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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

统，属于涉及污水处理设备领域。通过生物膜和

自生动态膜完成对污水处理；通过利用罐体空间

设置预处理区、生物反应区、膜过滤区、沉积过滤

槽和自动阀门等，将污水实现循环处理，特别是

对各种沉积物清洁循环，实现系统的自处理、自

清洁清洗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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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水平设置的罐体；所述罐体两端对应设置有进

水口和出水口，所述罐体内隔分形成预处理区、生物反应区和膜过滤区；其特征在于：所述

预处理区为设置在罐体内的底部隔板与罐体内两端及底部间隔成的U型预处理通道；预处

理通道一端对应连通进水口，另一端水平连接设置在生物反应区上方的布水管；所述生物

反应区和膜过滤区位于预处理通道上方并通过自生动态膜隔成，所述生物反应区中设有生

物膜填料，其下部设置有微孔曝气装置；所述膜过滤区位于出水口一侧且与出水口连通；所

述预处理通道在位于罐体底部和端部的结合处设置沉积过滤槽；所述生物反应区靠近出水

口一端的底部呈倾斜向下设置且其最低处设置有自动阀门，所述自动阀门能够对应预处理

通道连通，且位于预处理通道流通方向上沉积过滤槽的后方；所述沉积过滤槽包括槽壳、筛

板和排污阀，所述槽壳呈月牙形凹槽结构，其开口对应罐体下端并连通预处理通道，槽壳相

对预处理通道的方向垂直设置且沿预处理通道宽度对应，所述槽壳最底部设有排污阀；所

述筛板设置在槽壳靠近出水口一侧，且将预处理通道分隔开，并呈朝向进水口一侧倾斜或

弯曲设置；所述生物反应区包括第一生物反应区和第二生物反应区，第一生物反应区和第

二生物反应区之间通过第一隔板间隔，第一隔板底部设置有带筛网的第一过水口；所述第

一生物反应区和第二生物反应区靠近出水口一端的底部倾斜向下设置，且最低处设有自动

阀门，所述自动阀门对应预处理通道连通，且位于预处理通道流通方向上沉积过滤槽的后

方；所述第一生物反应区和第二生物反应区的底部倾斜向下设置，且其横截面成倒等腰梯

形设置；所述第一隔板上位于第二生物反应区一侧设有导向板，所述导向板设置在第一过

水口下方且呈倾斜向上设置，所述导向板对应第一过水口一侧设置微孔曝气装置，所述微

孔曝气装置朝向与导向板方向一致；所述第二生物反应区与自生动态膜之间设置第二隔

板，所述第二隔板上端朝向第二生物反应区一侧倾斜设置，所述第二隔板下部设置带筛网

的第二过水口；所述自生动态膜底部设置有第三隔板，所述第三隔板高于第二过水口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布水管设置

在第一生物反应区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对应生

物反应区设置带密封翻盖的工作口及排气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一侧设

置有连接罐体顶部的阶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由箱体

结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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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环境也同时受到了破坏，自然水体污染与富营养

化日益严重，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小城镇和农村，由于村屯住宅分散，生活污水不易集

中处理，多数民居、农户的污水不作任何处理或只经化粪池简单处理便直接排放，使得自然

环境状况更加恶化，小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的污染，已成为当前环境保护必须解决的重要

问题，因而，用于小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方法纷纷推出，其中最常见的是人工湿地方

法，这种污水处理方法由于工艺结构简单、工程投资少，操作管理方便，运行费用低，成为目

前生活污水分散治理的首选工艺，已在小城镇和农村中普遍使用，但人工湿地方法，其工艺

结构虽然简单，但却存在着生化过程不完善、占地面积大、污染物负荷低，运行不稳定、水力

性能差等缺点，因而这种方法的处理效果不够理想，难以达到预期的出水质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通过生

物膜和自生动态膜完成对污水处理；通过利用罐体空间设置，将污水实现循环处理，特别是

对各种沉积物清洁循环，实现系统的自处理、自清洁清洗循环。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包

括水平设置的罐体；所述罐体两端对应设置有进水口和出水口，所述罐体内隔分形成预处

理区、生物反应区和膜过滤区；所述预处理区为设置在罐体内的底部隔板与罐体内两端及

底部间隔成的U型预处理通道；预处理通道一端对应连通进水口，另一端水平连接设置在生

物反应区上方的布水管；所述生物反应区和膜过滤区位于预处理通道上方并通过自生动态

膜隔成，所述生物反应区中设有生物膜填料，其下部设置有微孔曝气装置；所述膜过滤区位

于出水口一侧且与出水口连通；所述预处理通道在位于罐体底部和端部的结合处设置沉积

过滤槽；所述生物反应区靠近出水口一端的底部呈倾斜向下设置且其最低处设置有自动阀

门，所述自动阀门能够对应预处理通道连通，且位于预处理通道流通方向上沉积过滤槽的

后方。

[0005] 上述方案中预处理区沿罐体底部及两端设置，通过利用罐体在体型较大的特点，

预处理区或预处理通道呈U形通道设置，其可以作为进入生物反应区之前的预处理，具体是

进行无氧处理。预处理通道可以初步对污水进行沉积，特别是在预处理通道准备上升处或

预处理通道在位于罐体底部和端部的结合处设置沉积过滤槽；由于污水流动，预处理通道

中的沉积物可以在沉积过滤槽中实现堆积收集。同时，通过在生物反应区与靠近出水口一

端设置自动阀门，可以将生物反应区中的沉积物通过自动阀门排入预处理通道，并通过沉

积过滤槽过滤收集，如此实现清洁清洗自循环。

[0006] 优选地，所述沉积过滤槽包括槽壳、筛板和排污阀，所述槽壳呈月牙形凹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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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开口对应罐体下端并连通预处理通道，槽壳相对预处理通道的方向垂直设置且沿预处理

通道宽度对应，所述槽壳最底部设有排污阀；所述筛板设置在槽壳靠近出水口一侧，且将预

处理通道分隔开，并呈朝向进水口一侧倾斜或弯曲设置。为更好对沉积物进行收集过滤及

排出，沉积过滤槽设置为易收集排出的凹槽结构，其中，筛板倾斜或弯曲设置起到过滤沉积

物及方便沉积物掉落到槽壳内的效果。

[0007] 优选地，所述生物反应区包括第一生物反应区和第二生物反应区，第一生物反应

区和第二生物反应区之间通过第一隔板间隔，第一隔板底部设置有带筛网的第一过水口；

所述第一生物反应区和第二生物反应区靠近出水口一端的底部倾斜向下设置，且最低处设

有自动阀门，所述自动阀门对应预处理通道连通，且位于预处理通道流通方向上沉积过滤

槽的后方。针对不同的污水处理，可能需要同时使用无氧型生物膜和好氧型生物膜，这样可

以根据需要将第一生物反应区和第二生物反应区通过是否设置微孔曝气装置，将其划分为

好氧区和无氧区，同时通过底部的自动阀门实现水流混合机循环，这样能够反复形成好氧-

兼氧-缺氧和硝化-反硝化的生物化解与除氮过程，污水中的COD、HN3-N获得同步去除。

[0008] 对上述方案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生物反应区和第二生物反应区的底部倾斜向下

设置，且其横截面成倒等腰梯形设置。这样方便沉积物沉积集中，同时方便自动阀门开启

后，沉积物可以快速排入到预处理通道了，实现循环清洁。

[0009] 对上述方案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隔板上位于第二生物反应区一侧设有导向板，

所述导向板设置在第一过水口下方且呈倾斜向上设置，所述导向板对应第一过水口一侧设

置微孔曝气装置，所述微孔曝气装置朝向与导向板方向一致；所述第二生物反应区与自生

动态膜之间设置第二隔板，所述第二隔板上端朝向第二生物反应区一侧倾斜设置，所述第

二隔板下部设置带筛网的第二过水口。这里通过对污水进行导流，可以方便生物膜对污水

中的有机污染物吸附化解，同时对污水的导流和微孔曝气装置上升气泡带动的水流使得污

水在第二生物反应区不断回旋，有利于生物吸附化解。第二隔板可以避免水对自生动态膜

直接冲击，及减少沉积物对自生动态膜影响，方便第二生物反应区沉积物集中堆积。

[0010] 优选地，所述自生动态膜底部设置有第三隔板，所述第三隔板高于第二过水口位

置。第三隔板可以避免水对自生动态膜直接冲击。

[0011] 优选地，所述布水管设置在第一生物反应区上方。这样净化过滤时，污水依次经过

第一生物反应区、第二生物反应区，使得净化效果更好。

[0012] 优选地，所述罐体对应生物反应区设置带密封翻盖的工作口及排气口。

[0013] 优选地，所述罐体一侧设置有连接罐体顶部的阶梯。

[0014] 优选地，所述罐体由箱体结构替代。

[0015]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本发明通过生物膜和自生动态膜完成对污水处理；通过利用罐体空间设置预处

理区、生物反应区、膜过滤区、沉积过滤槽和自动阀门等，将污水实现循环处理，特别是对各

种沉积物清洁循环，实现系统的自处理、自清洁清洗循环。

[0017] 2.本发明预处理通道可以初步对污水进行沉积，特别是在预处理通道准备上升处

或预处理通道在位于罐体底部和端部的结合处设置沉积过滤槽；由于污水流动，预处理通

道中的沉积物可以在沉积过滤槽中实现堆积收集。同时，通过在生物反应区与靠近出水口

一端设置自动阀门，可以将生物反应区中的沉积物通过自动阀门排入预处理通道，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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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过滤槽过滤收集，如此实现清洁清洗自循环。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中，1-罐体、2-进水口、3-出水口、4-预处理区、5-布水管、6-第一生物反应区、

7-第二生物反应区、8-生物膜填料、9-膜过滤区、10-第一过水口、11-微孔曝气装置、12-第

一隔板、13-第二过水口、14-导向板、15-第二隔板、16-沉积过滤槽、17-第三隔板、18-自生

动态膜、19-自动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发明的具体实施进一步说明。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双膜自循环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水平设置的罐体1，罐体1两端对

应设置有进水口2和出水口3，罐体1内隔分形成预处理区4、生物反应区和膜过滤区9；罐体1

对应生物反应区设置带密封翻盖的工作口及排气口，罐体1一侧设置有连接罐体1顶部的阶

梯。预处理区4为设置在罐体1内的底部隔板与罐体1内两端及底部间隔成的U型预处理通

道；预处理通道一端对应连通进水口2，另一端水平连接设置在生物反应区上方的布水管5。

生物反应区和膜过滤区9位于预处理通道上方并通过自生动态膜18隔成，生物反应区中设

有生物膜填料8，其下部设置有微孔曝气装置11；所述膜过滤区9位于出水口3一侧且与出水

口3连通。生物反应区包括第一生物反应区6和第二生物反应区7，第一生物反应区6和第二

生物反应区7之间通过第一隔板12间隔，第一隔板12底部设置有带筛网的第一过水口10；其

中，布水管5设置在第一生物反应区6上方。第一生物反应区6和第二生物反应区7靠近出水

口3一端的底部倾斜向下设置，且最低处设有自动阀门19，自动阀门19对应预处理通道连

通。预处理通道在位于罐体1底部和端部的结合处设置沉积过滤槽16，自动阀门19位于预处

理通道流通方向上沉积过滤槽16的后方。

[0022] 其中，沉积过滤槽16包括槽壳、筛板和排污阀，所述槽壳呈月牙形凹槽结构，其开

口对应罐体1下端并连通预处理通道，槽壳相对预处理通道的方向垂直设置且沿预处理通

道宽度对应，槽壳最底部设有排污阀；筛板设置在槽壳靠近出水口3一侧，且将预处理通道

分隔开，并呈朝向进水口2一侧倾斜或弯曲设置。为更好对沉积物进行收集过滤及排出，沉

积过滤槽16设置为易收集排出的凹槽结构，其中，筛板倾斜或弯曲设置起到过滤沉积物及

方便沉积物掉落到槽壳内的效果。

[0023] 这里，在第一隔板12上位于第二生物反应区7一侧设有导向板14，所述导向板14设

置在第一过水口10下方且呈倾斜向上设置，所述导向板14对应第一过水口10一侧设置微孔

曝气装置11，所述微孔曝气装置11朝向与导向板14方向一致；所述第二生物反应区7与自生

动态膜18之间设置第二隔板15，所述第二隔板15上端朝向第二生物反应区7一侧倾斜设置，

所述第二隔板15下部设置带筛网的第二过水口13。自生动态膜18底部设置有第三隔板17，

所述第三隔板17高于第二过水口13位置。这里导向板14和第二隔板15通过对污水进行导

流，可以方便生物膜对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吸附化解，同时对污水的导流和微孔曝气装置

11上升气泡带动的水流使得污水在第二生物反应区7不断回旋，有利于生物吸附化解。第二

隔板15可以避免水对自生动态膜18直接冲击，及减少沉积物对自生动态膜18影响，方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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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反应区7沉积物集中堆积。

[0024] 对上述方案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生物反应区6和第二生物反应区7的底部倾斜向

下设置，且其横截面成倒等腰梯形设置。这样方便沉积物沉积集中，同时方便自动阀门19开

启后，沉积物可以快速排入到预处理通道了，实现循环清洁。

[0025] 如图1所示，实心箭头所指为预处理过程污水流动示意；空心箭头所指为净化过程

水流动示意。预处理过程：通过呈U型的预处理通道时，可以初步对污水进行沉积处理，其两

端呈上升设置可以便于污水中不溶解的悬浮固体和漂浮物质沉积；同时，沉积过滤槽16可

以对预处理通道中大颗粒物体过滤、收集及排出，完成初步净化。净化过程：污水依次通过

第一生物反应区6、第二生物反应区7、膜过滤区9，并由生物反应区中生物膜填料8培植形成

生物膜通过其上微生物的新陈代谢的作用，对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缺氧、有氧降解分

离。自生动态膜18可以过滤生物膜脱落物，进一步净化水质使其达到过滤的要求，最后排

出。其中，生物膜填料8采用沸石、陶粒、焦炭和/或活性炭多孔滤料，根据各种滤料的粒径大

小和不同质重，配置为反粒度滤层装置。

[0026] 上述说明是针对本发明较佳可行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但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

明的专利申请范围，凡本发明所提示的技术精神下所完成的同等变化或修饰变更，均应属

于本发明所涵盖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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