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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

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及曝气生物滤池系统，该

装置包括阻挡滤料管道、若干个虹吸管、废水渠

和废水排放管，废水排放管设于废水渠底部，阻

挡滤料管道设于废水排放管上且自废水渠的底

部向上突出，废水排放管与阻挡滤料管道相通；

虹吸管穿过阻挡滤料管道，虹吸管的一端设于废

水渠内，另一端设于废水排放管内。本实用新型

的装置中阻挡滤料管道设于废水排放管上且自

废水渠的底部向上突出，废水排放管与阻挡滤料

管道相通，滤料相对较重，没有气和水的冲刷后

难以超越阻挡滤料管道，且该装置包括若干个虹

吸管，液位低于虹吸管顶时会自然形成虹吸，废

水通过虹吸管排出，滤料被截留，实现对反冲洗

跑出的滤料的截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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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阻挡滤料管道

(1)、若干个虹吸管(2)、废水渠(3)和废水排放管(4)，所述废水排放管(4)设于所述废水渠

(3)底部，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设于所述废水排放管(4)上且自废水渠(3)的底部向上突

出，所述废水排放管(4)与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相通；所述虹吸管(2)穿过所述阻挡滤料管

道(1)，虹吸管的一端设于废水渠内，另一端设于废水排放管(4)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阻挡滤料管道(1)一端设于废水渠(3)底部，另一端低于废水渠(3)中废水液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阻挡滤料管道(1)的内径不小于废水排放管(4)的内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阻挡滤料管道(1)的内径等于废水排放管(4)的内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设于

废水渠内的虹吸管端接近于废水渠的底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虹吸管为两个或三个以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废水渠(3)为敞开式水渠或可开盖式水渠。

8.一种曝气生物滤池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曝气生物滤池和如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

所述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所述曝气生物滤池与所述减少曝气生

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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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及曝气生物

滤池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

料流失 的装置及曝气生物滤池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曝气生物滤池简称BAF，具有停留时间短、负荷高、占地面积小等优点。其填料表面

积 大，可附着大量微生物，广泛用于污水处理厂脱氮和去除COD等有机物。

[0003] BAF主要由配水系统、配气系统、滤板、承托层、填料、出水系统等组成。BAF中填料 

堆积密实，附着的微生物可高效去除污水中的污染物，但也将填料间的空隙阻塞，影响污水 

过滤效率。BAF阻塞到一定程度后即需进行反冲洗，去除老化的生物膜，恢复过滤能力。对 

于采用重质滤料的BAF，反冲洗时滤料流失一直是困扰运行的难题。

[0004] BAF反冲洗时，需经历气洗、气水合洗、水洗等阶段，其中气水合洗阶段因冲洗强度

较  大，滤料会程悬浮状态，部分滤池会跑出滤池，随废水一起进入废水渠，进而进入废水

池， 沉积在池底，严重影响系统运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鉴于以上所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减少曝气生物滤

池反冲  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及曝气生物滤池系统，所述装置包括阻挡滤料管道、若干个虹

吸管、废  水渠和废水排放管，废水排放管设于废水渠底部，阻挡滤料管道设于废水排放管

上且自废水  渠的底部向上突出，所述废水排放管与所述阻挡滤料管道相通；虹吸管穿过阻

挡滤料管道，  虹吸管的一端设于废水渠内，另一端设于废水排放管内。本实用新型的装置

中阻挡滤料管道  设于废水排放管上且自废水渠的底部向上突出，所述废水排放管与所述

阻挡滤料管道相通，  滤料相对较重，没有气和水的冲刷后难以超越阻挡滤料管道，且该装

置包括若干个虹吸管，  液位低于虹吸管顶时会自然形成虹吸，废水通过虹吸管排出，滤料

被截留，实现对反冲洗跑 出的滤料的截留功能。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及其他相关目的，本实用新型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减少曝气生物滤

池反冲  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包括阻挡滤料管道、若干个虹吸管、废水渠和废水排放管，所

述废水  排放管设于所述废水渠底部，所述阻挡滤料管道设于所述废水排放管上且自废水

渠的底部向  上突出，所述废水排放管与所述阻挡滤料管道相通；所述虹吸管穿过所述阻挡

滤料管道，虹 吸管的一端设于废水渠内，另一端设于废水排放管内。

[0007] 优选地，所述阻挡滤料管道一端设于废水渠底部，另一端与废水渠中废水液位低

于废水  渠中废水液位。

[0008] 优选地，所述阻挡滤料管道的内径不小于废水排放管的内径。

[0009] 优选地，所述阻挡滤料管道的内径等于废水排放管的内径。

[0010] 优选地，设于废水渠内的虹吸管端接近于废水渠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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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地，所述虹吸管为两个或三个以上。

[0012] 优选地，所述废水渠为敞开式水渠或可开盖式水渠。

[0013] 本实用新型第二方面提供一种曝气生物滤池系统，包括曝气生物滤池和上述任一

项所述 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所述曝气生物滤池与所述减少曝

气生物滤池 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连通。

[0014] 如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及曝

气生物  滤池系统，所述装置包括阻挡滤料管道、若干个虹吸管、废水渠和废水排放管，废水

排放管  设于废水渠底部，阻挡滤料管道设于废水排放管上且自废水渠的底部向上突出，所

述废水排  放管与所述阻挡滤料管道相通；虹吸管穿过阻挡滤料管道，虹吸管的一端设于废

水渠内，另  一端设于废水排放管内，滤料相对较重，没有气和水的冲刷后难以超越阻挡滤

料管道，且该  装置包括若干个虹吸管，液位低于虹吸管顶时会自然形成虹吸，从而废水渠

中废水排出，而 滤料被截留，从而达到对反冲洗跑出的滤料的截留功能。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的侧视图

一。

[0016] 图2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的俯视图。

[0017] 图3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的侧视图

二。

[0018] 附图标记：

[0019] 1                 阻挡滤料管道

[0020] 2                 虹吸管

[0021] 3                  废水渠

[0022] 4                  废水排放管

[0023] 5                  截留的滤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

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25] 请参阅图1至图3。须知，本说明书所附图式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 

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

可  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

的调  整，在不影响本实用新型所能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实用新

型所揭  示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内。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

“右”、 “中间”及“一”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可实施

的范围，  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实用新型可实

施的范畴。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包括阻挡滤

料管  道1、若干个虹吸管2、废水渠3和废水排放管4，所述废水排放管4设于所述废水渠3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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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设于所述废水排放管4上且自废水渠3的底部向上突出，所述废水

排放  管4与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相通；所述虹吸管2穿过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虹吸管的一端

设  于废水渠内，另一端设于废水排放管4内。

[0027] 所述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能够截留大部分滤料。

[0028]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一端设于废水渠3底部，另一端低于

废水  渠3中废水液位。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出来的废水主要靠阻挡滤料管道1和废水排放

管4排 放。

[0029]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的内径不小于废水排放管4的内径，

如图  1所示为阻挡滤料管道1的内径等于废水排放管4的内径，如图3所示为阻挡滤料管道1

的 内径大于废水排放管4的内径。

[003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的内径等于废水排放管4的内径。

[0031]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设于废水渠内的虹吸管端接近于废水渠的底部。

[0032]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虹吸管为两个或三个以上。

[0033]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废水渠3为敞开式水渠或可开盖式水渠。

[0034] 一种曝气生物滤池系统，包括曝气生物滤池和上述任一项所述的减少曝气生物滤

池反冲  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所述曝气生物滤池与所述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

流失的装置  连通。其中，曝气生物滤池的出水口与减少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

装置连通。

[0035] 曝气生物滤池BAF进行反冲洗时，若有滤料被冲出，则先进入本实用新型的减少曝

气  生物滤池反冲洗时滤料流失的装置，包括阻挡滤料管道1、若干个虹吸管2、废水渠3和废

水  排放管4，所述废水排放管4设于所述废水渠3底部，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设于所述废水排 

放管4上且自废水渠3的底部向上突出，所述废水排放管4与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相通；所  述

虹吸管2穿过所述阻挡滤料管道1，虹吸管的一端设于废水渠内，另一端设于废水排放管4 

内，液位高于阻挡滤料管道1高度的废水通过阻挡滤料管道1和废水排放管4流出，滤料相 

对较重，没有气和水的冲刷后难以超越阻挡滤料管道1，故而被截留在废水渠中(截留的滤 

料5)，液位低于阻挡滤料管道1的废水由若干个虹吸管2排出，由于液面高度差会自然形  成

虹吸，无需任何抽气装置。废水渠为敞开式水渠或可开盖式水渠，定期清理沉积的滤料即 

可。

[0036]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实用新

型。任何  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

修饰或改  变。因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所揭示的精

神与技术思  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08829357 U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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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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