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166925.3

(22)申请日 2018.07.23

(73)专利权人 四川理工学院

地址 643000 四川省自贡市汇兴路学苑街

180号

(72)发明人 唐恒军　司马卫平　罗远航　

李志强　吴松苡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元本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 11308

代理人 黎昌莉

(51)Int.Cl.

C02F 3/02(2006.01)

C02F 7/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领域，具体地说是

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包括生物

接触氧化池，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中央位置设置

竖直向上的进水排泥通道，所述进水排泥通道中

央位置设置竖直向上的进水管，所述进水管外侧

设置有第一跌水托盘和第二跌水托盘所述生物

接触氧化池外围设置溢流堰，所述生物接触氧化

池外墙下端设置配水孔连接所述溢流堰，所述溢

流堰内侧设置出水管，所述进水排泥通道墙底设

置污泥孔连接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所述进水排

泥通道在低于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底部位置设

置污泥管。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合理，设置两级

跌水，曝气效果更理想，池底采用倾斜设计，污泥

自然排出，跌水曝气与生物氧化一体完成，简化

污水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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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包括生物接触氧化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

接触氧化池中央位置设置竖直向上的进水排泥通道，所述进水排泥通道高度高于所述生物

接触氧化池外墙高度，所述进水排泥通道中央位置设置竖直向上的进水管，所述进水管外

侧上从上往下设置有第一跌水托盘和第二跌水托盘，所述第一跌水托盘直径小于所述第二

跌水托盘，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外围设置溢流堰，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外墙下端设置配水

孔连接所述溢流堰，所述溢流堰上端设置三角堰，所述三角堰外墙高度低于所述生物接触

氧化池外墙，在所述三角堰内侧设置出水管，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内中上部水平设置不锈

钢支架，所述不锈钢支架上悬挂填料，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底部从边缘向中心向下倾斜，所

述进水排泥通道墙底设置污泥孔连接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所述进水排泥通道在低于所述

生物接触氧化池底部位置设置污泥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跌水托盘和所述第二跌水托盘采用陶瓷预制或，所述第二跌水托盘采用筛孔托盘，筛孔的

孔径d为5～10mm，间距为100～15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跌水托盘跌水高度h1为1～1.5m，所述第二跌水托盘跌水高度h2为2～2.5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

管的顶端设置配水帽，内径为进水管管径的1.5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

采用半软性聚乙烯填料，单片尺寸为φ160～180mm，布置竖直间距和水平间距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

接触氧化池底部构造坡度为10～1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

管管材采用防腐钢管，并在所述污泥管上设置电磁阀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

排泥通道中间设置检修井，并在所述检修井上配置高分子井盖，所述检修井内设置爬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流

堰外壁向外悬挑预留检修维护通道，在所述检修维护通道两侧设置栏杆。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生

物接触氧化池至少布置为两组，可在所述进水管前设置分支管多个并联，当进水BOD浓度或

出水BOD浓度过大时，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采用多级串联运行，所述出水管与下一级的所述

进水管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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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领域，具体地说是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在污水生物处理技术上常用的曝气方法主要有：鼓风曝气、机械曝气、射流曝

气和跌水曝气。

[0003] 1、鼓风曝气是空压机将送出的压缩空气通过一系列的管道系统送到安装在曝气

池底部的空气扩散装置(曝气装置)，经过扩散装置，使空气形成不同尺寸的气泡。空气从那

里以微小气泡的形式逸出，气泡经过上升和随水循环流动，最后再破裂，从而使气泡中的氧

转移到混合液中去。鼓风曝气的优点是充氧效率高，但耗能大。鼓风曝气法包括鼓风机房，

配电设施、鼓风管道、布气管道和空气扩散装置。设备非常繁多，且布水管道淹没于水中，腐

蚀性较大，不易维修管理。大量的设备还需要有专用的场地，基建投资费用高。

[0004] 2、机械曝气又称表面曝气，是利用安装在水面上、下的曝气装置，在动力的驱动下

高速转动，通过下列3项作用使空气中的氧转移到污水中去:(1)曝气装置(曝气器)转动，水

面上的污水不断地以水幕状由曝气器周边跑向四周，形成水跃，液面呈剧烈的搅动状，使空

气卷入；(2)曝气器转动，具有提升液体的作用，使混合液连续地上、下循环流动，气、液接触

界面不断更新，不断地使空气中的氧向液体内转移；(3)曝气器转动，其后侧形成负压区，能

吸入部分空气。机械曝气没有鼓风曝气那么多繁琐的组成部分，但也需要电动机，减速机，

曝气机械等，制造工艺比较复杂。机械曝气的缺点：充氧效率低，耗能大。

[0005] 3、射流曝气是一种利用射流曝气器把液流或气液混合流喷射入曝气池，以增加池

中氧含量的曝气系统。它是以水泵为动力源，水泵抽吸曝气池中的泥水混合液沿管路射入

喷嘴，在喷嘴出口处由于射流和空气之间的粘滞作用，把喷嘴附近空气带走，使喷嘴附近形

成真空，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空气被源源不断的吸入射流器内，三相混合液在喉管中强

烈混合搅动，使空气泡粉碎成雾状，继而在扩散管内，由于速头变成压头，微细气泡进一步

压缩，氧迅速的转移到混合液中，从而强化氧的转移达到充氧目的。

[0006] 4、跌水曝气就是让水体从高处跌落，搅动水面，产生水跃，使液面与空气接触的表

面不断更新，把空气中的氧转移到水体里，从而使水体充氧的过程。跌水曝气方式相对于其

他三种曝气方式，具有效率较高、无耗能、管理方便等优点。采用分级跌水，增加了氧的转移

效率。采用跌水曝气与生物接触氧化相结合的污水处理工艺，制作成一体化处理装置，具有

构造简单、占地少、成本低、维护管理方便、节能实用的特点。适用于丘陵或山地城镇污水处

理系统。

[0007] 从几类曝气方法中我们不难看出，跌水曝气无论是从节能方面，还是成本方面都

要优于其他三类曝气方法，而跌水曝气也是近几年来实施较多的污水处理方案，因此，在传

统跌水曝气工艺上，如何更进一步的增加曝气效果，降低运行成本成了现在更加需要关注

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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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为了克服上述技术问题，提供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

整体结构合理，运用设备少，节能实用，设置两级跌水，曝气效果更理想，跌水曝气与生物氧

化一体完成，维护管理方便，简化污水处理工艺。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0] 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包括生物接触氧化池，所述生物接触氧化

池中央位置设置竖直向上的进水排泥通道，所述进水排泥通道高度高于所述生物接触氧化

池外墙高度，所述进水排泥通道中央位置设置竖直向上的进水管，所述进水管外侧上从上

往下设置有第一跌水托盘和第二跌水托盘，所述第一跌水托盘直径小于所述第二跌水托

盘，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外围设置溢流堰，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外墙下端设置配水孔连接

所述溢流堰，所述溢流堰上端设置三角堰，所述三角堰外墙高度低于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

外墙，在所述三角堰内侧设置出水管，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内中上部水平设置不锈钢支架，

所述不锈钢支架上悬挂填料，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底部从边缘向中心向下倾斜，所述进水

排泥通道墙底设置污泥孔连接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所述进水排泥通道在低于所述生物接

触氧化池底部位置设置污泥管。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跌水托盘和所述第二跌水托盘采用陶瓷预制或，所述第二跌

水托盘采用筛孔托盘，筛孔的孔径d为5～10mm，间距为100～150mm，增强曝气效果，保证配

水均匀性。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跌水托盘跌水高度h1为1～1.5m，所述第二跌水托盘跌水高度

h2为2～2.5米，让污水有充分地跌水曝气过程。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进水管的顶端设置配水帽，内径为进水管管径的1.5倍，为保证配

水均匀性，同时考虑消除水头，所述配水帽选用防腐钢材材料制成。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填料采用半软性聚乙烯填料，单片尺寸为φ160～180mm，布置竖直

间距和水平间距相同。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底部构造坡度为10～15％，使得池底污泥能够自

然排出。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污泥管管材采用防腐钢管，并在所述污泥管上设置电磁阀门，有效

控制污泥的排出效率。

[0017] 作为优选，所述进水排泥通道中间设置检修井，并在所述检修井上配置高分子井

盖，所述检修井内设置爬梯，方便检修时使用。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溢流堰外壁向外悬挑预留检修维护通道，在所述检修维护通道两

侧设置栏杆，便于上到所述溢流堰上方观察检修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和所述溢流堰内情

况。

[0019] 作为优选，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至少布置为两组，可在所述进水管前设置分支管

多个并联，当进水BOD浓度或出水BOD浓度过大时，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采用多级串联运行，

所述出水管与下一级的所述进水管相连接。

[0020] 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整体结构合理，

运用设备少，节能实用，设置两级跌水，曝气效果更理想，生物接触氧化池采用中间进水周

边出水的方式，使得污水在池内氧化时间更长，污水净化效果更好，池底采用倾斜设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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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污泥自然排出，跌水曝气与生物氧化一体完成，维护管理方便，简化污水处理工艺，有效

降低成本。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在所有附图中，类似的

元件或部分一般由类似的附图标记标识。附图中，各元件或部分并不一定按照实际的比例

绘制。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剖视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俯视图。

[0024] 附图标记

[0025] 其中1为生物接触氧化池，2为进水排泥通道，3为进水管，4为第一跌水托盘，5为第

二跌水托盘，6为配水帽，7为溢流堰，8为三角堰，9为出水管，10为配水孔，11为不锈钢支架，

12为填料，13为污泥孔，14为污泥管，15为检修井，16为高分子井盖，17为爬梯，18为检修维

护通道，19为栏杆，20为筛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包括生物接触氧化池1，

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中央位置设置竖直向上的进水排泥通道2，所述进水排泥通道2高度

高于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外墙高度，所述进水排泥通道2中央位置设置竖直向上的进水管

3，所述进水管3外侧上从上往下设置有第一跌水托盘4和第二跌水托盘5，所述第一跌水托

盘4直径小于所述第二跌水托盘5，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外围设置溢流堰7，所述生物接触

氧化池1外墙下端设置配水孔10连接所述溢流堰7，所述溢流堰7上端设置三角堰8，所述三

角堰8外墙高度低于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外墙，在所述三角堰8内侧设置出水管9，所述生

物接触氧化池1内中上部水平设置不锈钢支架11，所述不锈钢支架11上悬挂填料12，所述生

物接触氧化池1底部从边缘向中心向下倾斜，所述进水排泥通道2墙底设置污泥孔13连接所

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所述进水排泥通道2在低于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底部位置设置污泥

管14。

[0029]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跌水托盘4和所述第二跌水托盘5采用陶瓷预制或，所述第二

跌水托盘5采用筛孔托盘，筛孔20的孔径d为5～10mm，间距为100～150mm，增强曝气效果，保

证配水均匀性。

[0030]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跌水托盘4跌水高度h1为1～1.5m，所述第二跌水托盘5跌水高

度h2为2～2.5米，让污水有充分地跌水曝气过程。

[0031] 作为优选，所述进水管3的顶端设置配水帽6，内径为进水管3管径的1.5倍，为保证

配水均匀性，同时考虑消除水头，所述配水帽6选用防腐钢材材料制成。

[0032] 作为优选，所述填料12采用半软性聚乙烯填料，单片尺寸为φ160～180mm，布置竖

直间距和水平间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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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作为优选，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底部构造坡度为10～15％，使得池底污泥能够自

然排出。

[0034] 作为优选，所述污泥管14管材采用防腐钢管，并在所述污泥管14上设置电磁阀门，

有效控制污泥的排出效率。

[0035] 作为优选，所述进水排泥通道2中间设置检修井15，并在所述检修井15上配置高分

子井盖16，所述检修井15内设置爬梯17，方便检修时使用。

[0036] 作为优选，所述溢流堰7外壁向外悬挑预留检修维护通道18，在所述检修维护通道

18两侧设置栏杆19，便于上到所述溢流堰7上方观察检修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和所述溢流

堰7内情况。

[0037] 作为优选，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至少布置为两组，可在所述进水管3前设置分支

管多个并联，当进水BOD浓度或出水BOD浓度过大时，所述生物接触氧化池1采用多级串联运

行，所述出水管9与下一级的所述进水管3相连接。

[0038] 通过上述实施例，可以得出：本实用新型跌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一体处理设备，整

体结构合理，运用设备少，节能实用，设置两级跌水，曝气效果更理想，生物接触氧化池采用

中间进水周边出水的方式，使得污水在池内氧化时间更长，污水净化效果更好，池底采用倾

斜设计，使得污泥自然排出，跌水曝气与生物氧化一体完成，维护管理方便，简化污水处理

工艺，有效降低成本。

[0039]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各

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

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

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各实施例技术方案

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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