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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

理装置，包括收集池、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

氧池、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MBR膜池、清水池，

所述收集池通过管道连接调节池，所述调节池有

提升泵，所述调节池连接于厌氧池，所述厌氧池

有细格栅，所述厌氧池旁设置有缺氧池，所述厌

氧池与好氧池连接，所述好氧池导通于组合八角

型斜管沉淀池，所述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连接

有MBR膜池，所述MBR膜池内部设置有两组MBR处

理仪，所述MBR膜池连接于所述清水池，所述清水

池有一号清水导管，所述一号清水导管上有高山

水池加压泵。本实用新型具有处理效率高、出水

水质好、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易实现自动控

制、运行管理简单的优点，主要用于生活污水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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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包括收集池（1）、调节池（2）、厌氧池（3）、缺氧池

（4）、好氧池（5）、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6）、MBR膜池（7）、清水池（8），其特征在于：所述收

集池（1）旁设置有垃圾收集区（9），所述收集池（1）通过管道连接有调节池（2），所述调节池

（2）内设置有一号液位开关（10），所述一号液位开关（10）一侧固定安装有提升泵（11），所述

提升泵（11）出水口固定连接有一号污水管道（12），所述一号污水管道（12）出口固定连接于

厌氧池（3），所述厌氧池（3）进水池口固定安装有细格栅（13），所述厌氧池（3）池底固定安装

有一号潜水搅拌机（14），所述厌氧池（3）旁设置有缺氧池（4），所述厌氧池（3）设置有水孔与

所述缺氧池（4）连通，所述缺氧池（4）内设置有二号液位开关（15），所述液位开关两侧各固

定安装有两个二号潜水搅拌机（16），所述缺氧池（4）固定连接有二号污水管道（17），所述二

号污水管道（17）上固定安装有抽水电机（18）,所述二号污水管道（17）与好氧池（5）连接，所

述好氧池（5）固定连接有一号排空管道（19），所述好氧池（5）固定连接有三号污水管道

（20），所述三号污水管道（20）与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6）连通，所述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

池（6）内部固定安装有斜管（52），所述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6）中心固定安装有中心传动

刮泥机（21），所述中心传动刮泥机（21）下部设置有污泥斗（22），所述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

池（6）设置有出水三角溢流堰（23），所述出水三角溢流堰（23）固定安装有四号污水管道

（24），所述四号污水管道（24）连接有三组分支管（25），所述每组分支管（25）末端连接有MBR

膜池（7），所述MBR膜池（7）内部设置有两组MBR处理仪（26），所述MBR处理仪（26）旁设置有三

号液位开关（54），所述MBR膜池（7）连接有二号排空管道（53），所述MBR处理仪（26）均固定连

接有五号污水管道（27），所述五号污水管道（27）固定连接有抽吸泵（28），所述抽吸泵（28）

出口固定连接有六号污水管道，所述六号污水管道固定连接于所述清水池（8），所述清水池

（8）内设置有四号液位开关（30），所述清水池（8）固定连接有一号清水导管（31），所述一号

清水导管（31）上固定安装有高山水池加压泵（3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好氧池（5）

内设置有曝气棒（33），所述曝气棒（33）连接有气体导管（34），所述气体导管（34）另一端分

别与所述三组MBR处理仪（26）连接，所述气体导管（34）中部连接有罗茨鼓风机（3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斗

（22）连接有一号污泥导通管（36），所述一号污泥导通管（36）上固定连接有污泥回流阀

（51），所述一号污泥导通管（36）末端分别连接有二号污泥导通管（37）和三号污泥导通管

（38），所述二号污泥导通管（37）与所述细格栅（13）连接，所述三号污泥导通管（38）与所述

MBR膜池（7）连通，所述三号污泥导通管（38）上设置有MBR回流泵（3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号污泥

导通管（37）中部设置有四号污泥导通管（40），所述四号污泥导通管（40）连通有污泥浓缩池

（41），所述污泥浓缩池（41）内设置有五号液位开关（42），所述污泥浓缩池（41）固定连接有

污泥处理管（43），所述污泥处理管（43）上固定安装有污泥螺杆泵（44），所述污泥处理管

（43）与污泥压滤机（45）相连接，所述污泥处理管（43）上连接有絮凝剂添加仪（4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六号污水

管道上连接有杀菌剂添加仪（47），所述五号污水管道（27）上连接有二号清水导管（48），所

述二号清水导管（48）与反吸水箱（49）相连接，所述二号清水导管（48）上固定连接有反吸水

泵（50）。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577593 U

2



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一个缺水国家，污水处理及回用是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有效措施，污水回用

是将城市污水通过膜生物反应器等设备的处理之后，将其用于绿化、冲洗、补充观赏水体等

非饮用目的，而将清洁水用于饮用等高水质要求的用途，城市污水就近可得，免去了长距离

输水，其在被处理之后污染物被大幅度去除，这样不仅节约了水资源，也减少了环境污染，

污水回用已经在世界上许多缺水的地区广泛采用，被认为具有显著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

益。

[0003] 专利号为CN  103319049  A涉及一种污水处理装置，包括预处理系统和污水处理系

统，所述污水处理系统由生化曝气池、MBR膜超声清洗池、紫外消毒装置和清水池通过管路

依次串联构成，所述预处理系统与所述生化曝气池通过管道连通，本发明为一种  MBR  膜污

水处理系统，能够同步对生活废水和含油废水进行处理，节约大量的资源，且易清洗，消毒

彻底，还具有出水水质优质并稳定、剩余污泥产量少、占地面积小，不受设置场合限制、操作

管理方便的优点，其缺点是污水处理过于简单使得污水处理结果较差，污泥收集处理结果

不理想，结构分散。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处理效率高、

出水水质好、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易实现自动控制、运行管理简单。

[0005]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包括收集池、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MBR膜池、清水

池，所述收集池旁设置有垃圾收集区，所述收集池通过管道连接有调节池，所述调节池内设

置有一号液位开关，所述一号液位开关一侧固定安装有提升泵，所述提升泵出水口固定连

接有一号污水管道，所述一号污水管道出口固定连接于厌氧池，所述厌氧池进水池口固定

安装有细格栅，所述厌氧池池底固定安装有一号潜水搅拌机，所述厌氧池旁设置有缺氧池，

所述厌氧池设置有水孔与所述缺氧池连通，所述缺氧池内设置有二号液位开关，所述液位

开关两侧各固定安装有两个二号潜水搅拌机，所述缺氧池固定连接有二号污水管道，所述

二号污水管道上固定安装有抽水电机，所述二号污水管道与好氧池连接，所述好氧池固定

连接有一号排空管道，所述好氧池固定连接有三号污水管道，所述三号污水管道与组合八

角型斜管沉淀池相连通，所述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内部固定安装有斜管，所述组合八角

型斜管沉淀池中心固定安装有中心传动刮泥机，所述中心传动刮泥机下部设置有污泥斗，

所述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设置有出水三角溢流堰，所述出水三角溢流堰固定安装有四号

污水管道，所述四号污水管道连接有三组分支管，所述每组分支管末端连接有MBR膜池，所

述MBR膜池内部设置有两组MBR处理仪，所述MBR处理仪旁设置有三号液位开关，所述MBR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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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连接有二号排空管道，所述MBR处理仪均固定连接有五号污水管道，所述五号污水管道固

定连接有抽吸泵，所述抽吸泵出口固定连接有六号污水管道，所述六号污水管道固定连接

于所述清水池，所述清水池内设置有四号液位开关，所述清水池固定连接有一号清水导管，

所述一号清水导管上固定安装有高山水池加压泵。

[0006] 所述好氧池内设置有曝气棒，所述曝气棒连接有气体导管，所述气体导管另一端

分别与所述三组MBR处理仪连接，所述气体导管中部连接有罗茨鼓风机。

[0007] 所述污泥斗连接有一号污泥导通管，所述一号污泥导通管上固定连接有污泥回流

阀，所述一号污泥导通管末端分别连接有二号污泥导通管和三号污泥导通管，所述二号污

泥导通管与所述细格栅连接，所述三号污泥导通管与所述MBR膜池连通，所述三号污泥导通

管上设置有MBR回流泵。

[0008] 所述二号污泥导通管中部设置有四号污泥导通管，所述四号污泥导通管连通有污

泥浓缩池，所述污泥浓缩池内设置有六号液位开关，所述污泥浓缩池固定连接有污泥处理

管，所述污泥处理管上固定安装有污泥螺杆泵，所述污泥处理管与污泥压滤机相连接，所述

污泥处理管上连接有絮凝剂添加仪。

[0009] 所述六号污水管道上连接有杀菌剂添加仪，所述五号污水管道上连接有二号清水

导管，所述二号清水导管与反吸水箱相连接，所述二号清水导管上固定连接有反吸水泵。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细格栅用以截阻大块的呈悬浮或漂浮状态的固体污染

物，减轻水处理工艺系统后续工序的处理负荷，防止堵塞水泵、设备，满足处理后水的悬浮

物要求，污水经厌氧区和缺氧区，有机物可以迅速被聚磷菌和反硝化细菌利用使得浓度很

低，有利于自养的硝化菌的生长繁殖，在厌氧-缺氧-好养交替运行条件下，不易发生污泥膨

胀，沉淀池中设置中心传动刮泥机可以去除沉淀池中沉淀的污泥以及水面表层的漂浮物，

保障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内部不堵塞，设置MBR膜池使得系统硝化效率高不需反冲洗，且

出水悬浮物浓度远低于传统固液分离设备，使整个系统流程简单，易于集成，为缩小管理和

操作更为方便，整个装置通过系统化的处理流程，使得污水处理后水质更加优质。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流程结构示意图。

[0012] 图中：1收集池、2调节池、3厌氧池、4缺氧池、5好氧池、6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

7MBR膜池、8清水池、9垃圾收集区、10一号液位开关、11提升泵、12一号污水管道、13细格栅、

14一号潜水搅拌机、15二号液位开关、16二号潜水搅拌机、17二号污水管道、18抽水电机、19

一号排空管道、20三号污水管道、21中心传动刮泥机、22污泥斗、23三角溢流堰、24四号污水

管道、25分支管、26MBR处理仪、27五号污水管道、28抽吸泵、29六号污水管道、30四号液位开

关、31一号清水导管、32高山水池加压泵、33曝气棒、34气体导管、35罗茨鼓风机、36一号污

泥导通管、37二号污泥导通管、38三号污泥导通管、39MBR回流泵、40四号污泥导通管、41污

泥浓缩池、42五号液位开关、43污泥处理管、44污泥螺杆泵、45污泥压滤机、46絮凝剂添加

仪、47杀菌剂添加仪、48二号清水导管、49反吸水箱、50反吸水泵、51污泥回流阀、52斜管、53

二号排空管道、54三号液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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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4] 请参阅图1，一种组合MBR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包括收集池1、调节池2、厌氧池3、缺

氧池4、好氧池5、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6、MBR膜池7、清水池8，收集池1旁设置有垃圾收集

区9，收集池1通过管道连接有调节池2，调节池2内设置有一号液位开关10，一号液位开关10

一侧固定安装有提升泵11，提升泵11出水口固定连接有一号污水管道12，一号污水管道12

出口固定连接于厌氧池3，厌氧池3进水池口固定安装有细格栅13，厌氧池3池底固定安装有

一号潜水搅拌机14，厌氧池3旁设置有缺氧池4，厌氧池3设置有水孔与缺氧池4连通，缺氧池

4内设置有二号液位开关15，液位开关两侧各固定安装有两个二号潜水搅拌机16，缺氧池4

固定连接有二号污水管道17，二号污水管道17上固定安装有抽水电机18，二号污水管道17

与好氧池5连接，好氧池5固定连接有一号排空管道19，好氧池5固定连接有三号污水管道

20，三号污水管道20与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6相连接，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6内部固定

安装有斜管52，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6中心固定安装有中心传动刮泥机21，中心传动刮泥

机21下部设置有污泥斗22，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6设置有出水三角溢流堰23，出水三角溢

流堰23固定安装有四号污水管道24，四号污水管道24连接有三组分支管25，每组分支管25

末端连接有MBR膜池7，MBR膜池7内部设置有两组MBR处理仪26，MBR处理仪26旁设置有三号

液位开关54，所述MBR膜池77连接有二号排空管道53，MBR处理仪26均固定连接有五号污水

管道27，五号污水管道27固定连接有抽吸泵28，抽吸泵28出口固定连接有六号污水管道29，

六号污水管道29固定连接于清水池8，清水池8内设置有四号液位开关30，清水池8固定连接

有一号清水导管31，一号清水导管31上固定安装有高山水池加压泵32。

[0015] 本实用新型中，好氧池5内设置有曝气棒33，曝气棒33连接有气体导管34，气体导

管34另一端分别与三组MBR处理仪26连接，气体导管34中部连接有罗茨鼓风机35，这样可以

将氧气高效地传递于任何深度的曝气池中使得高浓度污水处理效果更加明显；污泥斗22连

接有一号污泥导通管36，一号污泥导通管36上固定连接有污泥回流阀51，一号污泥导通管

36末端分别连接有二号污泥导通管37和三号污泥导通管38，二号污泥导通管37与细格栅13

连接，三号污泥导通管38与MBR膜池7连通，三号污泥导通管38上设置有MBR回流泵39，通过

本设置可以使回流污泥带入聚磷菌进行释磷和反硝化脱氮使得污水处理优质；二号污泥导

通管37中部设置有四号污泥导通管40，四号污泥导通管40连通有污泥浓缩池41，污泥浓缩

池41内设置有五号液位开关42，污泥浓缩池41固定连接有污泥处理管43，污泥处理管43上

固定安装有污泥螺杆泵44，污泥处理管43与污泥压滤机45相连接，污泥处理管43上连接有

絮凝剂添加仪46，设置污泥处理流程可以将污泥正规化排放从而有效保护环境；六号污水

管道29上连接有杀菌剂添加仪47，所述五号污水管道27上连接有二号清水导管48，所述二

号清水导管48与反吸水箱49相连接，所述二号清水导管48上固定连接有反吸水泵50，设置

杀菌添加仪、反吸水箱49、反吸水泵50进行抽吸出水杀菌使得污水处理结果更优质。

[001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使用时，通过收集池1将污水进行收集，然后送达调节

池2，之后通过提升泵11将污水通过一号污水管道12送到厌氧池3，厌氧池3的细格栅13将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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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隔离出去，污水进入厌氧池3，兼性厌氧菌将污水中的易降解有机物转化成VFAs，回流污

泥带入的聚磷菌将体内的聚磷分解，污水通过水孔进入缺氧区，反硝化细菌就利用混合液

回流带入的硝酸盐及进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反硝化脱氮，之后污水通过二号污水管道17进入

好氧池5，进入好氧池5后，聚磷菌吸收利用污水中残留的易降解BOD，主要分解体内储存的

PHB产生能量供自身生长繁殖，并主动吸收环境中的溶解磷，之后污水通过三号污水管道20

进入组合八角型斜管沉淀池6，进行泥水分离，上清液作为处理水通过四号污水管道24进入

MBR膜池7，沉淀污泥通过中心传动刮泥机21将其刮到污泥斗22中，污泥斗22中污泥的一部

分通过一号污泥导通管36和二号污泥导通管37回流厌氧池3，另一部分作为剩余污泥排放，

污水进入MBR膜池7后进行污水最后处理，之后污水通过五号污水管道27和六号污水管道29

排放到清水池8，继而清水池8通过一号清水管31将其排放使用。

[001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

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1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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