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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领域，具体为一种

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通过设

置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第一、第二微

生物工厂池、生物滤池，以及池内的各回流装置

对污水进行深度脱氮除磷处理；在池中填入生物

填料，充分利用优势微生物和悬浮填料组合，增

加池容微生物数量，有效降解有机物；在第一、第

二微生物工厂池内的设置固化益酶菌床，提供微

生物附着栖息场所、富集优势菌群、减少污水的

停留时间，提高有机物去除效率，使污泥量大大

减少；采用自养反硝化深度脱氮除磷技术，无需

投加碳源、更换填料，达到去除总氮、总磷的目

的，降低运行费用，运行管理简便，处理后出水品

质高，可满足现有更高排放标准要求。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9页  附图6页

CN 214528587 U

2021.10.29

CN
 2
14
52
85
87
 U



1.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厌氧池

(300)，所述厌氧池(300)一侧的地下设有污泥池(200)，所述污泥池(200)的外侧设有调节

池(100)，所述调节池(100)和污泥池(200)均设置在地下；污泥池上清液通过污泥池(200)

内上部溢流管道回流到调节池(100)内；所述调节池(100)一侧设有生活污水进入管道，所

述调节池(100)内设有污水提升泵(101)将生活污水输入厌氧池(300)内；所述厌氧池(300)

依次与缺氧池(400)、好氧池(500)、沉淀池(600)、第一微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

厂池(800)、生物滤池(900)、中间清水池(110)通过池壁上的出水槽、布水槽以及上下对角

设置的过水口相连通；所述沉淀池(600)设置的污泥回流管道(602)与污泥池(200)相连通；

所述中间清水池(110)另一侧设有综合设备间(160)，所述综合设备间(160)内设有供气风

机(120)、除鳞系统(130)、深度脱氮器(140)和紫外线消毒器(15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供气风机(120)通过供气管道为厌氧池(300)、缺氧池(400)、好氧池(500)、第一微生物工

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生物滤池(900)内提供气源；所述除鳞系统(130)通过

除磷药剂管道(132)提供除鳞药剂注入到好氧池(500)内；所述中间清水池(110)通过中间

清水池提升泵(111)将污水提升到深度脱氮器(140)内；所述深度脱氮器(140)一侧设有紫

外线消毒器(150)，将深度脱氮净化的污水经消毒后排入周边河道、池塘或回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缺氧池(400)内设有反硝化聚磷菌回流装置(401)通过反硝化聚磷菌回流管道(402)与厌

氧池(300)相连通；所述好氧池(500)内设有硝化液回流装置(501)通过硝化液回流管道

(502)与缺氧池(400)相连通；所述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内设有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装

置(801)，通过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管道(802)与厌氧池(300)连通；所述沉淀池(600)内设

有污泥回流装置(601)，通过污泥回流管道(602)与厌氧池(300)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厌氧池(300)、缺氧池(400)中填充有悬浮球填料；所述的好氧池(500)中填充有悬浮填

料；所述的沉淀池(600)为竖流式沉淀池，其池内填充斜板填料；所述的第一微生物工厂池

(700)和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中分别设有第一固化益酶菌床(704)、第二固化益酶菌床

(804)；所述的生物滤池(900)中填充生物填料；所述的深度脱氮器(140)中设有自养反硝化

填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生物滤池(900)内的导流管(902)通向生物滤池(900)内底部；所述生物滤池(900)内下部

设有滤池承托层(907)，滤池承托层(907)向上依次设有滤池卵石层(9002)和生物填料；生

物滤池(900)中设置水反冲洗装置和气反冲洗装置，气反冲洗装置通过供气风机(120)提供

气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生物填料为石英砂填料层(9006)、陶粒填料层(9007)或为火山岩填料层(9001)。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深度脱氮器(140)内设置水反冲洗装置和气反冲洗装置，气反冲洗装置通过供气风机

(120)提供气源；所述水反冲洗装置包括：水反冲洗布水管(1417)、水反冲洗进水口(1405)

和反洗排水口(1409)；气反冲洗装置包括：布气管(1415)和气反冲进口(1404)；深度脱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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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底部从下至上依次设有布水管(1418)、水反冲洗布水管(1417)、脱氮器承托层(1403)、布

气管(1415)、自养反硝化填料层、集水槽(1401)；所述脱氮器承托层(1403)上设有若干滤帽

(1402)；所述自养反硝化填料层从下至上依次包括：脱氮器卵石层(1414)、单质硫层

(1413)、固化益酶菌层(1412)；所述的深度脱氮器(140)外顶部设有人孔(1407)，下部一侧

设有检查孔(1416)；所述的深度脱氮器外另一侧从下至上次设有进水口(1406)与深度脱氮

器内的布水管(1418)连通；水反冲洗进水口(1405)与深度脱氮器(140)内的水反冲洗布水

管(1417)连通；气反冲进口(1404)  与深度脱氮器(140)内的布气管连通(1415)；所述的深

度脱氮器(140)外一侧上部设有出水口(1408)与深度脱氮器(140)内的集水槽(1401)连通，

所述出水口(1408)下面深度脱氮器外侧设有反洗排水口(1409)。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自养反硝化填料层从下至上还依次设置石灰石层(1411)和铁矿石层(1410)。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沉淀池(600)包括：进水混合区(6100)、沉淀区(6200)、出水区(6300)；所述进水混合区

(6100)为进水端侧壁(6001)与导流板(6002)之间形成的区域；所述出水区(6300)为浮渣挡

板(604)和出水端侧壁(6003)以及设置在出水端侧壁(6003)上的第二出水槽(605)之间形

成的区域；所述沉淀区(6200)为导流板(6002)、浮渣挡板(604)和沉淀池(600)底部形成的

区域；所述沉淀池(600)底部设有污泥斗(6004)，为双漏斗形，中间设有连通管(6005)；所述

沉淀池(600)下部的排泥装置包括排泥管和排泥阀(6006)，与排泥管道(607)连通；所述沉

淀区(6200)中部填充斜板填料；所述沉淀池(600)内的污泥回流装置(601)设置在靠出水端

侧壁(6003)的污泥斗(6004)内，与连通管(6005)管口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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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领域，具体为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全面展开，广大农村村镇生活污水处理得到长

足的发展。传统活性污泥法，对于污水处理的效果较好，运行较为稳定，但容易发生污泥膨

胀，污泥增长有一定的限度，除磷效果难于提高，特别是当P/BOD值高时更是如此；脱氮效果

也难于进一步提高；传统A/O工艺出水只能达到一级B标准，且难于提高。

[0003] 生物膜法是使微生物附着在载体表面上，污水在流经载体表面过程中，通过有机

营养物的吸附、氧向生物膜内部的扩散以及在膜中所发生的生物氧化等作用，对污染物进

行分解。在生物膜反应器中，污染物、溶解氧及各种必须营养物首先要经过液相扩散到生物

膜表面，进而到生物膜内部；只有扩散到生物膜表面或内部的污染物才能有机会被生物膜

微生物所分解和转化，最终形成各种代谢产物(CO2、水等)，其活性生物难以人为控制，因而

在运行方面灵活性较差；由于载体材料的比表面积小，故设备容积负荷有限，空间效率较

低；而且需要较多的载体填料和支撑结构，通常基建投资超过活性污泥法。处理出水往往含

有较大的脱落的生物膜片，使得出水澄清度降低。

[0004] 以上两种工艺都是活性污泥法，存在的问题就是系统产生的剩余污泥多，那么，对

于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工艺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活性污泥和剩余污泥，运行管理

复杂，且污泥处理成本较高，污泥去向受限。

[0005] 随着水资源的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加剧，现有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在提高，也

更加严格。城镇污水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也不能满足现状环境需求。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准

四类排放标准甚至更高，且对出水总氮有了更明确的要求。所以总氮和总磷的深度处理是

污水处理提标改造的重中之重，目前污水处理方法中应用最为广泛生物方法加化学方法。

即采用异养反硝化技术和化学除磷技术。两种技术需要外比较充足的碳源和投加混凝剂，

运行、管理成本较高，难于精准控制，污泥产量大，处置成本高。为了防止水体富营养化，污

水处理排放出水总氮和总磷浓度需要严格控制，迫切需要一种工艺技术先进、易操作管理、

处理效果好、出水品质高、运行成本低的处理技术和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充分利

用优势微生物的高效去除有机物的能力和自养反硝化技术提高出水标准，无需投加碳源，

深度去除总氮，减少能耗，方便管理，减少污泥产生。它通过对优势微生物的完美组合，加上

高科技的微生物固化技术，使之具有长达十年以上的应用能力，不用再添加微生物，不怕流

失，不会衰减，其去除率较传统工艺提高了数十倍以上；在各类污水实际处理中，尤其在农

村一体化污水处理、养殖废水处理等领域，脱氮脱磷，脱总氮，减少污泥产生效果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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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理方法，使得工艺管理简单，实现高效率节能，无剩余污泥，出水标准高的目的。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厌氧池，所述厌氧池一侧的地下设有污泥池，所述污泥池的外侧

设有调节池，所述调节池和污泥池均设置在地下；污泥池上清液通过污泥池内上部溢流管

道回流到调节池内；所述调节池一侧设有生活污水进入管道，所述调节池内设有污水提升

泵将生活污水输入厌氧池内；所述厌氧池依次与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第一微生物工厂

池、第二微生物工厂池、生物滤池、中间清水池通过池壁上的出水槽、布水槽以及上下对角

设置的过水口相连通；所述沉淀池设置的污泥回流管道与污泥池相连通；所述中间清水池

另一侧设有综合设备间，所述综合设备间内设有供气风机、除鳞系统、深度脱氮器和紫外线

消毒器。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供气风机通过供气管道为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第一微生物工

厂池、第二微生物工厂池、生物滤池内提供气源；所述除鳞系统通过除磷药剂管道提供除鳞

药剂注入到好氧池内；所述中间清水池通过中间清水池提升泵将污水提升到深度脱氮器

内；所述深度脱氮器一侧设有紫外线消毒器，将深度脱氮净化的污水经消毒后排入周边河

道、池塘或回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缺氧池内设有反硝化聚磷菌回流装置通过反硝化聚磷菌回流管道

与厌氧池相连通；所述好氧池内设有硝化液回流装置通过硝化液回流管道与缺氧池相连

通；所述第二微生物工厂池内设有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装置，通过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管

道与厌氧池连通；所述沉淀池内设有污泥回流装置，通过污泥回流管道与厌氧池连通。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厌氧池、缺氧池中填充有悬浮球填料；所述悬浮球填料为聚乙烯

悬浮球填料；所述的好氧池中填充有悬浮填料；所述悬浮填料为聚乙烯PPC悬浮填料；所述

的沉淀池为竖流式沉淀池，其池内填充的填料为斜板填料；所述的第一微生物工厂池和第

二微生物工厂池中设置的固化益酶菌床；所述的生物滤池中填充生物填料；所述的深度脱

氮器中设有自养反硝化填料。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生物滤池内的导流管通向生物滤池内底部；所述生物滤池内下部

设有承托层，承托层向上依次设有卵石层和生物填料；生物滤池中设置水反冲洗装置和气

反冲洗装置，气反冲洗装置通过供气管道提供气源。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生物填料为石英砂填料层、陶粒填料层或为火山岩填料层。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深度脱氮器内设置水反冲洗装置和气反冲洗装置，气反冲洗装

置通过供气管道提供气源；所述水反冲洗装置包括：水反冲洗布水管、水反冲洗进水口和反

洗排水口；气反冲洗装置包括：布气管和气反冲进口；深度脱氮器内底部分从下至上依次设

有布水管、水反冲洗布水管、承托层、布气管、自养反硝化填料层、集水槽；所述承托层上设

有若干滤帽；所述自养反硝化填料层从下至上依次包括：卵石层、单质硫层、固化益酶菌层；

所述的深度脱氮器外顶部设有人孔，下部一侧设有检查孔；所述的深度脱氮器外另一侧从

下至上次设有进水口与深度脱氮器内的布水管连通、水反冲洗进水口与深度脱氮器内的水

反冲洗布水管连通、气反冲进口与深度脱氮器内的布气管连通；所述的深度脱氮器外一侧

上部设有出水口与深度脱氮器内的集水槽连通，所述出水口下面深度脱氮器外侧设有反洗

排水口。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自养反硝化填料层从下至上还依次设置石灰石层和铁矿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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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的，所述沉淀池包括：进水混合区、沉淀区、出水区；所述进水混合区为进水

端侧壁与导流板之间形成的区域；所述出水区为浮渣挡板和出水端侧壁以及设置在出水端

侧壁上的第二出水槽之间形成的区域；所述沉淀区为导流板、浮渣挡板和沉淀池底部形成

的区域；所述沉淀池底部设有污泥斗，为双漏斗形，中间设有连通管；所述沉淀池下部的排

泥装置包括排泥管和排泥阀，与排泥管道连通；所述沉淀区中部填充斜板填料；所述沉淀池

内的污泥回流装置设置在靠出水端侧壁的污泥斗内，与连通管管口相对。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通过设置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第一微生物工厂池、第二微生物工厂

池、生物滤池，在池中填入生物填料，充分利用优势微生物和软性PPC悬浮填料组合，增加池

容微生物数量，进一步有效降解有机物。

[0018] 2、通过设置深度脱氮器，采用自养反硝化深度脱氮技术，无需投加碳源，无需更换

填料，达到去除总氮的目的，降低运行费用，运行管理简便。在脱氮脱磷，脱总氮同时，能够

大大减少污泥的产生，对总氮处理效率高，处理后总氮值在1mg/l左右，该污水处理方法设

备占地面积小，系统结构紧凑合理，运行维护简单，处理后的污水水质高，部分指标优于国

家标准。

[0019] 3、通过设置第一微生物工厂池、第二微生物工厂池，在池内设置固化益酶菌床，为

微生物提供附着栖息场所，富集优势菌群，从而减少污水在系统中停留的时间，强化了有机

物的去除效率，减少了污泥的产生，减泥量达到  30‑40％。

[0020] 4、通过缺氧池内设置的反硝化聚磷菌回流装置，缺氧池中的混合液体回流至厌氧

池，在此形成厌氧/缺氧交替运行环境。反硝化聚磷菌在厌氧环境状态下释放磷，同时吸收

污水中有机物作为碳源储存在体内，达到去除有机物的目的。经过厌氧/缺氧反复循环混合

的污水进入缺氧环境后，再以NO3‑  为电子受体，以体内储存的碳源物质作为电子供体，完

成反硝化脱氮和超量磷的吸收，硝态盐转化为氮气逸出水体，而磷酸盐则被反硝化聚磷菌

过量吸收并以污泥的形式排出装置以外，从而达到了脱氮除磷的目的。

[0021] 5、通过好氧池内设置的硝化液回流装置，将氨氮通过好氧池进行转化成的硝态氮

回流，在缺氧及厌氧条件下进行反硝化才能将水中的氮去除，硝态氮回流主要是为反硝化

细菌补充硝态氮，达到去除氨氮的目的。

[0022] 6、通过第二微生物工厂池内设有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装置，通过优势微生物菌群

回流管道与厌氧池连通，使优势微生物回流到厌氧池，增加厌氧池兼性菌团数量，有利于厌

氧处理效果。

[0023] 7、通过沉淀池内设有污泥回流装置，可以提高系统的污泥浓度，同时回流污泥中

的硝态氮进行反硝化，可起到进一步脱氮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平面布置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A‑A剖面示意；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B‑B剖面示意；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沉淀池剖面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1的生物滤池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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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1的深度脱氮器剖面示意图；

[0030]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2的生物滤池剖面示意图；

[0031]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2的深度脱氮器剖面示意图；

[0032] 图中：调节池‑100；污水提升泵‑101；污泥池‑200；进水管206；厌氧池  ‑300；厌氧

池供气管道‑303；第一过水口306；厌氧池定时搅拌装置‑308；缺氧池‑400；反硝化聚磷菌回

流装置‑401；反硝化聚磷菌回流管道‑402；缺氧池供气管道‑403；第二过水口‑406；缺氧池

定时搅拌装置‑408；好氧池‑500；硝化液回流装置‑501；硝化液回流管道‑502；好氧池供气

管道‑503；第一出水槽  ‑505，第三过水口‑506；微孔曝气装置‑508；沉淀池‑600；污泥回流

装置‑601；污泥回流管道‑602；布水槽‑603，第二出水槽‑605；第四过水口‑606；排泥管道‑

607；排泥阀‑6006；进水混合区‑6100；沉淀区‑6200；出水区‑6300；进水端侧壁‑6001；导流

板‑6002；出水端侧壁‑6003；浮渣挡板‑604；污泥斗‑6004；连通管‑6005；第一微生物工厂

池‑700；第一微生物供气管道‑703；第一固化益酶菌床‑704；第五过水口‑706；第一微穿孔

曝气装置‑708；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装置‑801；优势微生物菌群回

流管道‑802；第二微生物供气管道‑803；第二固化益酶菌床‑804；第三出水槽‑805；第六过

水口  ‑806；第二微穿孔曝气装置‑808；生物滤池‑900；导流管‑902，火山岩填料层  ‑9001；

滤池卵石层‑9002；滤池布气管‑9003；滤池气反冲进口‑9004；滤池水反冲进口‑9005；石英

砂填料层‑9006；陶粒填料层‑9007；滤池承托层‑907；第四出水槽‑905；第七过水口‑906；中

间清水池‑110；中间池提升泵‑111；供气风机‑120；除鳞系统‑130、除磷药剂管道‑132；深度

脱氮器‑140；脱氮器供气管道‑143；集水槽‑1401；滤帽‑1402；脱氮器承托层‑1403；气反冲

进口‑1404；水反冲洗进水口‑1405；进水口‑1406；人孔‑1407；出水口‑1408；反洗排水口  ‑

1409；铁矿石层‑1410；石灰石层‑1411；固化益酶菌层‑1412；单质硫层1413；脱氮器卵石层

1414；布气管‑1415；检查孔‑1416；水反冲洗布水管‑1417；布水管‑1418；紫外线消毒器‑

150；综合设备间‑160；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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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4] 实施例1

[0035] 请参阅图1‑8，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脱氮除磷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厌氧池300，厌氧池300一侧的地下设有污泥池200，污泥池200的外侧

设有调节池100，所述调节池100和污泥池200均设置在地下，可以便与污水的输入和污泥的

清理，同时节省地上占地面积；在污泥池200内，污泥池上清液可通过污泥池200内上部溢流

管道回流到调节池100内；调节池100一侧设有生活污水的进入管道，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

网，从进入管道进入调节池100内，再通过污水提升泵101从进水管206  输入厌氧池300内；

厌氧池300依次与缺氧池400、好氧池500、沉淀池600、第一微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

厂池800、生物滤池900、中间清水池  110毗邻建设，通过池壁上的出水槽、布水槽603以及上

下对角相对设置的过水口相连通；沉淀池600底部通过地下设置的污泥回流管道602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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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泥池200相连通；中间清水池110另一侧设有综合设备间160，综合设备间  160内设有供

气风机120、除鳞系统130、深度脱氮器140和紫外线消毒器150。

[0036] 如图1‑3所示，池壁上的出水槽、布水槽603以及上下对角相对设置的过水口的设

置具体位置为：厌氧池300与缺氧池400之间的第一过水口设置在其相邻侧壁下部；所述缺

氧池400与好氧池500之间的第二过水口406设置在其相邻侧壁的上部，并且与第一过水口

对角布置；所述好氧池500内侧壁下部紧邻沉淀池600平行布置第一出水槽505，第一出水槽

505的一端与沉淀池600之间相邻侧壁设有第三过水口506，并与第二过水口406对角布置；

所述沉淀池600内在第三过水口506下方与第一出水槽505垂直的侧壁上布置布水槽603，所

述沉淀池600与第一微生物工厂池700之间的相邻侧壁上部设置第四过水口606，与第三过

水口506对角布置；所述沉淀池600内第四过水口606下方与第一出水槽505垂直的侧壁上布

置第二出水槽605；所述第一微生物工厂池700与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之间相邻侧壁下部

设置第五过水口，与第四过水口606对角布置；所述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与生物滤池900之

间相邻侧壁上部设第六过水口806，与第五过水口对角布置，所述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内

第六过水口806下方与第二出水槽605同方向的侧壁上布置第三出水槽805；所述生物滤池

900内第六过水口806处设有导流管902，所述生物滤池900内与中间清水池110相邻侧壁上

部布置第四出水槽905，所述第四出水槽905与中间清水池110相邻侧壁上设有第七过水口

906。

[0037] 如图1‑2所示，供气风机120通过供气管道为厌氧池300、缺氧池400、好氧池500、第

一微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生物滤池900、深度脱氮器140提供气源；厌氧

池300、缺氧池400内设有气动定时搅拌装置分别通过厌氧池供气管道303、缺氧池供气管道

403输入气体，进行气体搅拌；好氧池500内设有微孔曝气装置通过好氧池供气管道503进行

好氧曝气；第一微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内设有第一微穿孔曝气装置708、

第二微穿孔曝气装置808，分别通过第一微生物供气管道703和第二微生物供气管道803进

行曝气处理、生物滤池900和深度脱氮器140中设有水反冲洗装置、气反冲洗装置；气反冲洗

装置与曝气装置以及气动定时搅拌装置共用气源；除鳞系统130通过除磷药剂管道132提供

除鳞药剂投至好氧池500出水端混合进入沉淀池600；中间清水池110设有中间清水池110提

升泵将污水输入综合设备间160内的深度脱氮器140中；深度脱氮器140一侧设有紫外线消

毒器150并通过管道相连通，将深度脱氮净化的污水经消毒后排入周边河道、池塘或回用。

[0038] 如图2‑3所示，缺氧池400内设有反硝化聚磷菌回流装置401通过反硝化聚磷菌回

流管道402与厌氧池300相连通；所述反硝化聚磷菌回流装置401，其回流量为30‑50％；所述

好氧池500内设有硝化液回流装置501通过硝化液回流管道502与缺氧池400相连通，其回流

量为200‑350％；所述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内设有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装置801，通过优势

微生物菌群回流管道802与厌氧池300连通，其回流量为10‑20％；所述沉淀池600内设有污

泥回流装置601，通过污泥回流管道602与厌氧池300连通，其回流量为  50‑100％。

[0039] 如图1‑8所示，厌氧池300填充的悬浮球填料为聚乙烯悬浮球填料，悬浮球填料直

径100mm，内置PPC填料和火山岩填料；悬浮球填料填充比例为池容的20‑40％。向厌氧池300

中填充悬浮球填料，以固定厌氧菌群，提高厌氧池300内微生物浓度，改善厌氧环境，促使

VFA转化量增强，大大提高后端反硝化速率，尤其在低碳氮比的条件下，可以减少反硝化过

程对外加碳源的投加，提高了脱氮效率，降低了成本；通过菌群的固定化，大大提高有机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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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质的降解效率，改善后端生化(硝化)环境，保证最终出水CODcr＜30ppm 以及NH3‑N＜

1.5ppm。缺氧池400中填充的悬浮球填料为聚乙烯悬浮球填料；在缺氧段的水力停留时间较

短，来水经过厌氧段之后，会提供充足的碳源，此时反硝化速率与硝酸盐的浓度高低无关，

而只与反硝化菌的数量有关；在缺氧池400有限容积内增大反硝化菌的浓度，向池内投放反

硝化菌依附生长的悬浮球填料，不仅能够增大污泥龄，强化反硝化菌对进水水质的适应性，

优化后的反硝化速率几乎提高了1.5‑2倍以上，从源头上减少活性污泥的产生，进一步提高

脱氮速率。好氧池500内填充的悬浮填料为聚乙烯PPC悬浮填料，填充比例为池容的15‑

20％；用以优化污水中的生物结构，增加自养硝化菌群的数量和丰度；活性污泥是由于微生

物的同化代谢所产生的，所以通过改变生物的代谢途径，增加异化代谢来减少有机物，尤其

是异化代谢减少氨氮的作用，以减少污泥量。

[0040] 如图4所示，沉淀池600为竖流式沉淀池，池体呈长立方体结构，高度为3m。其池内

填充的填料为斜板填料；该沉淀池600包括：进水混合区6100、沉淀区6200、出水区6300；进

水混合区6100为进水端侧壁6001与导流板6002  之间形成的区域；所述进水混合区6100容

积为沉淀池600池体总容积的  8‑10％；进水混合区6100内的布水槽603侧壁上设有出水孔，

孔径为  15‑20mm；所述的导流板6002的顶部高于沉淀池600池体的最高液面位  200‑300mm；

导流板6002的底部低于斜板填料下200mm；沉淀区6200为导流板6002、浮渣挡板604和沉淀

池600底部形成的区域；所述沉淀池600底部设有污泥斗6004，为双漏斗形，其锥形污泥斗

6004，可使沉淀出来的污泥易于集中在锥形污泥斗6004的底部排出，减少沉积污泥的死角。

在沉淀池600  底部可设置两个顺向排列的锥形污泥斗，可使在相同大小的空间内锥形污泥

斗的锥形面更倾斜，易于排泥。两污泥斗6004中间设有连通管6005，使两个锥形污泥斗6004

相互连通；所述连通管6005直径大于或等于100mm，更易于将污泥沉淀排出，减少积泥的产

生。沉淀区6200中部填充有斜板填料；污水中的大部分颗粒物因重力作用而下沉，污水流经

斜板填料向上运动，残留的颗粒物进一步下降沉淀，进一步提高沉淀池600的沉淀效果，降

低沉淀池  600的出水悬浮物浓度。出水区6300为浮渣挡板604和出水端侧壁6003以及设置

在出水端侧壁6003上的第二出水槽605之间形成的区域；出水端浮渣挡板604低于第二出水

槽605的出水堰300‑500mm，顶部高于沉淀池600的最高液面位，可阻挡液面上可能存在的浮

泥流入出水区6300，保障沉淀池600 的最终处理效果；沉淀池600下部设有排泥装置包括排

泥管和排泥阀6006，与排泥管道607连通；所述排泥阀6006均为电动阀，用于将锥形污泥斗

6004 内的部分剩余污泥及时排出；沉淀池600内还设有污泥回流装置601，设置在靠出水端

侧壁6003的污泥斗6004内，与连通管6005管口相对。

[0041] 污水从沉淀池600的第三过水进入布水槽603，然后通过布水槽603的孔进入进水

混合区6100，在导流板6002下方流入沉淀区6200，污水由下向上流经沉淀区6200的斜板填

料，再经浮渣挡板604下端流入出水区6300，最后通过第四过水口606排出。

[0042] 第一微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中均设有第一、第二固化益酶菌床

(704、804)，其规格 150×700mm/支，每池各一支；固化益酶菌床产生高效兼养硝化菌群，回

流至厌氧系统之中，提升及优化系统内部目标菌群的数量，增强有机物去除效果；通过增加

单位活性污泥中聚磷菌的数量，提高单位污泥对磷酸盐的吸收效率和聚磷能力，从而实现，

在污泥减量的同时，增强污水中的磷元素的去除能力；通过固化益酶菌床的微生物发生器

对优势菌种的激活、释放，长期持续稳定地提供高浓度微生物菌群，持续有效的降解有机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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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同时，出水部分回流到厌氧池300前端，增加厌氧池300 的生物量及去除效果；所述第

二微生物工厂池800内设有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装置801，通过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管道

802与厌氧池300连通；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液的回流量与通过过水口流入的污水量之比为

10‑20％。

[0043] 如图5所示，生物滤池900从上到下设有石英砂填料层9006、陶粒填料层9007、滤池

卵石层9002和滤池承托层907；生物滤池900内设有导流管902  沿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相

邻侧壁向下延伸，一端与生物滤池900内一侧的第六过水口806相通，另一端通向生物滤池

900内底部；所述的滤池卵石层  9002为直径30‑60mm的圆滑河卵石，填充高度为0.3‑0.5m；

生物滤池900中设置气、水反冲洗装置；所述水反冲洗装置设有滤池水反冲进口9005；所述

气反冲洗装置设有滤池布气管9003、滤池气反冲进口9004；气、水反冲洗强度为：气反冲洗

量为40‑50m3/m2.d；水反冲洗量为15‑20m3/m2.d；气、水反冲洗时间为：气洗3min，气水联合

清洗5min，水洗5min。

[0044] 所述的深度脱氮器140中设有自养反硝化填料；该自养反硝化填料利用自然界筛

选出的自养微生物，采用污水中存留的CO2及碳酸盐作为碳源，在缺氧的环境下，利用低价

硫盐作为电子供体进行反硝化，将硝态氮还原成氮气的一类生化反应，其种群稳定，反硝化

速度高。深度脱氮器140内置高效自养反硝化菌系(载体固定化技术)，水力停留时间仅需

1h，无需外加碳源，运营成本仅为0.05元/t，反应彻底，总氮去除效率可达98％，系统高效，

脱氮彻底。

[0045] 如图6所示，深度脱氮器140内底部分从下至上依次设有布水管1418、水反冲洗布

水管1417、脱氮器承托层1403、布气管1415、自养反硝化填料层、集水槽1410；所述脱氮器承

托层1403上设有若干滤帽1402；所述自养反硝化填料层从下至上依次包括：脱氮器卵石层

1414、单质硫层1413、固化益酶菌层1412；所述的脱氮器卵石层1414为直径50‑100mm的圆滑

河卵石，填充高度为0.3‑0.5m；所述单质硫层1413填充单质硫填料，其粒径为5‑8mm，填充高

度为1.5‑2.0m；所述固化益酶菌层1412为具有包埋优势微生物菌群的固化益酶菌团，其填

充体积为0.1‑0 .2m3；所述的深度脱氮器140外顶部设有人孔1407，下部一侧设有检查孔

1416；所述的深度脱氮器140外另一侧从下至上次设有进水口1406与深度脱氮器140内的布

水管1418连通、水反冲洗进水口1405与深度脱氮器140内的水反冲洗布水管1417连通、气反

冲进口1404  与深度脱氮器140内的布气管1415连通；所述的深度脱氮器140外一侧上部设

有出水口1408与深度脱氮器140内的集水槽1410连通，所述出水口1408  下面深度脱氮器

140外侧设有反洗排水口1409。

[0046] 实施例2

[0047] 请参阅图1‑8，该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厌氧池300、缺氧池400、好氧池500、沉淀池

600、第一微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中间清水池110以及供气风机120和除

鳞系统130设置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48] 如图7所示，生物滤池900中不设石英砂填料层9006、陶粒填料层9007，而是在滤池

卵石层9002上设火山岩填料层9001，所述火山岩填料的粒径为  5‑8mm，填充高度为1.5‑

2.0m；火山岩填料表面生长着高活性的生物膜；污水流经时，利用填料表面高活性生物膜及

填料之间生物絮体的生物氧化降解作用，对污水进行生化处理；因填料粒径较小且呈压实

状态，在生物膜及填料之间生物絮体的吸附作用下，填料可以吸附、截留去除污水中的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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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包括脱落的生物膜。在处理效果更好，出水水质好，可达到回用水水质标准，能够实现

耐冲击负荷、耐低温，全自动化控制。

[0049] 如图8所示，深度脱氮器140的自养反硝化填料层从下至上还依次设置石灰石层

1411和铁矿石层1410；所述石灰石层1411粒径为3‑6mm，填充高度为0.3‑0 .5m；铁矿石层

1410，其粒径为3‑6mm，填充高度为0.3‑0.5m；本实施例2的自养反硝化是以氢、单质硫、硫化

物、铁或铁离子、氨氮等还原性物质作为电子供体。大多数硝化细菌是异养细菌，如假单胞

菌属、微球菌属等，只有少数反硝化细菌为自养菌，如脱氮硫杆菌。脱氮硫杆菌是专性无机

能自养性细菌，在氧化硫化物过程获得能量。在好氧条件下，脱氮硫杆菌以氧作为电子受体

还原硫化物而获得能量。而在厌氧条件下，脱氮硫杆菌以硝酸盐中的氧来氧化硫化物。深度

脱氮器140中微生物固化益酶菌和单质硫、石灰石、铁矿石的添加比例为0.01∶7∶2∶1.99；在

自养反硝化系统中脱氮，具有脱氮速率快、效果好的优点。同时：通过产生的氢离子溶解石

灰石去除一定量的总磷，通过自身的同化作用消耗一定量的氨氮；石灰石在补偿反应过程

当中所需要的碱度，为自养菌脱氮硫杆菌提供无机碳源；在自养反硝化系统中掺加铁单质

后，能达到强化除磷的效果。在自养反硝化系统中加入铁单质后脱氮效果有促进作用，能够

强化硝氮向亚硝氮的转化过程。该实施例的自养反硝化技术，是一种相对低能耗、高效率的

去除技术。自养反硝化的优点为：靶向性高，针对氨氮、总氮有很高的脱氮效率；不需要额外

投加碳源，大大降低运营成本；投加低价态硫作为电子受体，可以反复利用；几乎不产生污

泥，减少污泥处理费用；深度脱氮器体积小，节约占地；出水硫酸盐含量约为100mg/L，低于

国家规定值250mg/L。

[0050] 为更加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以下对比例：

[0051] 对比例1：不设实施例1中的反硝化聚磷菌回流装置401及其回流管道、硝化液回流

装置501及其回流管道、污泥回流装置601及其回流管道、优势微生物菌群回流装置801及其

回流管道。

[0052] 对比例1污水处理系统中，厌氧池300、缺氧池400、好氧池500、沉淀池600、第一微

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生物滤池900、中间清水池110、深度脱氮器140和紫

外线消毒器150依次相连通。

[0053] 污水处理的方法为：生活污水经提升依次流经厌氧池300、缺氧池400、好氧池500、

沉淀池600、第一微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生物滤池900进行生化处理，去

除污水中的有机物；滤池出水进入中间清水池110经提升进入自养反硝化深度脱氮器140，

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TN、TP，出水经紫外线消毒装置消毒后回用或排放。

[0054] 对比例2：不设实施例1中的深度脱氮器140单元。

[0055] 对比例2污水处理系统中，厌氧池300、缺氧池400、好氧池500、沉淀池600、第一微

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生物滤池900、中间清水池110和紫外线消毒器150

依次相连通。

[0056] 污水处理的方法为：使生活污水经提升依次流经厌氧池300、缺氧池400、好氧池

500、沉淀池600、第一微生物工厂池700、第二微生物工厂池800、生物滤池900进行生化处

理，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滤池出水进入清水池，出水经紫外线消毒器150消毒后回用或排

放。

[0057] 通过上述对比例1和对比例2与本实用新型的两个实施例进行比较，采用相同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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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水，根据国家标准分别检测对比例和实施例的出水各项指标，具体参数如下：

[0058]

[0059] 根据上表实际运行数据分析，实施例1和实施例2的处理后的出水情况来看，实施

例1和实施例2明显比对比例1和对比例2的处理效果好；并且实施例2的处理效果优于实施

例1的。

[0060] 可以理解，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一些实施例进行描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悉的，在

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变或等效

替换。另外，在本实用新型的教导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修改以适应具体的情况

及材料而不会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此处所公开的具体实

施例的限制，所有落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的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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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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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6

CN 214528587 U

16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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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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