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161549.3

(22)申请日 2018.09.30

(71)申请人 广东中林建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510700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广新路

792号405单元

(72)发明人 彭承春　黄彦英　张茂粘　

(51)Int.Cl.

C02F 3/34(2006.01)

 

(54)发明名称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针对容易对

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生活污水

处理系统，该技术方案如下：包括污水管、排水沟

以及蓄水箱，蓄水箱内设有污水泵，污水泵连通

渗灌管网，排水沟包括雨水沟与污水沟，雨水沟

位于污水沟内且雨水沟与污水沟之间留有间距

以形成排污腔，排污腔两端封闭且与污水管以及

蓄水箱连通，排水沟顶部开有若干连通排污腔的

种植孔，排水沟种植有若干水生植物，水生植物

的根部设有生物膜，雨水沟侧壁上开有连通排污

腔的溢流孔。利用微生物处理生活污水，利用水

生植物为微生物供氧，利用污水中的营养物质为

水生植物提供养分，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保证

污水处理的效果以及稳定性，无需外加能源，节

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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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包括收集建筑(1)污水以排放的污水管(11)、与

污水管(11)连通的排水沟(3)以及与排水沟(3)连通的蓄水箱(5)，所述蓄水箱(5)内设有污

水泵，所述污水泵的出水孔连通位于庄稼土地内的渗灌管网，所述排水沟(3)包括雨水沟

(31)与污水沟(32)，所述雨水沟(31)位于污水沟(32)内且雨水沟(31)与污水沟(32)之间留

有间距以形成排污腔(33)，所述排污腔(33)两端封闭且与污水管(11)以及蓄水箱(5)连通，

所述蓄水箱(5)与排污腔(33)连通处位于污水管(11)与排污腔(33)连通处的下游，所述雨

水沟(31)顶部与污水沟(32)顶部通过连接板(6)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板(6)上开有若干连通

排污腔(33)的种植孔(61)，所述排水沟(3)通过种植孔(61)种植有若干水生植物(4)，所述

水生植物(4)的根部设有生物膜，所述雨水沟(31)侧壁上开有连通排污腔(33)的溢流孔

(3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种植孔(61)内设有密封环

(611)，所述密封环(611)的内侧壁与水生植物(4)茎部抵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密封环(611)由吸水膨胀

橡胶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雨水沟(31)设有通闭溢流

孔(311)的密封片(31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密封片(312)由弹性材料

制成，所述密封片(312)抵接于雨水沟(31)朝向污水沟(32)的侧壁，所述密封片(312)顶部

与雨水沟(31)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密封片(312)由橡胶制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雨水沟(31)设有覆盖溢流

孔(311)的过滤件(31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排污腔(33)通过排污管

(52)与蓄水箱(5)连通，所述排污管(52)上设有通闭排污管(52)的阀门(52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排污管(52)有若干个，部

分所述排污管(52)连通雨水沟(31)侧壁与污水沟(32)侧壁之间的排污腔(33)空间，部分所

述排污管(52)连通雨水沟(31)底壁与污水沟(32)底壁之间的排污腔(33)空间。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排水沟(3)包括以下质量

份数的组分：

聚四氟乙烯100份；

聚酰亚胺20-25份；

火山纤维20-30份；

有机蒙脱土10-12份；

金刚砂3-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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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生活污水是居民日常生活中排出的废水，主要来源于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如住

宅、机关、学校、医院、商店、公共场所及工业企业卫生间等。生活污水所含的污染物主要是

有机物(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尿素、氨氮等)和大量病原微生物(如寄生虫卵和肠道

传染病毒等)。存在于生活污水中的有机物极不稳定，容易腐化而产生恶臭。细菌和病原体

以生活污水中有机物为营养而大量繁殖，可导致传染病蔓延流行。因此，生活污水排放前必

须进行处理。

[0003] 在生物法中，生活污水与生物膜或活性污泥中的厌氧和好氧微生物接触，通过微

生物的生长繁殖和新代谢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去除；但是好氧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需要用风机

鼓风，为其提供长期的、大量的氧气，而风机运行需要消耗大量电能，运行时的噪音较大，容

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还有改进空间。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具有

节能环保的优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收集建筑污水以排放的污水管、与污水管连通的排

水沟以及与排水沟连通的蓄水箱，所述蓄水箱内设有污水泵，所述污水泵的出水孔连通位

于庄稼土地内的渗灌管网，所述排水沟包括雨水沟与污水沟，所述雨水沟位于污水沟内且

雨水沟与污水沟之间留有间距以形成排污腔，所述排污腔两端封闭且与污水管以及蓄水箱

连通，所述蓄水箱与排污腔连通处位于污水管与排污腔连通处的下游，所述雨水沟顶部与

污水沟顶部通过连接板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板上开有若干连通排污腔的种植孔，所述排水

沟通过种植孔种植有若干水生植物，所述水生植物的根部设有生物膜，所述雨水沟侧壁上

开有连通排污腔的溢流孔。

[000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水生植物的根系盘绕在排污腔内且水中水生植物的根系

上设有生物膜，利用微生物对排污腔内的生活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分解以进行生活污水处

理，利用水生植物为微生物供氧，利用污水中的营养物质为水生植物提供养分，构成完整的

生态系统，使得生态系统稳定，保证污水处理的效果以及稳定性，且无需外加能源，节能环

保；通过设置溢流孔，使得暴雨时，雨水沟的排水能力不足可通过污水沟辅助排水，提高排

水能力；经过处理后生活污水再用于渗灌，为庄稼提供养分的同时，减少污水中有机物含

量，减少有机物在土壤中腐化时产生大量异味的情况。

[0008] 优选的，所述种植孔内设有密封环，所述密封环的内侧壁与水生植物茎部抵接。

[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密封环封闭种植孔与水生植物茎部之间的间隙，减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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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水从排污腔内溢出的情况，同时减少生活污水产生异味并溢出空气中的情况。

[0010] 优选的，所述密封环由吸水膨胀橡胶制成。

[001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吸水膨胀橡胶吸水膨胀的特性，使得水生植物种植后，通

过水分使得密封环膨胀以抵紧水生植物茎部，保证密封效果，同时当中水生植物枯萎后，通

过吹干密封环，使得密封环复原以方便更换水生植物。

[0012] 优选的，所述雨水沟设有通闭溢流孔的密封片。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密封片，减少生活污水从溢流孔流出至雨水沟内导

致生活污水在雨水沟内残留导致产生异味的情况，同时减少排污腔内生活污水产生异味并

溢出空气中的情况。

[0014] 优选的，所述密封片由弹性材料制成，所述密封片抵接于雨水沟朝向污水沟的侧

壁，所述密封片顶部与雨水沟固定连接。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密封片有弹性材料制成，使得雨水沟内的液面较高且排

污腔内液面较低时，通过水压差使得密封片打开，进而使得雨水沟中的雨水通过溢流孔流

入排污腔内，以提高排水沟的排水能力，减少洪涝的情况。

[0016] 优选的，所述密封片由橡胶制成。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橡胶提供较好的密封效果，使得减少生活污水从溢流孔

溢出的效果较佳。

[0018] 优选的，所述雨水沟设有覆盖溢流孔的过滤件。

[001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过滤件覆盖溢流孔，减少下雨时，雨水中的杂物从溢流孔

进入排污腔内的情况。

[0020] 优选的，所述排污腔通过排污管与蓄水箱连通，所述排污管上设有通闭排污管的

阀门。

[002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阀门调节排污腔的排水速度，进而调节排污腔内的液面

高度，保持足够的生活污水以保证水生植物的存活条件。

[0022] 优选的，所述排污管有若干个，部分所述排污管连通雨水沟侧壁与污水沟侧壁之

间的排污腔空间，部分所述排污管连通雨水沟底壁与污水沟底壁之间的排污腔空间。

[002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通闭位于不同位置上的排污管，以调节排污腔内的液面

高度，使得液面高度维持较为稳定的状态，保证水生植物的生长环境。

[0024] 优选的，所述排水沟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25] 聚四氟乙烯  100份；

[0026] 聚酰亚胺  20-25份；

[0027] 火山纤维  20-30份；

[0028] 有机蒙脱土  10-12份；

[0029] 金刚砂  3-5份。

[003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以聚四氟乙烯作为基体材料，利用聚四氟乙烯的自润滑

特性，减少水流对排水沟的冲刷摩擦力，配合聚四氟乙烯较好的耐腐蚀性，提高排水沟的使

用寿命；通过聚酰亚胺以及金刚砂，提高排水沟的耐磨性能，延长排水沟的使用寿命；通过

聚酰亚胺、火山纤维以及有机蒙脱土阻隔热量传导，减少外界环境温度对排污腔内温度的

影响，使得排污腔内生态环境更为稳定；通过火山纤维补强，提高排水沟的结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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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2] 1 .利用微生物处理排污腔内的生活污水，利用水生植物为微生物供氧，利用污水

中的营养物质为水生植物提供养分，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保证污水处理的效果以及稳定

性，且无需外加能源，节能环保；

[0033] 2.通过设置溢流孔，使得暴雨时，雨水沟的排水能力不足可通过污水沟辅助排水，

提高排水能力；

[0034] 3.经过处理后生活污水再用于渗灌，为庄稼提供养分的同时，减少污水中有机物

含量，减少有机物在土壤中腐化时产生大量异味的情况；

[0035] 4.利用吸水膨胀橡胶制备密封环，方便更换水生植物；

[0036] 5.通过聚酰亚胺、火山纤维以及有机蒙脱土阻隔热量传导，使得排污腔内生态环

境更为稳定。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中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为本发明中用于示意排污管结构的示意图；

[0039] 图3为本发明中用于示意排水管内部结构的示意图；

[0040] 图4为图3中A部的放大示意图。

[0041] 图中：1、建筑；11、污水管；2、地面；3、排水沟；31、雨水沟；311、溢流孔；312、密封

片；313、过滤件；314、下水管；32、污水沟；33、排污腔；4、水生植物；5、蓄水箱；51、灌溉管；

52、排污管；521、阀门；6、连接板；61、种植孔；611、密封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3] 实施例1

[0044] 一种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参照图1，包括设置于建筑1上用以汇集建筑1内各单元的

生活污水的污水管11、固定于地面2且与污水管11连通的排水沟3、与排水沟3连通的蓄水箱

5，蓄水箱5内设有污水泵，污水泵的出水口连通有灌溉管51，灌溉管51与埋设于庄稼土地内

的渗灌管网连通，排水沟3上种植有水生植物4，水生植物4的根部设有生物膜。

[0045] 参照图2以及图3，排水沟3包括雨水沟31以及污水沟32，雨水沟31位于污水沟32

内，雨水沟31与污水沟32之间留有间距以形成排污腔33，雨水沟31与污水沟32顶部平齐且

通过连接板6固定连接，排污腔33两端封闭，排污腔33一端与污水管11连通，另一端通过排

污管52与蓄水箱5连通，雨水沟31还连通有贯穿排污腔33的下水管314，下水管314与排水系

统连通。

[0046] 排污管52有若干个，部分排污管52连通排污腔33位于雨水沟31侧壁与污水沟32侧

壁之间的空间，部分排污管52连通排污腔33位于雨水沟31底壁与污水沟32底壁之间的空

间，即若干排污管52与排污腔33连通口的高度不一，具体的，本实施例中排污管52共三个，

其中两个连通于雨水沟31两侧另外一个连通于雨水沟31下方。

[0047] 每个排污管52上均连通有通闭排污管52的阀门521，阀门521采用本领域通用的阀

门521，具体的，本实施例中阀门521为手动的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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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参照图3以及图4，雨水沟31的两侧壁上开有溢流孔311，溢流孔311有多个且沿雨

水沟31的长度方向分布，雨水沟31上固定连接有覆盖溢流孔311的过滤件313，过滤件313采

用本领域通用的过滤件313，具体的，本实施例中，过滤件313为过滤网。

[0049] 雨水沟31朝向污水沟32的侧壁上设有通闭溢流孔311的密封片312，密封片312由

弹性材料制成，密封片312顶部与雨水沟31固定连接且连接处位于溢流孔311上方，密封片

312底部通过弹力抵接在雨水沟31朝向污水沟32的侧壁上，密封片312采用本领域通用的弹

性材料制成，具体的，本实施例中，密封片312由橡胶制成。

[0050] 溢流孔311距离雨水沟31底部的距离为雨水沟31深度的三分之二。

[0051] 连接板6上开有种植孔61，水生植物4通过种植孔61伸入污水腔内以种植，水生植

物4的根部在污水腔内盘绕延伸，生物膜覆盖在水生植物4的根部上，水生植物4采用本领域

通用的水生植物4，具体的，本实施例中，水生植物4采用芦苇。

[0052] 种植孔61上设有密封环611，密封环611的外壁与种植孔61的内壁固定连接，密封

环611由遇水膨胀橡胶制成，密封环611吸水后，密封环611的内壁与水生植物4的茎部抵紧

以密封种植孔61与水生植物4之间的间隙。

[0053] 排水沟3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54] 聚四氟乙烯100份；聚酰亚胺20份；火山纤维20份；有机蒙脱土10份；金刚砂3份。

[0055] 火山纤维长度为2mm。

[0056] 排水沟3的制备方法如下：

[0057] 将聚四氟乙烯以及聚酰亚胺加入搅拌釜中，加热至350℃，转速1000r/min，搅拌

60s，加入火山纤维以及金刚砂，转速1500r/min，搅拌30s，加入有机蒙脱土，转速2000r/

min，搅拌60s，排料至双螺杆挤出机挤出成型。

[0058] 挤出成型时，通过水冷冷却，冷却水温控制恒温15℃。

[0059] 本实施例的工况及原理如下：

[0060] 安装时，将排水沟3通过胶黏剂固定在地面2预留凹槽中，连接污水管11与排水沟3

并通过硅酮密封胶密封，连接排污管52与排水沟3并通过硅酮密封胶密封，将密封片312、过

滤件313以及密封环611通过胶黏剂固定连接以安装。

[0061] 将水生植物4根部覆盖生物膜后，将水生植物4从种植孔61处插入排污沟内，然后

在密封环611处洒水以使密封环611膨胀进而固定水生植物4茎部并完成密封。

[0062] 将连通口位于雨水沟31两侧的排污管52上的阀门521打开，将连通口位于雨水沟

31下方的排污管52上的阀门521关闭。

[0063] 建筑1排放生活污水时，通过污水管11收集并导流至排污腔33内，生活污水在排污

腔33内流动，通过水生植物4上的生物膜分解生活污水中的有机物以处理生活污水。

[0064] 当排污腔33内液面升高至到达阀门521开启的排污管52上时，通过排污管52排入

蓄水箱5内，通过蓄水箱5内的污水泵抽吸被处理过的生活污水并通过灌溉管51供给至庄稼

土地里的渗灌管网，利用处理过的生活污水为庄稼提供养分，同时利用庄稼土地内的微生

物对生活污水进一步处理，实现废水利用，且污水处理时，无需外加能源，节能环保。

[0065] 下雨时，雨水通过雨水沟31导流并通过下水管314排放至排水系统中，若雨水过

多，雨水沟31排水能力不足，通过将连通口位于雨水沟31下方的排污管52上的阀门521打

开，使得生活污水大部分排入蓄水箱5内，利用雨水沟31内液面与排污腔33内液面高度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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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液压差，驱动密封片312打开，利用溢流孔311将雨水排放至排污腔33内，以提高排水能

力，减少局部洪涝的情况。

[0066] 通过水生植物4吸收阳光以及二氧化碳，通过水生植物4的根部为生物膜中的微生

物供氧，通过生活污水为水生植物4提供养分，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使得生态环境稳定，进

而使得通过微生物处理生活污水的效果稳定持久。

[0067] 通过密封环611由吸水膨胀橡胶制成，使得水生植物4枯萎后，通过风干或烘干密

封环611使得密封环611回复原有大小，方便水生植物4更换。

[0068] 通过密封环611密封种植孔61，减少生活污水溢出的情况，同时减少生活污水产生

异味并扩散至空气中的情况。

[0069] 通过密封片312密封溢流孔311，减少生活污水溢出至雨水沟31中产生残留导致产

生异味的情况。

[0070] 通过设置过滤件313减少雨水沟31中排放雨水时，杂物从溢流孔311进入排污腔33

内，减少堵塞排污腔33的可能。

[0071] 通过设置于排污管52上的阀门521，可方便调节排污腔33排放生活污水的速度，进

而使得排污腔33内液面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保持生态环境的稳定以及保证污水处理的效

果。

[0072] 通过采用聚四氟乙烯作为排污管52的基体材料，利用聚四氟乙烯的自润滑特性，

减少水流冲刷时对排污管52的摩擦力，进而减少水流各个位置上的流速差，使得生活污水

处理效果较为均匀，同时减少对排污管52的磨损，利用聚四氟乙烯耐化学性以及耐候性较

好的特性，使得排水沟3适用于情况复杂的生活污水，保证使用寿命。

[0073] 通过加入聚酰亚胺增加聚四氟乙烯的强度，同时增加排水管的隔热效果，阻碍外

界环境温度导热至排污腔33内导致排污腔33内温度变化的情况，使得排污腔33内稳定较为

稳定，使得生态环境较为稳定。

[0074] 通过加入火山纤维对聚四氟乙烯补强，提高排水管的结构强度，提高稳定性，同时

利用火山纤维较好的隔热效果，减少外界环境温度对排污腔33内温度的影响，使得排污腔

33内生态环境较为稳定。

[0075] 通过加入有机蒙脱土以利用有机蒙脱土的层结构使得聚四氟乙烯内形成复杂的

通道，起到隔热的效果，减少外界环境温度对排污腔33内温度的影响，使得排污腔33内生态

环境较为稳定，同时使得侵蚀聚四氟乙烯内部结构的有害分子难以进入，延长排水管的使

用寿命。

[0076] 通过加入金刚砂，对聚四氟乙烯起到一定的补强效果，同时增加聚四氟乙烯的耐

磨性能，减少雨水、生活污水、固体悬浮物以及杂物等在流动时对排水管的磨损，延长排水

管的使用寿命。

[0077] 实施例2

[0078]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0079] 排水沟3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80] 聚四氟乙烯100份；聚酰亚胺22份；火山纤维25份；有机蒙脱土11份；金刚砂4份。

[0081] 火山纤维长度为2mm。

[0082]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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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0084] 排水沟3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85] 聚四氟乙烯100份；聚酰亚胺24份；火山纤维28份；有机蒙脱土11.5份；金刚砂3.5

份。

[0086] 火山纤维长度为2mm。

[0087] 实施例4

[0088]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0089] 排水沟3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90] 聚四氟乙烯100份；聚酰亚胺25份；火山纤维30份；有机蒙脱土12份；金刚砂5份。

[0091] 火山纤维长度为2mm。

[0092] 比较例1

[0093] 聚四氟乙烯100份。

[0094] 将聚四氟乙烯加入搅拌釜中，加热至350℃，转速1000r/min，搅拌60s，转速1500r/

min，搅拌30s，转速2000r/min，搅拌60s，排料至双螺杆挤出机挤出成型。

[0095] 挤出成型时，通过水冷冷却，冷却水温控制恒温15℃。

[0096] 具体检测数据见表1

[0097] 根据GB/T10294-2008《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法)检测

排水管的导热系数。

[0098] 根据GB/T9867-2008《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旋转辊筒式磨耗

机法)检测排水管的磨耗指数。

[0099] 表1排水管检测数据

[0100]

  比较例1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导热系数(W/(m﹒℃) 0.24 0.11 0.09 0.08 0.08

磨耗指数 245 289 295 298 301

[0101] 根据表1可得，通过加入聚酰亚胺、火山纤维以及有机蒙脱土有效降低排水管的导

热系数，使得隔热效果明显提升，同时，随着聚酰亚胺、火山纤维以及有机蒙脱土加入量的

上升，导热系数呈下降趋势。

[0102] 通过加入金刚砂，有效提高排水管的磨耗指数，使得耐磨性能明显提升，同时随着

金刚砂加入量的增加，磨耗指数呈上升趋势。

[010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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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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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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