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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的一种高效

脱氮除磷氧化沟，其包括沟体，沟体包括厌氧池

和生物池，厌氧池一侧开设有进水口，进水口处

设置有第一进水闸板，生物池内设置有循环处理

装置，每一循环处理装置均包括一沟和二沟，一

沟和二沟上开设有进水孔，进水孔处设置有第二

进水闸板，一沟和二沟通过通流管连通，通流管

上设置有电磁蝶阀，一沟和二沟还开设有出水

口，出水口处设置有出水闸板，一沟和二沟均包

括第一沟槽和第二沟槽，且第一沟槽与第二沟槽

形成第一循环回路，第一沟槽和第二沟槽底部设

置有若干曝气装置。设计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

提高了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的实用性，同时，提

高了污水处理的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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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其特征在于，包括沟体(1)，所述沟体(1)包括厌氧池(2)

和生物池(3)，所述厌氧池(2)一侧开设有进水口(21)，所述进水口(21)处设置有第一进水

闸板(22)，所述生物池(3)内设置有至少两组并列分布的循环处理装置(4)，每一所述循环

处理装置(4)均包括一沟(41)和二沟(42)，所述一沟(41)和二沟(42)与厌氧池(2)连接一侧

均开设有进水孔(43)，所述进水孔(43)处设置有第二进水闸板(44)，所述一沟(41)和二沟

(42)通过通流管(45)连通，所述通流管(45)上设置有电磁蝶阀(46)，所述一沟(41)和二沟

(42)还开设有出水口(47)，所述出水口(47)处设置有出水闸板(48)，所述出水闸板(48)位

于第二进水闸板(44)对应一侧，所述一沟(41)和二沟(42)均包括第一沟槽(411)和第二沟

槽(412)，且所述第一沟槽(411)与第二沟槽(412)形成第一循环回路(7)，所述第一沟槽

(411)和第二沟槽(412)底部设置有若干曝气装置(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池(2)中设

置有隔板(24)，所述隔板(24)使厌氧池(2)形成第二循环回路(6)，所述第二循环回路(6)与

进水孔(43)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循环回路

(7)与第二循环回路(6)中均设置有至少两组推流器(2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装置(8)包

括位于所述搅拌组件(81)和供氧组件(82)，所述搅拌组件(81)包括于所述第一沟槽(411)

和第二沟槽(412)的槽壁上开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安装有驱动电机(811)，所述驱动电机

(811)的驱动轴上连接有减速器(812)，所述减速器(812)的主轴上设置有转轴(813)，所述

转轴(813)与减速器的主轴通过联轴器连接，于所述第一沟槽(411)与第二沟槽(412)内的

转轴(813)上套设有若干均匀分布的曝气盘(81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氧组件(82)包

括于所述第一沟槽(411)与第二沟槽(412)连接的槽壁内设置的管路(821)，所述管路(821)

上设置有与所述管路(821)连通的第一分流管(822)和第二分流管(823)，所述第一分流管

(822)与第一沟槽(411)内腔连通，所述第二分流管(823)与第二沟槽(412)的内腔连通，于

所述第一分流管(822)和第二分流管(823)连接处设置有可对第一分流管(822)或第二分流

管(823)进行封闭的气动阀(824)，所述气动阀(824)连接有空压机(825)，所述管路(821)远

离第一分流管(822)和第二分流管(823)一端设置有氧气发生器(82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沟槽(411)

和第二沟槽(412)中填充有MBBR填料(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口(47)处设

置有氨氮检测仪(9)，所述氨氮检测仪(9)一侧设置有第一控制器，所述第一控制器、出水闸

门(223)、氨氮检测仪(9)和曝气装置(8)通过线路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进水闸板

(22)、第二进水闸板(44)和出水闸板(48)均包括框板(221)和沿所述框板(221)滑移的闸门

(223)，所述框板(221)上设置有气缸(222)，所述气缸(222)的气缸(222)轴与闸门(223)顶

壁连接，所述框板(221)侧壁上安装有第二控制器，所述第二控制器一侧连接有第二控制开

关，所述第二控制器、第二控制开关与气缸(222)通过线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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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

背景技术

[0002] 氧化沟是由两个相同容积的氧化沟组成的用于污水处理的系统。氧化沟的优点

有：其一，可以实现生物脱氮除磷功能，且不增加反应池容积；其二，极大地改善了整个系统

的处理效率和运行稳定性；其三，运行控制简单，且节省成本。

[0003] 公开号为CN102010062B的申请文件公开了一种双环沟MBR废水处理系统，该双环

沟MBR废水处理系统，包括进水管、出水管和设有MBR膜生物反应器的水处理区，其中，水处

理区包括被池壁隔开的外沟通道和内沟通道，进水管与外沟通道相通，出水管与内沟通道

相通，MBR膜生物反应器设在内沟通道中，在外沟通道和内沟通道之间的池壁中开有溢流

堰，在外沟通道和内沟通道之间的池壁上还对称地设有多组推流器和回流口，且外沟通道

中设有曝气转碟，内沟通道中央设有中心岛。

[0004] 该双环沟MBR废水处理系统的运行方式为，将待处理污水经进进水泵送入外沟通

道，同时，通过推流器将内沟通道的污泥和水的混合物回流送入外沟通道，在曝气转碟的推

流作用下，外沟通道的混合液与从内沟通道回流的污泥混合液混合，沿环形外沟通道流动。

[0005] 上述双环沟MBR废水处理系统在使用时，当外沟通道或内沟通道中的装置发生损

坏时，会导致双环沟MBR废水处理系统整体停止工作，影响污水处理的整体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通过设计多组与厌氧池连接

的循环处理装置，其中一组循环处理装置发生故障时，其余的循环处理装置仍可对污水进

行处理，提高了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的实用性，同时，提高了污水处理的整体效率。

[0007]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包括沟体，所述沟体包括厌氧池和生物池，所述厌氧池一侧

开设有进水口，所述进水口处设置有第一进水闸板，所述生物池内设置有至少三组并列分

布的循环处理装置，每一所述循环处理装置均包括一沟和二沟，所述一沟和二沟与厌氧池

连接一侧均开设有进水孔，所述进水孔处设置有第二进水闸板，所述一沟和二沟通过通流

管连通，所述通流管上设置有电磁蝶阀，所述一沟和二沟还开设有出水口，所述出水口处设

置有出水闸板，所述出水闸板位于第二进水闸板对应一侧，所述一沟和二沟均包括第一沟

槽和第二沟槽，且所述第一沟槽与第二沟槽形成第一循环回路，所述第一沟槽和第二沟槽

底部设置有若干曝气装置。

[0008]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调节第一进水闸板，使得进水口打开，污泥和水的混合物

从进水口流入厌氧池中，在厌氧池中进行厌氧处理，使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和甲烷化，去

除污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有机物，然后调节第二进水闸板，使得污泥和水的混合物流入生

物池中，污泥和水的混合物分别流入一沟和二沟中，然后再第一沟槽和第二沟槽形成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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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回路中进行循环处理，当一沟进、二沟出时，调节曝气装置，使得二沟曝气，一沟不爆

气；当二沟进、二沟出时，调节曝气装置，使得一沟和二沟均曝气；当二沟进、一沟出时，调节

曝气装置，使得一沟曝气，二沟不曝气；当一沟进、一沟出时，调节曝气装置，使得一沟和二

沟均曝气；当经过生物池处理后的污泥和水的混合物的氨氮值符合要求时，调节出水闸板，

将处理后的污泥和水的混合物排出；设计的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通过设计多组与厌氧池

连接的循环处理装置，其中一组循环处理装置发生故障时，其余的循环处理装置仍可对污

水进行处理，提高了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的实用性，同时，提高了污水处理的整体效率。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厌氧池中设置有隔板，所述隔板使厌氧池形成第二循

环回路，所述第二循环回路与进水孔连通。

[0010]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隔板，使得厌氧池形成循环回路，便于污泥和水的

混合物进行循环处理；设计的厌氧池，可对污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和

甲烷化，去除废水中的有机物，并提高污水的可生化性，有利于后续的好氧处理。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循环回路与第二循环回路中均设置有至少两组推

流器。

[0012]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设置的推流器，使污泥和水的混合物循环流动,增加水的

含氧量,使活性污泥不沉降。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曝气装置包括位于所述搅拌组件和供氧组件，所述搅

拌组件包括于所述第一沟槽和第二沟槽的槽壁上开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安装有驱动电

机，所述驱动电机的驱动轴上连接有减速器，所述减速器的主轴上设置有转轴，所述转轴与

减速器的主轴通过联轴器连接，于所述第一沟槽与第二沟槽内的转轴上套设有若干均匀分

布的曝气盘。

[0014]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调节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工作，驱动电机的驱动轴带动减

速器运动，减速器的主轴带动转轴运动，转轴带动曝气盘转动；设计的搅拌装置，可对第一

沟槽和第二沟槽中的污泥和水的混合物进行曝气，增加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含氧量。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供氧组件包括于所述第一沟槽与第二沟槽连接的槽壁

内设置的管路，所述管路上设置有与所述管路连通的第一分流管和第二分流管，所述第一

分流管与第一沟槽内腔连通，所述第二分流管与第二沟槽的内腔连通，于所述第一分流管

和第二分流管连接处设置有可对第一分流管或第二分流管进行封闭的气动阀，所述气动阀

连接有空压机，所述管路远离第一分流管和第二分流管一端设置有氧气发生器。

[0016]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调节氧气发生器，使得氧气发生器工作，需要第一沟槽曝

气时，调节空压机，使得空压机工作，空压机带动气动阀运动，使得第一分流管通路，第二分

流管闭合，氧气发生器产生的氧气沿第一分流管进入第一沟槽中；需要第二沟槽曝气时，调

节空压机，使得空压机工作，空压机带动气动阀运动，使得第二分流管通路，第一分流管闭

合，氧气发生器产生的氧气沿第二分流管进入第二沟槽中；设计的供氧组件，可提高第一沟

槽和第二沟槽中的污泥和水的氧气含量。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沟槽和第二沟槽中填充有MBBR填料。

[0018]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第一沟槽和第二沟槽中填充的MBBR填料，搅拌组件和供

氧装置，可使填料载体在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碰撞和剪切作用增强，使泥和水的混合物中

的空气气泡更加细小，提高泥和水的混合物中氧气的利用率；另外，MBBR填料每个载体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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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微型反应器，使硝化反应和反硝化反应同时存在，从而提高了泥和水的混合物的处

理效果。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出水口处设置有氨氮检测仪，所述氨氮检测仪一侧设

置有第一控制器，所述第一控制器、出水闸门、氨氮检测仪和曝气装置通过线路连接。

[0020]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出水口处设置的氨氮检测仪，可对经过生物池处理后的

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氨氮含量进行检测，当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氨氮含量符合要求时，氨

氮检测仪将信号传输给第一控制器，第一控制器向出水闸门发出指令，使得出水闸门打开；

当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氨氮含量不符合要求时，氨氮检测仪将信号传输给第一控制器，第

一控制器向曝气装置发出指令，对第一沟槽和第二沟槽中的泥和水的混合物进行继续处

理；设置的氨氮检测仪，便于对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氨氮含量进行检测。

[002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进水闸板、第二进水闸板和出水闸板均包括框板

和沿所述框板滑移的闸门，所述框板上设置有气缸，所述气缸的气缸轴与闸门顶壁连接，所

述框板侧壁上安装有第二控制器，所述第二控制器一侧连接有第二控制开关，所述第二控

制器、第二控制开关与气缸通过线路连接。

[0022]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调节第二控制开关，第二控制开关将信号传输给第二控

制器，所述第二控制器向气缸发出指令，气缸工作，气缸的气缸轴带动闸门沿框板进行滑

移，使得第一进水闸板或第二进水闸板打开，便于泥和水的混合物流入，或出水闸板打开，

使得泥和水的混合物排出。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一、该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通过设计多组与厌氧池连接的循环处理装置，其中一组循

环处理装置发生故障时，其余的循环处理装置仍可对污水进行处理，提高了高效脱氮除磷

氧化沟的实用性，同时，提高了污水处理的整体效率；

二、该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填充的MBBR填料，提高泥和水的混合物中氧气的利用率，

并使硝化反应和反硝化反应同时存在，从而提高了泥和水的混合物的处理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1、沟体；  2、厌氧池；21、进水口；22、第一进水闸板；221、框板；222、气

缸；223、闸门；23、推流器；24、隔板；3、生物池；4、循环处理装置；41、一沟；411、第一沟槽；

412、第二沟槽；42、二沟；43、进水孔；44、第二进水闸板；45、通流管；46、电磁蝶阀；47、出水

口；48、出水闸板；5、MBBR填料；6、第二循环回路；7、第一循环回路；8、曝气装置；81、搅拌组

件；811、驱动电机；812、减速器；813、转轴；814、曝气盘；82、供氧组件；821、管路；822、第一

分流管；823、第二分流管；824、气动阀；825、空压机；826、氧气发生器；9、氨氮检测仪。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高效脱氮除磷氧化沟，包括沟体1，沟体1包括厌氧池2和生

物池3，厌氧池2中固定连接有隔板24，隔板24使厌氧池2形成第二循环回路6，第二循环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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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进水孔43连通,第二循环回路6中安装有四组推流器23，推流器23可根据第一循环回路7

的流量选择,厌氧池2一侧开设有与第二循环回路6连通的进水口21，进水口21处设置有第

一进水闸板22，生物池3内设置有两组并列分布的循环处理装置4，每一循环处理装置4均包

括一沟41和二沟42，一沟41和二沟42靠近厌氧池2连接一侧开设有进水孔43，进水孔43处设

置有第二进水闸板44，一沟41和二沟42通过通流管45连通，通流管45上安装有电磁蝶阀46，

一沟41和二沟42远离第二进水闸板44一侧还开设有出水口47，出水口47处设置有氨氮检测

仪9，氨氮检测仪9型号为CN608M/CM-04-02,且出水口47处安装有出水闸板48，氨氮检测仪9

一侧设置有第一控制器，第一控制器通过线路与出水闸门223、氨氮检测仪9连接，第一控制

器上还连接有若干曝气装置8和第一控制开关，一沟41和二沟42均包括第一沟槽411和第二

沟槽412，第一沟槽411与第二沟槽412形成第一循环回路7，每一第一循环回路7中均安装有

两组推流器23，且第一沟槽411和第二沟槽412中填充有MBBR填料5，MBBR填料5可选自巩义

市奥林滤材有限公司。

[0029] 如图2所示，曝气装置8设置于第一沟槽411和第二沟槽412底部，曝气装置8包括搅

拌组件81和供氧组件82，搅拌组件81包括于第一沟槽411和第二沟槽412的槽壁上开设有空

腔，空腔内安装有驱动电机811，驱动电机811的驱动轴上连接有减速器812，减速器812的主

轴上同轴设置有转轴813，且转轴813与减速器812的主轴通过联轴器连接，第一沟槽411与

第二沟槽412内的转轴813上套设有四组均匀分布的曝气盘814。

[0030] 如图2所示，供氧组件82包括于第一沟槽411与第二沟槽412连接的槽壁内设置的

管路821，管路821上设置有与管路821连通的第一分流管822和第二分流管823，第一分流管

822与第一沟槽411内腔连通，第二分流管823与第二沟槽412的内腔连通，第一分流管822和

第二分流管823连接处设置有可对第一分流管822或第二分流管823进行封闭的气动阀824，

气动阀824上方设置有空压机825，空压机825选用SAV15A，空压机825与气动阀824通过气路

连通，管路821远离第一分流管822和第二分流管823一端连接有氧气发生器826，氧气发生

器选用广东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031] 如图2所示，第一进水闸板22、第二进水闸板44和出水闸板48均包括框板221和沿

框板221滑移的闸门223，每一框板221上均安装有气缸222，气缸222的气缸222轴与闸门223

顶壁连接，框板221侧壁上安装有第二控制器，第二控制器一侧连接有第二控制开关，第二

控制器、第二控制开关与气缸222通过线路连接。

[0032] 本发明曝气装置8的调节过程为：调节氧气发生器826，使得氧气发生器826工作，

需要第一沟槽411曝气时，调节空压机825，使得空压机825工作，空压机825带动气动阀824

运动，使得第一分流管822通路，第二分流管823闭合，氧气发生器826产生的氧气沿第一分

流管822进入第一沟槽411中；需要第二沟槽412曝气时，调节空压机825，使得空压机825工

作，空压机825带动气动阀824运动，使得第二分流管823通路，第一分流管822闭合，氧气发

生器826产生的氧气沿第二分流管823进入第二沟槽412中；然后调节驱动电机811，驱动电

机811工作，驱动电机811的驱动轴带动减速器812运动，减速器812的主轴带动转轴813运

动，转轴813带动曝气盘814转动，对第一沟槽411和第二沟槽412中泥和水的混合物进行曝

气。

[003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调节第一进水闸板22，使得进水口21打开，污泥和水的混合

物从进水口21流入厌氧池2中，在厌氧池2中进行厌氧处理，使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和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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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去除污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有机物，在厌氧池  2中处理完成后，调节第二进水闸板44，

使得污泥和水的混合物可流入生物池3中，污泥和水的混合物分别流入一沟41和二沟42中，

然后再第一沟槽411和第二沟槽412形成的第一循环回路7中进行曝气处理，当一沟41进、二

沟42出时，调节第一控制开关，第一控制开关将信号传输至第一控制器中，第一控制器向曝

气装置8发出指令，使得二沟42曝气，一沟41不爆气；当二沟42进、二沟42出时，调节第一控

制开关，第一控制开关将信号传输至第一控制器中，第一控制器向曝气装置8发出指令，使

得一沟41和二沟42均曝气；当二沟42进、一沟41出时，调节第一控制开关，第一控制开关将

信号传输至第一控制器中，第一控制器向曝气装置8发出指令，使得一沟41曝气，二沟42不

曝气；当一沟41进、一沟41出时，调节第一控制开关，第一控制开关将信号传输至第一控制

器中，第一控制器向曝气装置8发出指令，使得一沟41和二沟42均曝气；污泥和水的混合物

在生物池3处理的过程中，出水口47处的氨氮检测仪9，可对经过生物池3处理后的泥和水的

混合物中的氨氮含量进行检测，当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氨氮含量符合要求时，氨氮检测仪9

将信号传输给第一控制器，第一控制器向出水闸门223发出指令，使得出水闸门223打开；当

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氨氮含量不符合要求时，氨氮检测仪9将信号传输给第一控制器，第一

控制器向曝气装置8发出指令，对第一沟槽411和第二沟槽412中的泥和水的混合物进行继

续处理，直至符合泥和水的混合物中的氨氮含量要求。

[0034] 当其中一组循环处理装置4发生故障时，关闭该组循环处理装置4的第二进水闸板

44，调节其余循环处理装置4的第二控制开关，第二控制开关将信号传递给第二控制器，第

二控制器向气缸222发出命令，气缸222工作，气缸222的气缸222轴带动闸门223沿框板221

进行滑移，使得第一进水闸板22或第二进水闸板44打开，泥和水的混合物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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