌液箱820中的微生物菌液喷洒在海绵铁填料7中，并将曝气器

800产生的气体通过曝气管801上的曝气头802通入海绵铁填料7中，旋转桨叶803在气流的

作用下旋转，经过海绵铁填料7处理的污水从清水口83排出。

[0053] 应用例：应用本装置对我国北方某城市生活污水进行深度处理，设计进水量为

3200t/d，经过检测，进水水质各项指标为COD为480mg/L，BOD为198mg/L，SS为290mg/L，TN为

65mg/L，TP为8mg/L；处理时间为24小时，经过处理后，出水水质各项指标为，COD为40mg/L，

BOD为1920mg/L，SS为1710mg/L，TN≤16mg/L，TP为3mg/L；出水水质达到污水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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