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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包

括通过连接管顺次连通的缓冲沉渣室、三级厌氧

发酵室和多级折流式过滤室，所述三级厌氧发酵

室通过第一隔墙分隔为多个顺次连通的子发酵

室，多级折流式过滤室通过第二隔墙分给多个顺

次连通的子滤室，相邻两个子滤室之间设置有孔

洞，子滤室通过翻水墙分隔为折流过滤区和重力

沉淀区，折流过滤区和重力沉淀区连通，折流过

滤区通过过滤板分隔为位于下方的污泥沉淀区

和位于上方的清水区，子滤室与前一个子滤室之

间的孔洞位于该子滤室的污泥沉淀区，子滤室与

后一个子滤室之间的孔洞位于该子滤室的重力

沉淀区。本发明中发酵处理后的水在多级折流式

过滤室内进行折叠过滤，改善了处理后的水的水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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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包括顺次连通的缓冲沉渣室（1）、三级厌氧发酵

室（2）和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2）通过第一隔墙（21）分隔为多个顺

次连通的子发酵室，多个子发酵室构成折形的发酵通道，相邻两个子发酵室之间的第一隔

墙（21）上设置有过水孔，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2）内设置有用于菌种附着生长的软填料

（23）；

所述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通过第二隔墙（31）分给多个顺次连通的子滤室，多个子滤

室构成折形过滤通道，第一个子滤室的侧壁上设置有过滤进水口，最后一个子滤室的侧壁

上设置有过滤出水口，相邻两个子滤室之间设置有孔洞，所述子滤室通过翻水墙（32）分隔

为折流过滤区（34）和重力沉淀区（35），所述折流过滤区（34）和重力沉淀区（35）连通，所述

折流过滤区（34）通过过滤板（33）分隔为位于下方的污泥沉淀区和位于上方的清水区，所述

子滤室与前一个子滤室之间的孔洞位于该子滤室的污泥沉淀区，所述子滤室与后一个子滤

室之间的孔洞位于该子滤室的重力沉淀区（3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2）

内设置有用于固定所述软填料（23）的扣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级折流式过滤室

（3）的盖板上设置有孔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翻水墙（32）的顶部与

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的盖板之间有间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翻水墙（32）的高度小

于过滤出水口的高度，且过滤出水口的高度低于过滤进水口的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子发酵室上的两个过

水孔错位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板（33）水平或倾

斜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板（33）为聚氨酯

类泡沫板或棕床类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

还包括输气管（4），所述输气管（4）的一端位于三级厌氧发酵室（2）内，所述输气管（4）的另

一端接用气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2）

上还设置有一个或多个检查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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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

背景技术

[0002] 生活污水指居民生活过程中所排放的粪便污水、厨房污水、洗浴污水等。城市生活

污水排放已是中国城市水的主要污染源，生活污水处理是当前和今后城市节水和城市水环

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处理生活污水设施的建设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

重要内容来抓，而且是急不可待的事情。

[0003] 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而生成的一种混合气体。

人们经常看到，在沼泽地、污水沟或粪池里，有气泡冒出来，如果我们划着火柴，可把它点

燃，这就是自然界天然发生的沼气。由于这种气体最先是在沼泽中发现的，所以称为沼气。

人畜粪便、秸秆、污水等各种有机物在密闭的沼气池内，在厌氧（没有氧气）条件下发酵，被

种类繁多的沼气发酵微生物分解转化，从而产生沼气。

[0004] 沼气是多种气体的混合物，其特性与天然气相似。沼气除直接燃烧用于炊事、烘干

农副产品、供暖、照明和气焊等外，还可作内燃机的燃料以及生产甲醇、福尔马林、四氯化碳

等化工原料。经沼气装置发酵后排出的料液和沉渣，含有较丰富的营养物质，可用作肥料和

饲料。

[0005] 随着科技的发展，污水的直接利用已成为可能。现在出现了利用污水产生沼气的

沼气池，但是现有的这种沼气池虽然产生了沼气，但是对污水的处理不够，导致排出的水不

符合要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发酵后

的水在多级折流式过滤室内折叠过滤，改善过滤效果。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包括顺次连

通的缓冲沉渣室、三级厌氧发酵室和多级折流式过滤室，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通过第一隔

墙分隔为多个顺次连通的子发酵室，多个子发酵室构成折形的发酵通道，相邻两个子发酵

室之间的第一隔墙上设置有过水孔，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内设置有用于菌种附着生长的软

填料；

所述多级折流式过滤室通过第二隔墙分给多个顺次连通的子滤室，多个子滤室构成折

形过滤通道，第一个子滤室的侧壁上设置有过滤进水口，最后一个子滤室的侧壁上设置有

过滤出水口，相邻两个子滤室之间设置有孔洞，所述子滤室通过翻水墙分隔为折流过滤区

和重力沉淀区，所述折流过滤区和重力沉淀区连通，所述折流过滤区通过过滤板分隔为位

于下方的污泥沉淀区和位于上方的清水区，所述子滤室与前一个子滤室之间的孔洞位于该

子滤室的污泥沉淀区，所述子滤室与后一个子滤室之间的孔洞位于该子滤室的重力沉淀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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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内设置有用于固定所述软填料的扣件。

[0009] 优选的，所述多级折流式过滤室的盖板上设置有孔隙。

[0010] 优选的，所述翻水墙的顶部与多级折流式过滤室的盖板之间有间隙。

[0011] 优选的，所述翻水墙的高度小于过滤出水口的高度，且过滤出水口的高度低于过

滤进水口的高度。

[0012] 优选的，所述子发酵室上的两个过水孔错位设置。

[0013] 优选的，所述过滤板水平或倾斜设置。

[0014] 优选的，所述过滤板为聚氨酯类泡沫板或棕床类板。

[0015] 优选的，所述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还包括输气管，所述输气管的一端位于三级厌

氧发酵室内，所述输气管的另一端接用气装置。

[0016] 优选的，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上还设置有一个或多个检查井。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中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具有如下的优点：投资省；可设置在建筑物之间的

绿化下面，不影响绿化，基本不占地；不耗能，运行管理简便易实施，产生的污泥量很小，污

泥清掏周期可达3-4年，运行费用很低；可解决环境卫生问题，防止传染疾病的流行和发生；

可回收部分能源，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2）本发明中先后对污水进行沉淀、发酵和过滤处理，大幅度地改善了污水处理后的出

水水质；

（3）三级厌氧发酵室内设置用于菌种附着生长的软填料，改善了发酵菌种在三级厌氧

发酵室内的生长环境，从而增加了）三级厌氧发酵室内发酵菌种的数量，使得发酵更加充

分；同时设置扣接来固定软填料，可以防止软填料随水流流走；

（4）多个子发酵室构成折形发酵通道，延长了污水的水流路径，增加了污水与发酵菌种

的接触时间，使得发酵更充分，对污水的处理也更彻底；

（5）在子滤室中，污水首先在折流过滤区过滤掉悬浮颗粒物，然后在重力沉淀区沉淀，

提高了对污水的过滤效果；

（6）通过设置翻水墙，使污水与空气的接触更充分，改善了去除氨氮和硫化氢的效果；

（7）多级折流式过滤室的盖板上设置有孔隙，可维持多级折流式过滤室的兼氧环境，可

在兼养微生物的作用下进一步降解消化污水中的悬浮物，通过第二隔墙使多级折流式过滤

室形成折流通道，延长了污水在多级折流式过滤室中的停留时间，使得兼氧发酵更充分。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A-A剖面的示意图；

图3为图1中B-B剖面的示意图；

图4为图1中C-C剖面的示意图；

图5为图1中D-D剖面的示意图；

图6为图1中E-E剖面的示意图；

图中，1—缓冲沉渣室，2—三级厌氧发酵室，21—第一隔墙，22—检查井，23—软填料，

3—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1—第二隔墙，32—翻水墙，33—过滤板，34—折流过滤区，35—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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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沉淀区，4—输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20] 参阅图1-6，本发明提供一种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

如图1所示，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包括顺次连通的缓冲沉渣室1、三级厌氧发酵室2和

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对污水依次进行沉渣、发酵和过滤处理，改善了处理后的水质。

[0021] 如图2所示，所述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还包括输气管4，所述输气管4的一端位于三

级厌氧发酵室2内，所述输气管4的另一端接用气装置，输气管4用于将三级厌氧发酵室2内

产生的沼气排出，所述输气管4上可以设置气阀，用于控制排气速度。

[0022] 优选的，所述缓冲沉渣室1可以只包括一个子沉渣室，也可以包括多个顺次连通的

子沉渣室，缓冲沉渣室1对污水进行沉渣处理，去除污水中的固体颗粒，将其中的砂石等无

机物沉积池底，便于定期清掏，而可降解有机物进入三级厌氧发酵室2。

[0023] 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2通过第一隔墙21分隔为多个顺次连通的子发酵室，多个子

发酵室构成折形的发酵通道，延长了污水在三级厌氧发酵室2内的水流路径，进而增加了污

水与发酵菌种的接触时间，使得对污水中悬浮物的发酵更充分，改善了从三级厌氧发酵室2

排出的水的水质。第一个子滤室的侧壁上设置有与缓冲沉渣室1连通的发酵进水口，最后一

个子滤室的侧壁上设置有与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连通的发酵出水口；相邻子发酵室之间的

第一隔墙21上设置有过水孔，子发酵室的两个过水孔错位设置，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污水在

三级厌氧发酵室2内的停留时间。

[0024]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2内设置有用于菌种附着生长的软填料23，

所述软填料23如A1-E1、A2-E2等，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2内设置有用于固定所述软填料23的

扣件；发酵菌种可以附着在软填料23上生长，能够有效增加三级厌氧发酵室2内发酵菌种的

数量，提高了三级厌氧发酵室2对污水中悬浮物的发酵程度；扣件则可以防止软填料23随污

水流走或晃动导致厌氧菌脱落的情况。

[0025] 在三级厌氧发酵室2中，通过第一隔墙21和过水孔形成中下过水反应装置，由于采

用了中下层过水反应装置、先进的水流分布技术及高性能软填料23等工艺，使厌氧微生物

充分富集和减少流失，保证了厌氧微生物自身代谢环境条件。

[0026] 所述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通过第二隔墙31分给多个顺次连通的子滤室，第一个子

滤室的侧壁上设置有与三级厌氧发酵室2连通的过滤进水口，最后一个子滤室的侧壁上设

置有过滤出水口，相邻两个子滤室之间设置有孔洞。如图5和图6所示，所述子滤室通过翻水

墙32分隔为折流过滤区34和重力沉淀区35，所述翻水墙32的高度小于过滤出水口的高度，

且过滤出水口的高度低于过滤进水口的高度。

[0027] 所述折流过滤区34和重力沉淀区35连通，所述折流过滤区34通过过滤板33分隔为

位于下方的污泥沉淀区和位于上方的清水区，污水由下往上折流过滤，过滤板33用于截留

悬浮物。所述过滤板33为聚氨酯类泡沫板或棕床类板，所述过滤板33水平设置或倾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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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子滤室与前一个子滤室之间的孔洞位于该子滤室的污泥沉淀区，所述子滤室与后一个

子滤室之间的孔洞位于该子滤室的重力沉淀区35，所述孔洞优选设置在第二隔墙31的底

部，重力沉淀区35使由过滤板33过滤的污水再次通过重力作用沉淀污泥，且污水由底部孔

洞进入下一级子滤室。所述折流过滤区34和重力沉淀区35连通可以有多种，例如，所述翻水

墙32的顶部与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的盖板之间有间隙，或者在翻水墙32的上部设置通孔（该

通孔需位于过滤板33的上方）。

[0028]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为：污水首先进入缓冲沉渣室1进行沉淀处理，通过沉淀的方

式去除污水中的固体颗粒，将其中的砂石等无机物沉积池底，便于定期清掏，而可降解有机

物进入三级厌氧发酵室2。在三级厌氧发酵室2中在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有机物经液化、酸

化、甲烷化三阶段后降解为以水和甲烷（CH4、CO2）等为主要产物的简单物质；由于三级厌氧

发酵室2中采用了中下层过水反应装置、先进的水流分布技术以及高性能软性填料等工艺，

使厌氧微生物充分富集、并减少其流失，保证了厌氧微生物自身代谢环境条件，使沼气池出

水水质进一步提高。三级厌氧发酵室2中产生的沼气通过输气管4排出，污水经发酵处理后

进入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污水流经每个子滤室时，首先进入子滤室的污泥沉淀区，然后污

水由污泥沉淀区经过滤板33进入清水区，污水中较大的悬浮物被过滤板33拦截，留在污泥

沉淀区，污水由清水区通过翻水墙32进入重力沉淀区35，在重力的作用下再次进行沉淀，然

后进入下一个子滤室，以此类推，最终从最后一个子滤室的出水口排出，实现了多级折叠式

过滤。

[0029] 优选的，所述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的盖板上设置有孔隙，使得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

可维持兼氧环境，兼养微生物可在多级折流式过滤室3中存活并对污水中的悬浮物进行进

一步的降解消化，改善了出水水质。多个子滤室构成折形过滤通道，延长了污水在多级折流

式过滤室3中的停留时间，使得兼氧发酵更充分。同时，由于在每个子滤室中污水会进行翻

转，污水与空气充分接触，使得兼氧发酵更充分，改善了出水水质。

[0030] 优选的，所述三级厌氧发酵室2上还设置有一个或多个检查井4，用户可以通过检

查井4及时了解三级厌氧发酵室2内的情况。

[003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理解本发明并非局限于本文所披露的

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和环境，并能够在本

文所述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改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

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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