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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

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公开一

种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包

括顺次连接的化粪池、隔油池和污水处理一体化

设备，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包括内设改性碳纤维

填料实现污水生物处理的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

还包括对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输出的污水进行

净化的生物过滤装置。为污水设计可靠除污路

线，污水正式进行除污前设计化粪池预处理，至

第三级化粪池粪液已腐熟，经隔油池去除污水中

油类物质和部分细分散油，此后污水进入微生物

生化分解装置正式开启净化过程；通过在微生物

生化分解装置内设改性碳纤维填料，将污水中各

种生物激活，使之固定附着在改性碳纤维填料上

形成固定的高效生物膜系统，去除污水颜色、气

味等，同时降解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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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顺次连接的化粪

池、隔油池和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包括内设改性碳纤维填料实现污

水生物处理的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还包括对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输出的污水进行净化的

生物过滤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化粪

池包括三级处理池，第一级处理池用于初步厌氧发酵分解，第二级处理池用于深度厌氧发

酵分解，第三级处理池用于储存污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污水

处理一体化设备还包括与隔油池相连的污水初步分离装置，污水初步分离装置输出的污水

流入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污水初步分离装置包括用于分离出污水中废渣的滤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污水

初步分离装置还包括调节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微生

物生化分解装置包括顺次连接的多级分解腔对污水进行连续净化处理，改性碳纤维填料设

置在各分解腔内，多级分解腔在一至五级中取值。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改性

碳纤维填料包括网格架、海绵层和位于网格架与海绵层之间的改性碳纤维束，污水经网格

架进入改性碳纤维填料，网格架、改性碳纤维束和海绵层三者组成污水的生化分解单元。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

分解腔顶部设有活动检查井。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生物

过滤装置内设生物混合填料模块。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生物

过滤装置包括多级顺次连接的净化腔对污水进行净化，生物混合填料模块位于各净化腔

内，多级净化腔在二至十级中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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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

处理一体化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农村大部分住户卫生间为水冲厕，卫生间污水、厨房污水、洗衣污水等一般都是不

经任何处理即直排进入村落水塘、小溪或河流中，使得这些水域水体富营养化、污染严重，

小溪或河流的下游居民直接在溪沟里洗衣、洗菜，极不卫生。此外，夏季气温升高，被污染的

水体易发黑、发臭，造成空气污染，严重影响居民人居环境和身体健康。

[0003]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不少地方已经在着手进行水处理改造，普遍用到的方法是

二级处理活性污泥法，其工艺相对成熟、运行稳定、处理效果好,但传统的活性污泥不仅基

建投资大,运行费用高,且主要以去除碳源污染物为目的,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去除则微

乎其微,经处理后的出水排入水体后仍将引起“富营养化”等环境问题。三级处理虽可解决

上述问题,但因投资和运行费用昂贵而难以在农村推广应用。

[0004] 另外还有湿地法和采用一体化处理设备处理法，其中，湿地优点有：投资少，运行

费用低，维护简单，效果较好，其能实现分时达标排放，但受温度影响严重，且人工湿地处理

系统需要较大面积的土地作为载体，投资建设费用高，且湿地水力负荷一般较低，达到同等

处理效果的条件下，其占地面积要比潜流大的多，并且易受季节影响（冬季会结冰，夏季有

恶臭，蚊蝇滋生），净化能力有限，管护不力则会产生恶臭气体，水污染转化为气污染，无法

完全达到处理污水、改善和保护环境的目的。而一体化处理设备进行处理时，只要把污水收

集起来，经一体化处理设备处理后，达标排放没有问题。但是，一体化设备处理必须同时具

备几个条件：一是需要污水收集管网系统，建污水收集管网需要相当部分投资；二是运维需

要电能，用电必然需要支付电费；三是需要专人管护，需要支付报酬。从建设到后续维护均

耗资不菲，即使集资建好了该一体化处理设备后，后续可能因无力承担高温运营维护成本

而形同虚设，长此以往也根本达不到处理污水、改善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0005] 此外，农村地广人稀，无法建立一种大型污水处理设备进行集中处理，因此亟需寻

求一种简单实用、建设成本低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解决上述农村污水处理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基于碳纤维的无

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其采用低成本投入即可实现污水从产生到最终排放至外界的彻

底净化，避免对人居环境造成污染，全程无需动力驱使，降低了运维成本，占地面积小，安装

便捷。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包括顺次连接的化粪池、隔油池

和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包括内设改性碳纤维填料实现污水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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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还包括对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输出的污水进行净化的生物过滤装

置。

[0009] 进一步地，化粪池包括三级处理池，第一级处理池用于初步厌氧发酵分解，第二级

处理池用于深度厌氧发酵分解，第三级处理池用于储存污水。

[0010] 更进一步地，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还包括与隔油池相连的污水初步分离装置，污

水初步分离装置输出的污水流入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污水初步分离装置包括用于分离出

污水中废渣的滤网。

[0011] 再进一步地，污水初步分离装置还包括调节池。

[0012] 进一步地，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包括顺次连接的多级分解腔对污水进行连续净化

处理，改性碳纤维填料设置在各分解腔内，多级分解腔在一至五级中取值。

[0013] 更进一步地，改性碳纤维填料包括网格架、海绵层和位于网格架与海绵层之间的

改性碳纤维束，污水经网格架进入改性碳纤维填料，网格架、改性碳纤维束和海绵层三者组

成污水的生化分解单元。

[0014] 更进一步地，分解腔顶部设有活动检查井。

[0015] 进一步地，生物过滤装置内设生物混合填料模块。

[0016] 更进一步地，生物过滤装置包括多级顺次连接的净化腔对污水进行净化，生物混

合填料模块位于各净化腔内，多级净化腔在二至十级中取值。

[0017] 进一步地，化粪池、隔油池、污水初步分离装置、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和生物过滤

装置五者从始端到末端的高度设置比降不低于3%。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为污水设计了一条可靠的除污路线，污水在正式进行除污前设计了化粪池这一

预处理机构，且化粪池为三级，至第三级化粪池处理时其中包含的粪液已腐熟，再经隔油池

去除污水中可浮性油类物质和部分细分散油，此后污水即进入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正式开

启净化过程；通过在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内设置改性碳纤维填料，将污水中各种生物激活，

使之固定附着在改性碳纤维填料上形成固定的高效生物膜系统，有效去除污水的颜色、气

味等及污水中有机物、金属离子、固体颗粒等，其生化活性法具有高吸脱附能力，处理效果

好，能起到良好的污水净化效果，同时去除和降解物质，污水经最终水质处理后即可安全排

放作为灌溉水或其他用水，节约淡水资源；此外，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同时还可显著降低污

泥产量，理论上几乎可以实现零污泥排放，节约传统污水处理设备中污泥处理的费用，显著

改善农村居民生态环境；

[0020] 2）生物过滤装置内设的生物混合填料模块是选用pH值稳定的土壤、砂颗粒陶粒和

椰子壳、竹炭等混合形成，利用极低成本的物质投入即可实现水质的自身修复、净化，降低

污水中SS、COD、BOD、氨、氮、等微量元素；生物过滤装置各净化腔顶部设的植物种植模块进

一步完善了本申请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生态净化效应，即通过植物吸收来快速且彻底地

达到生态净化功效；

[0021] 3）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和生物过滤装置为砖体建筑物或优质PPR塑料制品或优质

PE材质或玻璃钢材质组合，防渗效果好，可防止污水在处理过程中对地下水产生污染；微生

物生化分解装置和生物过滤装置的分解腔、净化腔整体结合为多级设置，可对污水彻底除

污，确保最终排放水质；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213570007 U

4



[0022] 4）利用农村地形优势，将一体化设备各分机构作高低布置，使污水自行下流，无需

水泵等动力器件的投入，无动力运维，无需大规模管网建设，可根据农村复杂地形，进行分

散式污水处理，占地面积小，后期易维护、运维成本低。

[0023] 5）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内置多个设置有改性碳纤维填料的微生物生化分

解装置和生物过滤装置对污水进行处理，通过改性碳纤维对污水的浸润性，使附着的微生

物形成生物膜，通过特定的生化反应提高对污水中杂质离子的吸附作用，达到污水净化的

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实施例1所述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简要结构示意

图；

[0025] 图2为实施例1中改性碳纤维填料的简要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实施例1所述的改性碳纤维填料在分解腔内的布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其中，附图仅用于示例性

说明，表示的仅是示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实

用新型的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本领

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0028] 实施例1

[0029] 提供一种如图1所示的适于农村的基于碳纤维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包

括顺次连接的化粪池1、隔油池2和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3，单家独户生活污水或多户生活污

水通过管道收集，进入化粪池1，污水中的粪便在化粪池1中发酵分解，经化粪池阻隔寄生虫

卵、杀菌杀卵、熟化处理后，即进入隔油池2分离去除污水中可浮性油类物质，随后通过管道

进入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3。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3包括内设改性碳纤维填料311以实现污

水生物处理的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31、还包括对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31输出的污水进行净

化的生物过滤装置32，经净化的污水最后进入清水池4排放，可直接排入沟渠、农田或再利

用。

[0030] 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31包括顺次连接的多级分解腔312对污水进行连续净化处

理，改性碳纤维填料分布在各分解腔内，如图2所示，改性碳纤维填料包括网格架3111、海绵

层3112和位于网格架与海绵层之间的改性碳纤维束3113，污水经网格架进入改性碳纤维填

料，网格架、改性碳纤维束和海绵层三者组成污水的生化分解单元311，生化分解单元整体

呈“三明治”结构。

[0031] 本实施例的改性碳纤维填料利用现成的网格架3111作为改性碳纤维束3113的设

置架，改性碳纤维束即固定缠绕在网格架上，网格架的网孔密集均布，网孔可供改性碳纤维

束的碳纤维束通过，使得缠绕在网格架上的改性碳纤维束虽然位于网格架与海绵层之间，

但也会有伸出在网格架的另一表面的部分，使改性碳纤维束与网格架的结合更紧密，从而

使改性碳纤维填料更好地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

[0032] 设置网格架3111可有效拦截污水中大颗粒杂质，防止杂质与网格架后面的改性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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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束3113缠绕而干扰填料的生化分解效果。在改性碳纤维束后设置的海绵层3112作为改

性碳纤维填料的后盾，在污水发生较大水流冲击时，可以防止改性碳纤维束被污水无限冲

开，改性碳纤维束可能随着污水的过流冲击附着在海绵层上，始终确保过流污水与改性碳

纤维束接触实现有效净化，此外海绵层3112还具有去污吸附效果，可对污水进行二次净化。

[0033] 网格架3111与海绵层3112之间还可设置间距供改性碳纤维束随污水过流摆动，减

少改性碳纤维束彼此之间的缠绕情况，使之可以散的更开，犹如仿生态水草在水中摇曳，更

好的发挥在污水中的净化作用，提高挂膜率。

[0034] 如图3所示，分解腔312内一般设置多个生化分解单元311且多个生化分解单元在

净化腔内平行布置。为对过流污水进行全面净化去污，优选将改性碳纤维束覆盖网格架整

个表面，且网格架垂直于分解腔中轴线布置，分解腔两侧内壁在网格架设置位置处具有供

网格架边沿嵌入的凹槽（未示出），各网格架两侧边沿则均与分解腔内壁上的凹槽相接。一

般来说，生化分解单元是从分解腔顶部放入的，即网格架从凹槽的顶部嵌入，随着生化分解

单元沿分解腔高度逐步下移，网格架边沿最终全部嵌入凹槽内。此时多个生化分解单元相

互平行且横亘分解腔横截面设置，相当于分解腔内形成了多道去污屏障，凡是进入分解腔

内的污水均会经由改性碳纤维填料进行多次吸附过滤，实现污水的全面彻底净化。

[0035] 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31利用改性碳纤维比表面积大（大于1000m2/g）的特点，其形

态似水草在水中摆动下不会变松动或过分密实，可以将污水中的各种生物激活固定附着在

改性碳纤维填料上形成固定的高效生物膜系统，该生物膜包含好氧菌、厌氧菌和大量的原

生物，这些微生物产生各种生物酶和生物絮粘剂，在兼氧条件下吸附截留、络合沉降、消化

降解等生物化学的途径去除污染物。生物膜上的微生物以污水里的有机污染物为能量来

源，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作用降解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生物膜上的生物相对稳定增长，使

污水中的溶解氧浓度提高，增强了微生物、有机物和溶解氧三者之间的转换，同时能有效去

除污水的颜色、气味等并降解物质。得益于改性碳纤维填料311的吸咐及过滤作用，从微生

物生化分解装置31出来的水体水质优质稳定，分离效果远好于传统沉淀池，最终经水质处

理后出水极其清澈，悬浮物和浊度接近于零。

[0036] 多级分解腔在一至五级中取值，每一级即为一个处理池。分解腔为砖体建筑物或

优质PPR塑料箱体或优质PE材质或玻璃钢材质，分解腔顶部设有活动检查井316，以便及时

对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进行查看、维护。

[0037] 具体地，化粪池1包括三级处理池，第一级处理池11用于初步厌氧发酵分解，第二

级处理池12用于深度厌氧发酵分解，第三级处理池13用于储存污水。新鲜粪便和其他生活

污水首先通过管道进入化粪池的第一级处理池11开始厌氧发酵分解，阻隔沉淀寄生虫卵，

因比重不同粪液可自然分为三层，上层为糊状粪皮，下层为块状或颗状粪渣，中层为比较澄

清的粪液。在上层粪皮和下层粪渣中含细菌和寄生虫卵最多，中层含虫卵最少，初步发酵的

中层粪液经过粪管溢流至第二级处理池12，而大部分未经充分发酵的粪皮和粪渣则继续留

在第一级处理池11内继续发酵。流入第二级处理池12的粪液进一步深度厌氧发酵分解，游

离氨浓度上升，杀菌杀卵，虫卵继续下沉，病原体逐渐死亡，粪液得到进一步无害化，产生的

粪皮和粪渣厚度比第一级处理池显著减少。流入第三级处理池13的粪液一般已经腐熟，其

中病菌和寄生虫卵已基本杀灭，第三级处理池13功能主要起储存已基本无害化的粪液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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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污水经过上述三级沉淀预处理后进入隔油池2，利用油滴与水的密度差产生上浮

作用分离去除污水中可浮性油类物质和部分细分散油，分离出的污水流入污水处理一体化

设备，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3还包括与隔油池2相连的污水初步分离装置33，污水初步分离

装置输出的污水流入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污水初步分离装置33包括用于分离出污水中废

渣的滤网331，滤网将污水中的垃圾、废渣等分离在整个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前端，使固

体物不进入后续的处理系统中，避免系统堵塞；污水初步分离装置还包括调节池332，污水

在调节池332充分混合，使污水均匀稳定，有利后续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31和生物过滤装置

32处理，保证出水水质达标。

[0039] 生物过滤装置32包括多级顺次连接的净化腔321对污水进行净化，每个净化腔内

具有连通的第一净化腔3211和第二净化腔3212，第一净化腔内放置活性炭，第二净化腔内

放置生物混合填料，从微生物强化分解装置中流出的污水流经第一净化腔后进入第二净化

腔，多级净化腔在二至十级中取值。净化腔也为砖体建筑物或优质PPR塑料箱体或优质PE材

质或玻璃钢材质，净化腔顶部设置植物种植模块322，出土墙外涂涂料或围栏花栏。

[0040] 其中，生物混合填料模块322是选用pH值稳定的土壤、砂颗粒陶粒和椰子壳、竹炭

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按一定比例、大小及结合水质的情况放入生物过滤装置，水质在其内完

成自身修复、净化，从而降低污水、水中SS、COD、BOD、氨、氮、等微量元素，再通过净化腔顶部

植物种植模块中的植物吸收达到生态净化功效，植物种植模块还可达到美观、经济、适用的

效果。另外，在净化腔顶部种植的植物不用施肥，否则可能会营养过剩。

[0041] 本实施例选取对单户污水进行处理，一般可为四级处理，其中微生物生化分解装

置31一级处理，生物过滤装置32三级处理，即分解腔为一级，净化腔为三级，当然，也可以根

据污水量来合理选择处理级数和生物混合填料模块中生物填料的用量，处理级数和生物填

料选用多了是浪费，选少了则可能达不到处理效果。

[0042] 为降低本实施例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建设成本投入，可摒弃传统的水泵

抽送污水的方式，转而选择将化粪池1、隔油池2、污水初步分离装置、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

31和生物过滤装置32五者从始端到末端呈高度差设置，具体地高度设置比降不低于3%。实

施这个高度差流程需合理选用地形、合理布局管道和选用合适的箱体，使污水处于自流状

态。而在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中，通过碳纤维填料与污水的生化反应，利用其高效的生化原

理，可以实现污水顺次在各分解腔中的无动力流动。

[0043] 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3整体可为一个一体化箱体，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生物过滤

装置都位于该塑料箱体内，在地面开挖基坑，待基坑挖好后，将一体化箱体直接埋入基坑

中，布好进出水管路即可，不需要修筑混凝土盛水构筑物。一体化箱体采用厚度为1cm的PPR

板经过热熔焊接而成，可具有较高的抗压性、高密闭性，不会发生渗漏，抗震性强。对于不易

于埋一体化箱体的特殊地势、地形，只浇筑混凝土墙体或砖砌体对一体化箱体做好防护即

可，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2。

[0044] 一体化箱体地基为实土，铺设20cm细沙作为一体化设备的垫层，非实土或泥地应

做好基础技术处理，再铺设20cm细沙作为一体化设备的垫层基础。

[0045] 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是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来处理污水中的污染物质，本

技术是在兼氧条件下运行，其新陈代榭分为两大类，即好氧降解和厌氧降解。好氧处理是在

曝气的作用下利用好氧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活动去除污水中的污染物；厌氧处理是在隔绝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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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情况下利用厌氧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去除污水中的污染物。

[0046] 微生物在污水生物处理中主要有三个作用：

[0047] ①去除溶解性有机物（以COD或BOD5表示）（将其转化成CO2和H2O），去除其它溶解性

无机营养元素如N（最终转化为N2气）、P（转化为富含磷的剩余污泥从水中分离出来）等；

[0048] ②絮凝沉淀和降解胶体状固体物（某些难降解颗粒或胶体状有机物，可以通过微

生物产生的胞外多聚物等具有絮凝效果的物质发生沉淀，与剩余污泥一同被排出系统；或

通过吸附较长期地滞留在系统内而被缓慢降解）；

[0049] ③稳定有机物（某些有毒有害难降解有机物可以被微生物初步分解或部分降解，

而减轻毒性作用或得到部分稳定，或最终被完全转化为无机物而得到稳定）。

[0050] 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运用兼氧生物处理技术，还具有同步脱氮除磷的功能及去除

难降解有机物的功能，由于微生物被完全吸咐在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内，从而有利于增殖

缓慢的微生物（如硝化细菌）的截留生长，系统硝化效率得以提高；同时膜的截留作用增长

了难降解有机物在微生物生化分解装置内的水力停留时间，有利于难降解有机物降解效率

的提高。

[0051] 此外，在适合的有机负荷比条件下，本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可实现有机污泥基本

零排放，相对于常规技术来说可降低70%左右的污泥量，有效降低污泥处理费用，污泥减量

机理为：有机负荷比是影响污泥增长的重要因素。低有机负荷比将使微生物处于高度内源

呼吸相，进入水体中的有机基质在微生物的新陈代榭作用下一部分被内源呼吸而代谢为

CO2、H2O等无机物，另一部分被合成为新细胞（新陈代谢）。同时，在低有机负荷比条件下，超

量细胞作为营养基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不断被分解代谢，直至超量细胞最后全部被代谢为

CO2、H2O等无机物，形成有机负荷比的动态平衡。

[0052] 本实施例的无动力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能维持高浓度的微生物量，微生物生化分

解装置、生物过滤装置容积负荷高，占地面积大大节省；工艺流程简单、结构紧凑、占地面积

省，不受设置场所限制，适合于任何场合，可做成地面式、半地下式和地下式。无动力污水处

理一体化设备还实现了水力停留时间与污泥停留时间的完全分离，运行控制更加灵活稳

定，是一种容易实现污水处理装备化的新设备，具有无动力、易维护、运维低成本、达标排

放、占地少、无需大规模管网建设的诸多优点，经测算，其比传统的污水处理方式投资减少

40%～50%。

[0053]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作的举例，而并

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

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

举。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213570007 U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9

CN 213570007 U

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0

CN 213570007 U

10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1

CN 213570007 U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