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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及其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

户井及其使用方法，设有一个主体井和一个备用

井，主体井内下部设有储泥池，储泥池上方设有

进水管，该进水管侧面设有一个备用出水管从上

方通入主体井旁边的备用井，在进水管内设有主

阀门，在备用出水管内设有备用阀门，在主体井

的储泥池上方井壁上，还设有连接市政排水系统

的出水管；在主体井和备用井的井口上设有防盗

井盖。在主体井内设有多功能检测器，该多功能

检测器设有：水位检测器、泥位检测器、水质检测

器、流量检测器、井盖移位缺失检测器、无线信号

远程传送器、与上述各项检测器和无线信号远程

传送器进行控制和信号连接的控制器。本发明适

用于用户排水系统的接户井，整体结构，功能多

样，自动控制，制作安装快速，是一种能适应现代

城市市政建设和管理的排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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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设有井体、井盖、进水管、出水管，其特征是：所述

井体设有一个主体井(1)和一个备用井(3)，该两个井体相连接，为一个整体结构，采用防腐

密闭抗压的玻璃钢材质；所述主体井内下部设有储泥池(9)，储泥池上方井壁上设有用户污

水进水的进水管(6)，该进水管侧面设有一个与其连通的备用出水管(5)，该备用出水管从

上方通入主体井旁边的备用井，在进水管内，备用出水管接口的外端设有主阀门(11)，在备

用出水管的管口处设有备用阀门(10)，其结构是：关闭备用阀门，打开主阀门时，用户污水

进入主体井内，关闭主阀门打开备用阀门，用户污水进入备用井；在主体井的储泥池上方井

壁上，对应进水管的位置设有连接市政排水系统的出水管(8)；有主体井和备用井的井口上

设有防盗井盖(2、4)；

所述进水管为弯管，其管口向左或向右弯曲，所述出水管也为弯管，其管口向左或向右

弯曲，其弯曲方向与进水管一致，以使进入主体井的污水呈旋流状，以便于水中污泥或其他

杂质沉淀；

在所述井体旁设有太阳能发电组件和与该组件充电连接的蓄电池；在所述井体旁还设

有风力发电组件，该组件与所述蓄电池进行充电连接；

在所述主体井和备用井的井口上设置的井盖为防盗井盖；

在所述主体井内设有多功能检测器(7)，该多功能检测器设有：水位检测器，预防井口

堵塞、泥位检测器，沉泥池满时提醒清掏、水质检测器，当用户排放水质不合格时，自动禁止

排放到市政管路、流量检测器，掌握用户排放量、井盖移位缺失检测器、无线信号远程传送

器、与上述各项检测器和无线信号远程传送器进行控制和信号连接的控制器，从各检测器

获得信息，并通过无线信号远程传送到市证管理部门设置的监控中心，并发出必要的报警

信号；在所述进水管上的主阀门和备用出水阀门设有电磁阀门，该电磁阀门由所述控制器

进行开闭控制连接；

上述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的使用方法：

1)整个接户井的主体井和备用井在工厂车间制作，整体吊装运输，按不同的用户的不

同排放量，设计不同大小的井体，备用井井体容积要不小于用户1－2天的排放量；

2)在用户的接户井设计的安装位置，开挖井坑，将接户井井体水平安装在井坑内，现场

安装进水管、出水管、备用出水管、多功能检测器，安装太阳能发电组件、风力发电组件，连

接蓄电池与控制器的电源接口，或者将控制器的电源接口直接与用户电网连接；

3)接通用户排水总管与接户井的进水管，将出水管与市政排水系统的排水管路接通；

4)打开控制器电源开关；打开市政排水管路与接户井的出水管连通的阀门，打开用户

排水管路与接户井进水管连通的阀门；

5)用户的接户井开始正常运转；

6)当控制器检测到储泥池储泥已满，控制器发出通知清泥信号，用户及时清泥；

7)当控制器检测到主体井水位超限，则发出出水管堵塞信号；

8)当控制器检测到用户排放水质不合格时，则发出报警信号，并自动关闭接户井的进

水管上的主阀门的电磁阀门，打开备用出水管上的备用阀门的电磁阀门，用户污水进入备

用井体内，并发出报警信号，启动水质处理行动；

9)当控制器检测到井盖移位或缺失时，则发出井盖待查信号；

10)接户井正常运行过程中，控制器获取的各种信息及时无线远程传送到监控中心，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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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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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污水排放技术领域，具体是大的污水排放用户的污水总出口与市

政污水管道相衔接处的接户井及其使用方法，即一种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及其使用

方法。可广泛用于各种居民区、厂矿、公司等单位的排水设施，结构完善，功能多样，管理监

控自动化，适应现代化市政建设和管理。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市政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污水的排放设施的建设，污水排放的管理和监控是

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城市的生活生产的正常进行，影响社会的

正常秩序和安全。在污水排放的管理设施中，各大单位、集中的生活生产区域都设有独立的

排水系统，该独立的排水系统与整个市政的排水大系统的衔接处，都要设置一个接户井，以

保证进入整个市政大排水系统的污水符合要求，并受市政排水监管部门的监管。长期以来，

这种接户井的设置较为简单，不便于对各排放单位排水质量、排放流量进行监管，对一些出

现的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和快速解决，往往造成用户排水不畅或造成市政排水系统的堵塞和

污染；一些违规违法的排放不能及发现处置。因此，非常需要提出一种结构完善，功能齐全，

管理监控严密的接户井，以适应现代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出一种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及其使用方

法，该装置采用排放、检测、监控功能完善的整体结构，功能多样，控制灵活，响应速度快，使

用方便，制作安装快速，是一种能适应现代城市市政建设和管理的排水设备。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设有井体、井盖、进水管、出水管，其特征是：所

述井体设有一个主体井和一个备用井，该两个井体相连接，为一个整体结构，采用防腐密闭

抗压的玻璃钢材质；所述主体井内下部设有储泥池，储泥池上方井壁上设有用户污水进水

的进水管，该进水管侧面设有一个与其连通的备用出水管，该备用出水管从上方通入主体

井旁边的备用井，在进水管内，备用出水管接口的外端设有主阀门，在备用出水管的管口处

设有备用阀门，其结构是：关闭备用阀门，打开主阀门时，用户污水进入主体井内，关闭主阀

门打开备用阀门，用户污水进入备用井；在主体井的储泥池上方井壁上，对应进水管的位置

设有连接市政排水系统的出水管；在主体井和备用井的井口上设有防盗井盖。

[0006] 本发明进一步完善和实施的补充方案是：

[0007] 所述进水管为弯管，其管口向左或向右弯曲，所述出水管也为弯管，其管口向左或

向右弯曲，其弯曲方向与进水管一致，以使进入主体井的污水呈旋流状，以便于水中污泥或

其他杂质沉淀。

[0008] 在所述主体井和备用井的井口上设防盗井盖。

[0009] 在所述主体井内设有多功能检测器，该多功能检测器设有：水位检测器，预防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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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泥位检测器，沉泥池满时提醒清掏、水质检测器，当用户排放水质不合格时，自动禁止

排放到市政管路、流量检测器，掌握用户排放量、井盖移位缺失检测器、无线信号远程传送

器、与上述各项检测器和无线信号远程传送器进行控制和信号连接的控制器，从各检测器

获得信息，并通过无线信号远程传送到市证管理部门设置的监控中心，并发出必要的报警

信号；在所述进水管上的主阀门和备用出水阀门设有电磁阀门，该电磁阀门由所述控制器

进行开闭控制连接。

[0010] 在所述井体旁设有太阳能发电组件和与该组件充电连接的蓄电池。

[0011] 在所述井体旁还设有风力发电组件，该组件与所述蓄电池进行充电连接。

[0012] 上述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的使用方法：

[0013] 1)整个接户井的主体井和备用井在工厂车间制作，整体吊装运输，按不同的用户

的不同排放量，设计不同大小的井体，备用井井体容积要不小于用户1－2天的排放量；

[0014] 2)在用户的接户井设计的安装位置，开挖井坑，将接户井井体水平安装在井坑内，

现场安装进水管、出水管、备用出水管、多功能检测器，安装太阳能发电组件、风力发电组

件，连接蓄电池与控制器的电源接口，或者将控制器的电源接口直接与用户电网连接；

[0015] 3)接通用户排水总管与接户井的进水管，将出水管与市政排水系统的排水管路接

通；

[0016] 4)打开控制器电源开关；打开市政排水管路与接户井的出水管连通的阀门，打开

用户排水管路与接户井进水管连通的阀门；

[0017] 5)用户的接户井开始正常运转；

[0018] 6)当控制器检测到储泥池储泥已满，控制器发出通知清泥信号，用户及时清泥；

[0019] 7)当控制器检测到主体井水位超限，则发出出水管堵塞信号；

[0020] 8)当控制器检测到用户排放水质不合格时，则发出报警信号，并自动关闭接户井

的进水管上的主阀门的电磁阀门，打开备用出水管上的备用阀门的电磁阀门，用户污水进

入备用井体内，并发出报警信号，启动水质处理行动；

[0021] 9)当控制器检测到井盖移位或缺失时，则发出井盖待查信号；

[0022] 10)接户井正常运行过程中，控制器获取的各种信息及时无线远程传送到监控中

心，供主管部门掌控。

[0023] 本发明的优点：

[0024] 1)整体结构，制作方便，运行安装快捷，成本低，施工快，非常容易推广；

[0025] 2)功能齐全，自动控制运行，运行维护成本低，运行效果好；

[0026] 3)监控适时，利于市政管理部门总体监管，可以大面积，全方位，多地区甚至多城

市的统一排水管理；

[0027] 4)对于一些违规违法的排放能及时发现，快速处理，大大利于环保执法，提高环保

效果。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纵截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的横截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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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4为本发明的出水管和备用出水管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实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说明：

[0033] 实施例：参见附图，一种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设有井体、井盖、进水管、出

水管，所述井体设有一个主体井1和一个备用井3，该两个井体相连接，为一个整体结构，采

用防腐密闭抗压的玻璃钢材质；所述主体井内下部设有储泥池9，储泥池上方井壁上设有用

户污水进水的进水管6，该进水管侧面设有一个与其连通的备用出水管5，该备用出水管从

上方通入主体井旁边的备用井，在进水管内，备用出水管接口的外端设有主阀门11，在备用

出水管的管口处设有备用阀门10，其结构是：关闭备用阀门，打开主阀门时，用户污水进入

主体井内，关闭主阀门打开备用阀门，用户污水进入备用井；在主体井的储泥池上方井壁

上，对应进水管的位置设有连接市政排水系统的出水管8；在主体井和备用井的井口上设有

防盗井盖2、4。

[0034] 所述进水管为弯管，其管口向左或向右弯曲，所述出水管也为弯管，其管口向左或

向右弯曲，其弯曲方向与进水管一致，以使进入主体井的污水呈旋流状，以便于水中污泥或

其他杂质沉淀。在所述主体井和备用井的井口上设防盗井盖。在所述主体井内设有多功能

检测器7，该多功能检测器设有：水位检测器，预防井口堵塞、泥位检测器，沉泥池满时提醒

清掏、水质检测器，当用户排放水质不合格时，自动禁止排放到市政管路、流量检测器，掌握

用户排放量、井盖移位缺失检测器、无线信号远程传送器、与上述各项检测器和无线信号远

程传送器进行控制和信号连接的控制器，从各检测器获得信息，并通过无线信号远程传送

到市证管理部门设置的监控中心，并发出必要的报警信号；在所述进水管上的主阀门和备

用出水阀门设有电磁阀门，该电磁阀门由所述控制器进行开闭控制连接。在所述井体旁设

有太阳能发电组件和与该组件充电连接的蓄电池。在所述井体旁还设有风力发电组件，该

组件与所述蓄电池进行充电连接。

[0035] 该自动控制多功能排水接户井的使用方法：

[0036] 1)整个接户井的主体井和备用井在工厂车间制作，整体吊装运输，按不同的用户

的不同排放量，设计不同大小的井体，本实施例的备用井井体容积为用户1天的排放量；

[0037] 2)在用户的接户井设计的安装位置，开挖井坑，将接户井井体水平安装在井坑内，

现场安装进水管、出水管、备用出水管、多功能检测器，安装太阳能发电组件、风力发电组

件，连接蓄电池与控制器的电源接口，或者将控制器的电源接口直接与用户电网连接；

[0038] 3)接通用户排水总管与接户井的进水管，将出水管与市政排水系统的排水管路接

通；

[0039] 4)打开控制器电源开关；打开市政排水管路与接户井的出水管连通的阀门，打开

用户排水管路与接户井进水管连通的阀门；

[0040] 5)用户的接户井开始正常运转；

[0041] 6)当控制器检测到储泥池储泥已满，控制器发出通知清泥信号，用户及时清泥；

[0042] 7)当控制器检测到主体井水位超限，则发出出水管堵塞信号；

[0043] 8)当控制器检测到用户排放水质不合格时，则发出报警信号，并自动关闭接户井

的进水管上的主阀门的电磁阀门，打开备用出水管上的备用阀门的电磁阀门，用户污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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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备用井体内，并发出报警信号，启动水质处理行动；

[0044] 9)当控制器检测到井盖移位或缺失时，则发出井盖待查信号；

[0045] 10)接户井正常运行过程中，控制器获取的各种信息及时无线远程传送到监控中

心，供主管部门掌控。

[0046] 本实施例试运行一个月，运行状况良好，未发生报警情况，受到用户好评。

[0047] 应当指出，在不脱离本发明基本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改变，这些

大同小异改进和改变的技术方案也应视为本专利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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