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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移动式污水处理车，包括

移动式汽车底盘和安装于汽车底盘上的集装箱，

集装箱内部集成有MBR污水处理系统。本发明采

用汽车底盘作为集装箱内MBR污水处理系统的转

载工具，起到随来随用、灵活转场的作用，最大程

度地提高了污水处理车的使用范围，可以一车多

用，降低单位污水处理的成本，特别适用于多点

小量污水的处理；而集装箱主要起到容纳集装箱

内MBR污水处理系统，以实现占地面积小，操作简

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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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式污水处理车，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式汽车底盘(1)和安装于所述汽车底

盘(1)上的集装箱(2)，所述集装箱(2)内部集成有MBR污水处理系统；

所述MBR污水处理系统包括：调节池(21)、MBR生物反应池(22)和膜组件系统(23)、加药

清洗系统(24)、清水池(25)，其中，

所述调节池(21)用于对污水的水力停留时间进行调整并对污水进行匀化，所述调节池

(21)连接有用于排出所述调节池(21)内污水的第一出水管(210)；

所述MBR生物反应池(22)设置于所述调节池(21)之后，所述MBR生物反应池(22)顶部连

接有与所述第一出水管(210)连通的第一进水管(220)；

所述调节池(21)与所述MBR生物反应池(22)之间设置有用于将所述调节池(21)内的污

水泵入所述MBR生物反应池(22)内的水泵(26)，所述水泵(26)分别连通所述第一出水管

(210)和所述第一进水管(220)；

所述MBR生物反应池(22)底部设有曝气管道(221)，所述曝气管道(221)与设置于所述

MBR生物反应池(22)外部的风机(27)连通；

所述膜组件系统(23)连接有与所述MBR生物反应池(22)内连通的回流通道、以及用于

排出经所述膜组件系统(23)过滤后产生的透过液的第二出水管(230)；

所述加药清洗系统(24)连接于所述膜组件系统(23)之后，其包括加药罐(240)、分别与

所述加药罐(240)连接的第二进水管(241)和反冲洗管(242)，所述加药罐(240)通过所述第

二进水管(241)与所述清水池(25)连通，所述加药罐(240)通过所述反冲洗管(242)连通至

所述膜组件系统(23)；

所述清水池(25)设置于所述加药清洗系统(24)之后，所述清水池(25)与所述第二出水

管(230)连通以容纳所述膜组件系统(23)产生的透过液，所述清水池(25)还设有供清水池

(25)中的透过液达到设定量时排出的排水口；

所述膜组件系统(23)外置于所述MBR生物反应池(22)之后，所述膜组件系统(23)通过

回流管(231)与所述MBR生物反应池(22)连通，所述膜组件系统(23)产生的浓缩液通过所述

回流管(231)回流至所述MBR生物反应池(22)内；

所述MBR污水处理系统还包括设置于所述调节池(21)前端、用于对污水进行前端处理

的选配池系统(20)，所述选配池系统(20)设有用于供外部污水进入的污水流入管(200)；所

述选配池系统(20)包括用于对污水进行沉淀处理的沉淀池，以对从所述污水流入管(200)

流入的污水进行初步的沉淀以实现泥水分离或者悬浮物的拦截，还包括用于对污水进行厌

氧/好氧工艺处理的生化池，所述生化池包括依序连接的厌氧池和好氧池，厌氧池和好氧池

内均设置生物填料；

所述MBR污水处理系统还包括设置于所述集装箱(2)的尾部的PLC控制系统(28)，所述

PLC控制系统(28)具有人机界面，用于对所述MBR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可视化管理和智能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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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污水处理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设备领域，特别地，涉及一种移动式污水处理车。

背景技术

[0002] MBR(Membrane  Bio-Reactor，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工艺是一种将膜分离技术与生

物技术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污水处理与回用工艺，近些年来在污水处理领域发展态势

良好。MBR与其他处理工艺相比，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负荷的能力。同时由于膜组件系统的分

离作用，使得生物反应器中的水力停留时间(HRT)和污泥停留时间(SRT)完全分开，那些生

长缓慢、世代时间较长的微生物(如硝化细菌)也能在反应器中生存下来，保证了MBR除具有

高效降解有机物的作用外，还具有良好的硝化、反硝化作用。

[0003] 目前MBR污水处理工艺的缺点主要是其处理方式一般都是采取处理站的模式，占

地规模整体上比较大且只适用于大型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垃圾场的渗滤液处理等大型

处理场合，不能够处理太小规模的污水，因为这样会大大提高污水的处理成本。

[0004] 但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随着“水十条”的颁布，乡镇污水将来也会

纳入到严格的排放范围内，规模较大的城镇可以采用传统的站式MBR处理工艺进行污水处

理，但规模较小的乡镇由于污水产生量较少采用传统的MBR处理工艺就显得得不偿失；另一

方面在城乡结合处的乡村、镇也产生了大量的垃圾中转站，由于此些地段大多数没有地下

管网造成垃圾中转站内的垃圾渗滤液无处排放，一般采取乱排处理或者集中收集处理，但

由于其产生量更小，按照目前MBR常规的处理站模式显然是更加不可行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移动式污水处理车，以解决现有的污水处理站模式占地面积

大、适用范围小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移动式污水处理车，包括移动式汽车底盘和安装于汽车底盘上的集装箱，集

装箱内部集成有MBR污水处理系统.

[0008] 进一步地，MBR污水处理系统包括：调节池、MBR生物反应池和膜组件系统、加药清

洗系统、清水池，其中，调节池用于对污水的水力停留时间进行调整，调节池连接有用于排

出调节池内污水的第一出水管；MBR生物反应池设置于调节池之后，MBR生物反应池顶部连

接有与第一出水管连通的第一进水管；膜组件系统连接有与MBR生物反应池内连通的回流

通道、以及用于排出经膜组件系统过滤后产生的透过液的第二出水管；加药清洗系统连接

于膜组件系统之后，其包括加药罐、分别与加药罐连接的第二进水管和反冲洗管，加药罐通

过第二进水管与清水池连通，加药罐通过反冲洗管连通至膜组件系统；清水池设置于加药

清洗系统之后，清水池与第二出水管连通以容纳膜组件系统产生的透过液。

[0009] 作为其中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膜组件系统置于MBR生物反应池内，膜组件系统产

生的浓缩液直接回流至MBR生物反应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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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另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膜组件系统外置于MBR生物反应池之后，膜组件系统

通过回流管与MBR生物反应池连通，膜组件系统产生的浓缩液通过回流管回流至MBR生物反

应池内。

[0011] 进一步地，调节池与MBR生物反应池之间设置有用于将调节池内的污水泵入MBR生

物反应池内的水泵，水泵分别连通第一出水管和第一进水管。

[0012] 进一步地，MBR生物反应池底部设有曝气管道，曝气管道与设置于MBR生物反应池

外部的风机连通。

[0013] 可选地，MBR污水处理系统还包括设置于调节池前端、用于对污水进行前端处理的

选配池系统，选配池系统设有污水流入管。进一步可选地，选配池系统包括用于对污水进行

沉淀处理的沉淀池。同样可选地，选配池系统包括用于对污水进行厌氧/好氧工艺处理的生

化池。

[0014] 进一步地，MBR污水处理系统还包括设置于集装箱的尾部的PLC控制系统，PLC控制

系统具有人机界面，用于对MBR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可视化管理和智能控制。

[0015] 本发明采用汽车底盘作为集装箱内MBR污水处理系统的转载工具，起到随来随用、

灵活转场的作用，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污水处理车的使用范围，可以一车多用，降低单位污水

处理的成本，特别适用于多点小量污水的处理；而集装箱主要起到容纳集装箱内MBR污水处

理系统，以实现占地面积小，操作简单的目的。

[0016] 除了上面所描述的目的、特征和优点之外，本发明还有其它的目的、特征和优点。

下面将参照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7]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移动式污水处理车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移动式污水处理车第一实施例的集装箱及其内部结构的的系统布局

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移动式污水处理车第二实施例的集装箱及其内部结构的的系统布局

示意图。

[0021] 附图标号说明：

[0022] 1、汽车底盘；2、集装箱；20、选配池系统；200、污水流入管；21、调节池；210、第一出

水管；22、MBR生物反应池；220、第一进水管；221、曝气管道；23、膜组件系统；230、第二出水

管；231、回流管；24、加药清洗系统；240、加药罐；241、第二进水管；242、反冲洗管；25、清水

池；26、水泵；27、风机；28、PLC控制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24] 参照图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移动式污水处理车，包括移动式汽车底盘1和安装于

汽车底盘1上的集装箱2。汽车底盘1主要起到灵活移动的作用，可以实现同一区域不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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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时转场，特别适用于多点小量污水的处理。而集装箱2主要起到容纳MBR污水处理系统

的各个子系统，以实现占地面积小，操作简单，智能化的目的。

[0025] 参照图2，作为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集装箱2内部集成有MBR污水处理系统，MBR污

水处理系统从车头至车尾方向依序包括：选配池系统20、调节池21、MBR生物反应池22和膜

组件系统23、加药清洗系统24、清水池25。

[0026] 选配池系统20设置于调节池21前端，其设有污水流入管200，用于供外部污水进

入。选配池系统20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选配(比如污水处理量、处理要求、转场距离、

污水点数量、工作频率等)，其主要是实现前端的A/O(厌氧/好氧)工艺，初步降低污水中的

COD、NH3-N和TP等污染物。例如，选配池系统20可以包括用于对污水进行沉淀处理的沉淀

池，以对从污水流入管200流入的污水进行初步的沉淀以实现泥水分离或者悬浮物的拦截。

选配池系统20也可以包括用于对污水进行A/O(厌氧/好氧)工艺处理的生化池。具体地，生

化池包括依序连接的厌氧池和好氧池，厌氧池和好氧池内均设置生物填料。选配池系统20

也可以为沉淀池和生化池的组合。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

[0027] 调节池21主要是对污水的水力停留时间(HRT)进行调整，并对污水进行匀化，提高

整套工艺的稳定性，以保证后续工艺的顺利进行。调节池21位于选配池系统20之后。调节池

21连接有用于排出调节池21内污水的第一出水管210。

[0028] MBR生物反应池22设置于调节池21之后。MBR生物反应池22主要通过池内的生化反

应进一步降低污水的COD、NH3-N和TP等污染物，并通过气浮作用去除污水中较大颗粒的固

体悬浮物。MBR生物反应池22顶部连接有与第一出水管210连通的第一进水管220。调节池21

与MBR生物反应池22之间设置有的水泵26，水泵26分别连通第一出水管210和第一进水管

220，用于将调节池21内的污水泵入MBR生物反应池22内进行生化处理。MBR生物反应池22底

部设有曝气管道221，曝气管道221与设置于MBR生物反应池22外部的风机27连通。风机27主

要是为MBR生物反应池22进行曝气处理，一方面对污水起到气浮的效果，另一方面对MBR生

物反应池22内提供生化反应所需的氧气。

[0029] 膜组件系统23连接有用于排出经膜组件系统23过滤后产生的透过液的第二出水

管230、以及与MBR生物反应池22内连通的回流通道。膜组件系统23系统主要是进一步去除

污水中残存的细小固体悬浮物，起到最终的固液分离效果，同时进一步降低污水中的COD、

NH3-N和TP等污染物。其实现方式为MBR生物反应池22内的污水通过膜组件系统23(MBR平板

膜)的过滤效果，产生浓缩液和透过液(清水)两种成分，浓缩液回流至MBR生物反应池22进

行进一步的生化反应，清水则进入后端的清水池25内贮存。

[0030] 本实施例中，膜组件系统23与MBR生物反应池22为分置式结构。具体地，膜组件系

统23外置于MBR生物反应池22之后，膜组件系统23通过回流管231与MBR生物反应池22连通，

膜组件系统23产生的浓缩液通过回流管231回流至MBR生物反应池22内。分置式结构中的膜

组件系统23与MBR生物反应池22各自独立，可有效避免相互之间的交叉影响；单位面积通水

量大；运行稳定可靠，易操作。分置式结构的膜组件系统23易于拆卸清洗。

[0031] 加药清洗系统24连接于膜组件系统23系统之后，主要是用于对膜组件系统23进行

定期清洗。其实现方式是采用清水池25内的水和相应的化学药剂进行清洗液的调配。具体

地，加药清洗系统24包括内部容纳有化学药剂的加药罐240、分别与加药罐240连接的第二

进水管241和反冲洗管242。加药罐240通过第二进水管241与清水池25连通。加药罐240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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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冲洗管242连通至膜组件系统23。清水池25设置于加药清洗系统24之后，清水池25与第二

出水管230连通以容纳膜组件系统23产生的透过液亦即清水。清水池25内的清水通过第二

出水管230进入加药罐240中，与其中的化学药剂混合调配形成清洗液，清洗液通过反冲洗

管242流至膜组件系统23对齐进行化学清洗。加药清洗系统24的设置能够有效利用膜组件

系统23对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清水对膜组件系统23进行冲洗，节约资源的同时能够保证膜组

件系统23的处理效率和效果。

[0032] 清水池25主要用于容纳膜组件系统23产生的透过液(清水)，并为加药清洗系统24

提供调配清洗液用的清水，以提高清水的利用效率。清水池25还设有供清水池25中的透过

液达到设定量时排出的排水口。

[0033] MBR污水处理系统还包括设置于集装箱2尾部的PLC控制系统28，PLC控制系统28具

有人机界面，用于对MBR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可视化管理和智能控制，比如采用一键启动、一

键维护等。PLC控制系统28的设置大大降低整机操作难度，降低维护成本。

[0034] 图3中作为另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膜组件系统23与MBR生物反应池22为一体式结

构。具体地，本实施例中，膜组件系统23置于MBR生物反应池22内，膜组件系统23产生的浓缩

液直接回流至MBR生物反应池22内。一体式MBR污水处理工艺具有整体性强，节约用地面积；

无需大功率循环泵，因而运行费用低等优点。

[0035] 本发明的移动式污水处理车采用汽车底盘1作为MBR污水处理系统的转载工具，可

以实现灵活转场，提高MBR污水处理系统的机动性能，适用范围广；采用集装箱2集成MBR污

水处理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大大减少了MBR污水处理系统占地面积；可以实现小规模、多地

点的协同处理，降低单位污水的处理成本；采用PLC智能控制系统和人机界面，大大降低了

系统操作及维护难度，人性化设计好；整体设计紧凑，外形美观、大方，给人以“高、大、上”的

感觉；整体实现了高效、低耗、环保、经济的运行。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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