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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

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结构是在地下设置多

个污水处置单元；通过输水管道系统将农村生活

污水收集至污水处置单元内进行循环和强化处

理，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用作农业灌溉用水或者补

充地下水或者直接排放进入河道；所述的污水处

置单元包括：预处理池，循环池以及零价铁生物

滤池三部分，各处理单元构筑物相互独立，彼此

间通过管道进行连通。优点：低维护，低能耗，抗

水质水量冲击，污水处理效率高；仅通过一台泵

耦合了集约和生态两种技术路线的各自优势，自

如的应对农村地区复杂的排水情况，保证了出水

水质的稳定；同时节省地表土地资源，简单适用，

运行管理方便，造价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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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特征在于：在地下设置多个

污水处置单元；通过输水管道系统将农村生活污水收集至污水处置单元内进行循环和强化

处理，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用作农业灌溉用水或者补充地下水或者直接排放进入河道；所述

的污水处置单元包括：预处理池，循环池以及零价铁生物滤池三部分，三部分依次相接；各

个污水处置单元构筑物相互独立，彼此间通过管道进行连通；所述的零价铁生物滤池分为

普通生物滤池和内置零价铁强化反应池两部分；所述的循环池内置一台循环溶气泵，进行

污水循环和富氧；循环池靠近零价铁生物滤池的侧壁设置污泥收集槽和排泥管；

所述的零价铁生物滤池外形为近圆形，最外层为墙体，中间是普通生物滤池，内圈为零

价铁强化反应池，进出水方式为“周进中出”，污水顺次通过普通生物滤池和零价铁强化反

应池，并且在零价铁生物滤池的底部中心设置回流管道，回流管道的另一端与循环池中的

污泥收集槽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普通生物滤池上层为工作层，工作层的填料为当地易于获取的碎石、卵石、炉渣

或者焦炭中的一种，粒径为25～40mm，厚度为1.5~1.8m；下层为承托层，粒径为70~100mm的

坚硬的碎石或者卵石，厚度为0.2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零价铁强化反应池内装填数量不等的可移动式零价铁反应箱；零价铁反应箱为

圆柱形，以φ15的钢筋作为其支撑骨架，其直径等于零价铁强化反应池的内径，高度为约

30cm；零价铁反应箱设置为可开启式，并且在上表面中心处设置圆环挂钩，便于检查更换；

零价铁反应箱上层铺设沸石；零价铁强化反应池的侧壁经过防渗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零价铁反应箱内填料由海绵铁、铁刨花和废铁屑三种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组合而

成，同时按照一定比例外加木屑或者秸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特征

在于处理污水包括如下步骤：

1）预处理池：农村生活污水由管网收集排入预处理池，去除原污水中的能够堵塞滤料

的悬浮污染物，并使水质均化；

2）循环池：内置一台循环溶气泵，进行污水循环和富氧，仅通过一台泵耦合了集约和生

态两种技术路线的各自优势，自如的应对农村地区复杂的排水情况，保证了出水水质的稳

定；同时溶气泵自带富氧功能，为普通生物滤池提供好氧条件；在循环池近零价铁生物滤池

的侧壁设置污泥收集槽，用于接受零价铁生物滤池的回流污水以及老化脱落的生物膜，并

进行脱落生物膜的富集浓缩；在循环池的侧壁靠收集槽的底部设置排泥管，排出浓缩后的

污泥；

3）零价铁生物滤池：循环池的污水通过溶气泵输送至普通生物滤池的上部，通过布水

器均匀向滤料表面撒布污水，普通生物滤池填料表面附着大量微生物，形成生物膜系统，对

污水中的污染物起到生物降解的作用；由于进入普通生物滤池的是富氧污水，滤料上层附

着的主要为好氧微生物，而在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过程中需要消耗水中的溶解氧，从上至

下污水中溶解氧逐渐减少，形成了下层的缺氧区；经过普通生物滤池处理后的污水通过承

托层进入中间的厌氧零价铁反应区；好氧-缺氧-厌氧的条件，利于总氮的去除，厌氧区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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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铁和微生物形成零价铁/微生物耦合系统，强化了NO3-的去除，同时生成的Fe3+/Fe2+有着

良好的絮凝性能，强化了厌氧释放出来的磷的去除；在零价铁反应区的上层布设沸石层，吸

附出水中的微污染物，保障了出水水质；在零价铁生物滤池的底部设有回流管，用于回流污

水和脱落的生物膜，回流管设置在零价铁反应区之前以保证进入厌氧零价铁反应区NO3-的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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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可直接应用

到农村生活污水或者村镇小型生活污水处理，同时也可用于农村面源污染物的降解和水质

净化。属于环保污水处理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农村污水由于地区分散，人口数量较大，收集难等原因造成农村污水成为河湖水

体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也是农村面源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

和氮、磷等有机盐类，未经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进入自然水体，不仅影响了作物产

量，而且对生态环境和河湖水质带来严重危害。因此，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十分迫切，并且

意义重大。

[0003] 生活污水的处理模式包括集中处理与分散式处理模式；集中处理技术和工艺已经

非常成熟，以城镇污水处理厂为主，其日常运行都可以达到较为稳定的处理效能；而农村一

般处于偏远地区，污水收集管网难以覆盖，因此，农村污水一般采用分散式处理模式；国外

对于农村生活污水采用的主流技术包括：生物接触氧化法，SBR活性污泥法以及膜生物反应

器等；这些工艺，技术要求较高，工艺控制难度大，运行成本较高，不适于我国农村污水的处

理模式；目前，我国农村污水采用的技术主要包括将污水厂工艺小型化的生物处理技术、以

人工湿地为核心的生态处理技术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耦合处理技术。同样，这些工艺也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污水处理厂工艺小型化单位能耗较高，农村地区缺少技术人员；人工湿地占

地面积大，处理效果不稳定；并且我国农村水量水质变化大，高峰排水会短时间内对处理设

施造成水量水质的冲击。另外，我国农村生活污水中氮、磷浓度相对较高，一般的处理工艺

对总氮的去除效果不佳。如公开号为CN104098223B公开了一种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及方法，将“生物”与“生态”相耦合，集生态浮岛和人工湿地等技术之优势，创造性的提出

了生态浮岛—人工湿地技术组合新工艺，充分利用水生植物的修复作用，无需占地、成本低

廉且处理效果好，将污水有控制地投配到填料经常处于饱和状态填料中，污水沿一定方向

流动的过程中，在填料的物理、化学协同作用下，污水中有机物通过过滤、吸附、吸收作用，

促进兼性微生物分解来实现对污水的高效净化。但由于缺少碳源的供给和厌氧环境的营

造，该系统反硝化能力较弱，并且出水效果不稳定。就目前来看，投入实际应用的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系统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0004] 本发明总结我国已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中的不足，充分考虑我国农村污水处

理的需求和特点，创新性的提出了低维护，低能耗，抗水质水量冲击，并且出水效果稳定的

耦合集约与水质强化处理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出的是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目的旨在

克服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中存在的不足，具有低维护，低能耗，抗水质水量冲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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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效率高，出水水质稳定，同时简单适用，运行管理方便，造价低廉等特点，并可广泛应

用于农村生活污水集约与强化处理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

[0006]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

特征在于：在地下设置多个污水处置单元；通过输水管道系统将农村生活污水收集至污水

处置单元内进行循环和强化处理，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用作农业灌溉用水或者补充地下水或

者直接排放进入河道；所述的污水处置单元包括：预处理池，循环池以及零价铁生物滤池三

部分，三部分依次相接；多个污水处置单元构筑物相互独立，彼此间通过管道进行连通；所

述的零价铁生物滤池分为普通生物滤池和内置零价铁强化反应池两部分。

[0007] 本发明的优点：

[0008] （1）仅通过一台泵耦合了集约和生态两种技术路线的各自优势，自如的应对农村

地区复杂的排水情况，保证了出水水质的稳定；

[0009] （2）构建形成不同深度的好氧-缺氧-厌氧条件，利于总氮的去除，在厌氧区零价铁

反应箱内，可以外加利用水稻秸秆或者木屑作为固体碳源，增强异养反硝化性能的微生物

生长，最终形成零价铁/微生物耦合系统，强化了NO3-的去除，同时生成的Fe3+/Fe2+有着良好

的絮凝性能，强化了厌氧释放出来的磷的去除；

[0010] （3）零价铁反应箱上方设置沸石层，保障了出水水质，也为下层创造厌氧环境，延

长了零价铁的使用寿命；

[0011] （4）整个循环生物滤池低维护，低能耗，抗水质水量冲击，污水处理效率高；

[0012] （5）处理构筑物埋于地下，节省地面资源，在处置单元顶部铺设植生砖，营造良好

的生态环境；

[0013] （6）零价铁反应箱容易检查更换，便于管理与维护；

[0014] （7）整个工程材料价格低廉、易于获取且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0015] （8）整个工程构造简单、施工方便、功能稳定、造价低廉、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 是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示意图。

[0017] 附图2 是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平面示意图。

[0018] 附图3 是零价铁反应箱示意图。

[0019] 图中的1是输水管道、2是预处理池、3是10～40mm中格栅、4是循环池、5是污泥收集

槽、6是循环溶气泵、7是排泥管、8是排泥泵、9是零价铁生物滤池、10是布水区、11是生物填

料（碎石，卵石、炉渣或者焦炭中的一种）、12是卵石承托层、13是回流管道、14是零价铁反应

箱、15是沸石填料、16是溢流板、17是排水管道、18是φ15的钢筋骨架、19是钢丝网面、20是

零价铁填料（由海绵铁、铁刨花和废铁屑三种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组合而成）、21是木屑（秸

秆）、22是圆环挂钩。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结构是在地下设置多个污

水处置单元；通过输水管道系统将农村生活污水收集至污水处置单元内进行循环和强化处

理，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用作农业灌溉用水或者补充地下水或者直接排放进入河道；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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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置单元包括：预处理池，循环池以及零价铁生物滤池三部分，各处理单元构筑物相互

独立，彼此间通过管道进行连通；所述的零价铁生物滤池分为普通生物滤池和内置零价铁

强化反应池两部分。

[0021] 所述多个污水处置单元是通过全埋式或者半埋式在地下设置。

[0022] 所述预处理池主要去除原污水中的悬浮物等能够堵塞滤料的污染物，并使水质均

化；预处理池内置中格栅，拦截较大的生活垃圾和杂质。

[0023] 所述循环池内置一台循环溶气泵，进行污水循环和富氧；仅通过一台泵耦合了集

约和生态两种技术路线的各自优势，自如的应对农村地区复杂的排水情况，保证了出水水

质的稳定；同时溶气泵自带富氧功能，为普通生物滤池提供了好氧条件；在循环池内靠近零

价铁生物滤池的侧壁设置污泥收集槽和排泥管；污泥收集槽主要用于富集和浓缩经回流管

排出的脱落以及老化的生物膜，同时上层的清液回流进入循环池；在循环池的侧壁靠近收

集槽的底部设置排泥管，通过排泥泵排出浓缩后的污泥。

[0024] 所述零价铁生物滤池，外形为近圆形，圆形的设计可以消除“死角”；最外层的墙体

经过防渗处理；中间是普通生物滤料池，内层是零价铁反应池；零价铁生物滤池的进出水方

式为“周进中出”，污水通过输水管道进入布水区，经过布水器均匀喷洒分别进入普通生物

填料池和零价铁强化反应池；普通生物滤料池的构建为：上层设置工作层，工作层的填料可

为当地易于获取的碎石、卵石、炉渣或者焦炭中的一种，粒径为25～40mm，工作层的厚度为

1.5~1.8m；下层设置承托层，粒径为70~100mm质地坚硬的卵石，承托层的厚度为0.2m。普通

生物滤料池中填料表面附着生长了大量微生物，形成生物膜系统，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起到

生物降解的作用；并且由于溶解氧在污染物的生物降解过程中不断被消耗，从上至下逐渐

形成好氧区和缺氧区。内圈为零价铁强化反应池，底部也为0.2m厚度的承托层；承托层的底

部中心设置回流管道，回流管道的另一端与循环池相连，将回流的污水和脱落的生物膜排

入到污泥收集槽内，另外，回流管设置零价铁反应区之前的好处在于可以保证进入厌氧零

价铁反应区NO3-的浓度；承托层上部依次装填数量不等的可移动式零价铁反应箱，零价铁反

应箱为圆柱形，以φ15的钢筋作为支撑骨架，其直径等于零价铁强化反应池的内径，高度约

为30cm，零价铁反应箱设置为可开启式，并且在上表面中心的位置设置圆环挂钩，以便检查

更换；零价铁反应箱内填料由海绵铁、铁刨花和废铁屑三种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组合而成，同

时外加10%体积的木屑或者秸秆。零价铁反应箱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区，其对污水中的污染物

起到强化去除的作用，特别是氮、磷；零价铁反应箱处于整个生物滤池的厌氧区，外加碳源，

有利于反硝化微生物的生长，在零价铁反应箱内微生物附着在铁质载体上形成了零价铁/

微生物耦合系统，强化了NO3-的去除，同时生成的Fe3+/Fe2+有着良好的絮凝性能，强化了厌

氧释放出来的磷的去除；零价铁反应箱上层铺设沸石吸附出水中的微污染物，保障了出水

水质，同时也为下层的零价铁反应箱创造了厌氧环境；零价铁反应池的出水采用溢流的形

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

[0026] 如附图1，附图2和附图3所示，在农村分散用户污水产生处铺设输水管道1用以收

集农村生活污水；采用全埋或者半埋式在地下依次挖设预处理池2，循环池4和零价铁生物

滤池9；预处理池2内部设置10～40mm的中格栅3；预处理池3的一侧通过输水管道1与循环池

4连通；在循环池4内靠近零价铁生物滤池9的侧壁设置污泥收集槽5和排泥管7；污泥收集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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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内浓缩后的污泥通过排泥泵8排出；循环池内置一台循环溶气泵6（自带富氧功能），通过输

水管道将循环池内的污水提升至零价铁生物滤池9；零价铁生物滤池9分为最外层的墙体，

中间层的普通生物滤料池和内层的零价铁反应池，普通生物滤料池和零价铁反应池之间是

经过防渗处理的墙体；输水管道的污水经过布水区10均匀撒布至中间层的普通生物滤料池

的生物填料11表面；填料层11的设计高度约为1.5～1.8m，填料粒径为25～40mm，所选填料

（碎石，卵石、炉渣或者焦炭中的一种）质地应均匀一致，并且就地取材，便与加工和运输；填

料层11下方铺设0.2m的卵石承托层12，卵石承托层12的填料粒径介于70～100mm；承托层12

的底部中心设置回流管道13，回流管道的另一端与循环池4中的污泥收集槽5相连；内层的

零价铁反应池的构建是通过装填5～6个高度约为0.3m的零价铁反应箱14，零价铁反应箱14

为圆柱形，以φ15的钢筋作为支撑骨架18，以钢丝网面19作为外表面，钢丝网面的孔径略小

于铁质填料的粒径；零价铁反应箱的圆面直径等于零价铁反应池的内径，零价铁反应箱14

内填料由零价铁填料20（海绵铁、铁刨花和废铁屑三种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组合而成）和外加

10%体积的木屑（秸秆）21组成；零价铁反应箱设置为可开启式，并且在上表面中心的位置设

置圆环挂钩22，便于提携和检查更换；零价铁反应箱14的上层铺设0.3m的沸石填料15，零价

铁反应池的出水口设置溢流板16；溢流出水通过排水管道17进行回收利用或者直接排放。

在构筑物的上方可以种植花草和树木，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0027] 一种强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循环零价铁生物滤池，其处理污水的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28] 1）预处理池：农村散户排放的生活污水通过输水管道1进行收集并排入预处理池

2，预处理池2内部设置10～40mm的中格栅3，用以拦截较大的生活垃圾和杂质；同时污水在

预处理池内进行短暂停留，主要去除原污水中的悬浮物等能够堵塞滤料的污染物，并使水

质均化；

[0029] 2）循环池：经预处理池2均化后的污水，经过输水管道1进入循环池4；循环池4内置

一台循环溶气泵6，进行污水循环和富氧，仅通过一台泵耦合了集约和生态两种技术路线的

各自优势，自如的应对农村地区复杂的排水情况，保证了出水水质的稳定；同时溶气泵6自

带富氧功能，为普通生物滤池提供好氧条件。在循环池近零价铁生物滤池9的侧壁设置污泥

收集槽5，用于接受零价铁生物滤池的回流污水以及老化脱落的生物膜；浓缩后的生物膜通

过排泥管7经由排泥泵8排出；

[0030] 3）零价铁生物滤池：循环池4的污水通过溶气泵6输送至零价铁生物滤池的上布水

区10，通过布水器均匀向生物填料11上表面撒布污水，生物滤料池填料表面附着大量微生

物，形成生物膜系统，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起到生物降解的作用；由于进入生物滤料池的是富

氧污水，滤料上层附着的主要为好氧微生物，而在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过程中需要消耗水

中的溶解氧，从上至下污水中溶解氧逐渐减少，形成了下层的缺氧区；经过生物滤池处理后

的污水通过承托层12进入中间的厌氧零价铁反应箱14；好氧-缺氧-厌氧的条件，利于总氮

的去除，厌氧区的零价铁和微生物形成零价铁/微生物耦合系统，强化了NO3-的去除，同时生

成的Fe3+/Fe2+有着良好的絮凝性能，强化了厌氧释放出来的磷的去除；在零价铁反应区的

上层布设沸石层15，吸附出水中的微污染物，保障了出水水质；在承托层12的底部中心处设

有回流管13，用于回流污水和脱落的生物膜，回流管设置零价铁反应区之前的好处在于可

以保证进入厌氧零价铁反应区NO3-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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