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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

系统及污水处理再利用方法，该生态公厕污水处

理循环系统，包括沿着水流方向依次设置的化粪

池、一体式生物净化器、强化除磷人工湿地、生态

塘、以及循环用水装置，化粪池的出水端与一体

式生物净化器的进水端连接，一体式生物净化器

的出水端连接有能够将沉淀池上层的污水输送

至过滤层上表面的布水管，过滤层的下部设置有

集水管，集水管上设置有集水孔，集水管将其中

的水输送至生态塘，循环用水装置包括能够抽取

生态塘的池水以将池水循环利用的循环水泵。本

发明对污水净化程度高、能够实现污水回收再利

用，解决了村镇、公园等自来水管道不发达，厕所

冲洗水源来源困难的问题。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9页  附图5页

CN 111204927 A

2020.05.29

CN
 1
11
20
49
27
 A



1.一种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沿着水流方向依次设置的化

粪池(400)、一体式生物净化器(100)、强化除磷人工湿地(300)、生态塘(500)、以及循环用

水装置(600)，所述化粪池(400)的出水端与一体式生物净化器(100)的进水端连接，所述所

述的一体式生物净化器(100)包括沿着水流方向依次设置的厌氧池(11)、缺氧池(12)、好氧

池(13)以及沉淀池(14)，所述厌氧池(11)、缺氧池(12)以及好氧池(13)内均设置有供微生

物生长繁殖的生物填料(21)，所述的强化除磷人工湿地(300)包括过滤层(31)，所述过滤层

(31)中设置有过滤料，所述的过滤料包括陶粒、煤灰渣、钢渣、碎石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所

述过滤层(31)上种植有植物，所述的沉淀池(14)连接有能够将沉淀池(14)上层的污水输送

至所述过滤层(31)上表面的布水管(32)，所述过滤层(31)的下部设置有集水管(33)，所述

集水管(33)上设置有集水孔(331)，所述的集水管(33)将其中的水输送至所述的生态塘

(500)，所述的循环用水装置(600)包括能够抽取所述生态塘(500)的池水以将池水循环利

用的循环水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层(31)

包括从下至上依次设置的底层(313)、中间层(312)和表层(311)，所述表层(311)的过滤料

为陶粒，所述中间层(312)的过滤料为煤灰渣和钢渣的混合料，所述底层(313)的过滤料为

碎石，过滤层(31)上的植物种植于所述的表层(311)，所述的集水管(33)设置于所述的底层

(31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布水管(32)包

括位于过滤层(31)之上的布水主管(321)和多根布水支管(322)，所述布水支管(322)分为

两列，同一列的布水支管(322)相互平行且每两根相邻的布水支管(322)之间的距离相等，

两列布水支管(322)对称地设置于所述布水主管(321)的两侧且每一布水支管(322)的一端

均与所述布水主管(321)连通，每一布水支管(322)的外侧壁上均设置有布水孔(32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过滤层

(31)设置有透气管(31)，所述透气管(31)的一端位于过滤层(31)之上，所述透气管(31)的

另一端向下穿过过滤层(31)并与所述的集水管(33)导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缺氧池(12)

和好氧池(13)的上部敞口，所述缺氧池(12)和好氧池(13)内均设置有漂浮于污水表面的生

态浮床(22)，所述生态浮床(22)上种植有能够吸收污水中营养物质的植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好氧池(13)

内设置有回流泵(23)，所述回流泵(23)连接有回流管(24)，所述回流管(24)连接有能够向

缺氧池(12)注入回流污水的第一回流支管(241)，所述第一回流支管(241)上设置有控制其

通断的阀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14)的

底部和厌氧池(11)之间连接有污泥回流管(25)，所述污泥回流管(25)上设置有控制其通断

的阀门，所述的污泥回流管(25)连接有能够将沉淀池(14)内的污泥沿着污泥回流管(25)泵

入厌氧池(11)的污泥回流泵(26)。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生态塘

(500)的底面设置有生态覆盖层(501)，生态覆盖层(501)内设置有多孔材料以供微生物生

长繁殖，所述的生态覆盖层(501)种植有沉水植物，所述的生态塘(500)的水面设置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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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岛(502)，所述生态浮岛(502)上种植有植物，所述生态浮岛(502)连接有垂悬于池水中的

生物绳(50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塘(500)

的周围设置有能够收集雨水的集水槽(51)，所述的集水槽(51)高于所述生态塘(500)的水

面，所述的集水槽(51)和生态塘(500)之间设置有能够供集水槽(51)中的水潜流至生态塘

(500)中的潜流过滤带(52)。

10.一种污水处理再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应用了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生态公厕污

水处理循环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A.污水排入所述的化粪池(400)，污水中大部分的固体废物在化粪池(400)的沉降，化

粪池(400)中保持厌氧环境，降解污水中大部分的有机物；

B.经过化粪池(400)处理的上层污水进入一体式生物处理器，依次经过厌氧池(11)、缺

氧池(12)、好氧池(13)和沉淀池(14)，通过厌氧池(11)、缺氧池(12)以及好氧池(13)内的微

生物对污水中的残留的有机物进行进一步降解，除去污水中大部分的COD、BOD、氮元素和部

分的磷元素，经过好氧池(13)处理的污水进入沉淀池(14)，经过沉淀脱除污水中的悬浮物；

C.沉淀池(14)内的上层污水输送至布水管(32)，布水管(32)将这些污水喷洒在强化除

磷人工湿地(300)的上表面，让污水自然下渗，经过过滤层(31)的过滤和植物的吸收后，汇

流到集水管(33)中；

D.将集水管(33)中的水排入集水槽(51)中，集水槽(51)中的水渗过所述潜流过滤带

(52)并流入生态塘(500)，在生态塘(500)的湿地调节作用下继续进行净化；

E.循环水泵抽取生态塘(500)中的池水，再经过过滤和消毒后通入供水罐，供水罐的出

水端连接有生活用水管道(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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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及污水处理再利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及污水

处理再利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生态环保厕所起步较晚，现在基本只在城市公厕及旅游业中使用，且使用很

少，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仅7.5％，散落露天的旱厕粪缸容易造成周边环境气味发臭，苍

蝇横生乱窜，严重影响周边环境以及乡村面貌。

[0003] 在国家旅游局发动的“厕所革命”下，我国城市在对厕所的建设和管理上有非常大

的提高。目前我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的大格局逐步形成，政策和市场也相对规范，而每年农

村产生生活污水约90亿吨，绝大多数集中收集处理再直接排放。然而，由于缺少像大型污水

处理厂那种的大型设备，目前应用于偏远地区的污水处理装置，只能对化粪池排出的污水

进行较为简单的处理，对污水进行一定程度的净化，除去部分COD、BOD、氮元素、磷元素等物

质，然后排放，依靠自然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将污水净化，无法实现污水的回收再利用。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对污水净化程度高、能够实现污水回收再利

用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及污水处理再利用方法，解决村镇、公园等自来水管道不

发达，厕所冲洗水源来源困难的问题。

[0005] 本发明为解决其技术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包括沿着水流方向依次设置的化粪池、一体

式生物净化器、强化除磷人工湿地、生态塘、以及循环用水装置，所述化粪池的出水端与一

体式生物净化器的进水端连接，所述所述的一体式生物净化器包括沿着水流方向依次设置

的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以及沉淀池，所述厌氧池、缺氧池以及好氧池内均设置有供微生

物生长繁殖的生物填料，所述的强化除磷人工湿地包括过滤层，所述过滤层中设置有过滤

料，所述的过滤料包括陶粒、煤灰渣、钢渣、碎石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所述过滤层上种植有

植物，所述的沉淀池连接有能够将沉淀池上层的污水输送至所述过滤层上表面的布水管，

所述过滤层的下部设置有集水管，所述集水管上设置有集水孔，所述的集水管将其中的水

输送至所述的生态塘，所述的循环用水装置包括能够抽取所述生态塘的池水以将池水循环

利用的循环水泵。

[0007]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过滤层包括从下至上依次设置的底层、中间层和表层，所述表

层的过滤料为陶粒，所述中间层的过滤料为煤灰渣和钢渣的混合料，所述底层的过滤料为

碎石，过滤层上的植物种植于所述的表层，所述的集水管设置于所述的底层。

[0008] 作为优选地，所述布水管包括位于过滤层之上的布水主管和多根布水支管，所述

布水支管分为两列，同一列的布水支管相互平行且每两根相邻的布水支管之间的距离相

等，两列布水支管对称地设置于所述布水主管的两侧且每一布水支管的一端均与所述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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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连通，每一布水支管的外侧壁上均设置有布水孔。

[0009]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过滤过滤层设置有透气管，所述透气管的一端位于过滤层之

上，所述透气管的另一端向下穿过过滤层并与所述的集水管导通。

[0010]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缺氧池和好氧池的上部敞口，所述缺氧池和好氧池内均设置

有漂浮于污水表面的生态浮床，所述生态浮床上种植有能够吸收污水中营养物质的植物。

[0011]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好氧池内设置有回流泵，所述回流泵连接有回流管，所述回流

管连接有能够向缺氧池注入回流污水的第一回流支管，所述第一回流支管上设置有控制其

通断的阀门。

[0012]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一体式生物净化器还包括位于所述厌氧池上游并与厌氧池导

通的配水池，所述的回流管还连接有能够向配水池注入回流污水的第二回流支管，所述第

二回流支管上设置有控制其通断的阀门。

[0013] 作为优选地，所述沉淀池的底部和厌氧池之间连接有污泥回流管，所述污泥回流

管上设置有控制其通断的阀门，所述的污泥回流管连接有能够将沉淀池内的污泥沿着污泥

回流管泵入厌氧池的污泥回流泵。

[0014] 作为优选地，所述沉淀池的底部设置有排污口，所述的排污口设置有能够控制其

通闭的阀门，所述的排污口连接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的另一端与外部的污泥池连接，所述

排污管连接有能够将排污管内的污泥泵出的排污泵。

[0015]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厌氧池、缺氧池以及好氧池的底部分别设置有排污支管，所述

排污支管的上端口高于对应的池底，所述排污支管的另一端与所述排污管连通，每一排污

支管上均设置有能够控制其通断的阀门。

[0016]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生态塘的底面设置有生态覆盖层，生态覆盖层内设置有多孔

材料以供微生物生长繁殖，所述的生态覆盖层种植有沉水植物。

[0017] 作为优选地，所述的生态塘的水面设置有生态浮岛，所述生态浮岛上种植有植物，

所述生态浮岛连接有垂悬于池水中的生物绳。

[0018] 作为优选地，所述生态塘的周围设置有能够收集雨水的集水槽，所述的集水槽高

于所述生态塘的水面，所述的集水槽和生态塘之间设置有能够供集水槽中的水潜流至生态

塘中的潜流过滤带。

[0019] 一种污水处理再利用方法，应用了上述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包括以

下步骤：

[0020] A.污水排入所述的化粪池，污水中大部分的固体废物在化粪池的沉降，化粪池中

保持厌氧环境，降解污水中大部分的有机物；

[0021] B.经过化粪池处理的上层污水进入一体式生物处理器，依次经过厌氧池、缺氧池、

好氧池和沉淀池，通过厌氧池、缺氧池以及好氧池内的微生物对污水中的残留的有机物进

行进一步降解，除去污水中大部分的COD、BOD、氮元素和部分的磷元素，经过好氧池处理的

污水进入沉淀池，经过沉淀脱除污水中的悬浮物；

[0022] C.沉淀池内的上层污水输送至布水管，布水管将这些污水喷洒在强化除磷人工湿

地的上表面，让污水自然下渗，经过过滤层的过滤和植物的吸收后，汇流到集水管中；

[0023] D.将集水管中的水排入集水槽中，集水槽中的水渗过所述潜流过滤带并流入生态

塘，在生态塘的湿地调节作用下继续进行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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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E.循环水泵抽取生态塘中的池水，再经过过滤和消毒后通入供水罐，供水罐的出

水端连接有生活用水管道。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6] 第一、循环用水采用全生态处理，无二次污染，无需化学药剂，稳定的生态对水质

处理效果长久，维护简单，处理后的水质较好，可经过简单处理消毒后循环利用，解决了村

镇、公园等自来水管道不发达，厕所冲洗水源来源困难的问题；

[0027] 第二、一体式生物处理器占地面积小，处理能力强，集厌氧、缺氧、好氧处理于一

体，加上生态浮床的植物吸收以及植物根系的处理，更进一步加强了污水处理能力，能够处

理掉大部分COD、BOD、氮等污染物和部分的磷；

[0028] 第三、好氧池内设置有回流泵，对出水效果不佳或未达到处理效果的进行回流操

作，提高出水水质，沉淀池定期进行污泥回流补充菌源，污泥沉淀过多时进行污泥抽离操

作；

[0029] 第四、进入强化除磷人工湿地的水在布水管均匀布水的条件下，水流由强化除磷

人工湿地表面垂直流向床底，依次经过陶粒层、钢渣/煤灰渣层、碎石层，陶粒利于植物根系

生长，过滤作用强，钢渣/煤灰渣对公厕污水中的磷有较强吸附作用，配合植物的吸收作用，

加大污水处理能力，以此搭配强化除磷人工湿地水力负荷可高达0.8m3/，解决了一体式生

物处理器对磷处理效果较差的缺点；

[0030] 第五、生态浮岛上的植物、生物绳、以及设置在生态塘底部的生态覆盖层，能够进

一步提升生态塘的净化效果，提升净化效率；

[0031] 第六、生态公厕的建立无需依靠市政污水管网，对于偏远地区以及市政污水管网

无法到达的地区公厕的建立带来了便利。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是一体式生物净化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是强化除磷人工湿地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是强化除磷人工湿地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是布水管的支管的截面图；

[0037] 图6是集水管的截面图；

[0038] 图7是生态塘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8是循环用水装置使用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41] 参照图1至图8，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其包括沿着水流

方向依次设置的化粪池400、一体式生物净化器100、强化除磷人工湿地300、生态塘500、以

及循环用水装置600，化粪池400的出水端与一体式生物净化器100的进水端连接，一体式生

物净化器100包括沿着水流方向依次设置的厌氧池11、缺氧池12、好氧池13以及沉淀池14，

厌氧池11、缺氧池12以及好氧池13内均设置有供微生物生长繁殖的生物填料21，强化除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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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湿地300包括过滤层31，过滤层31中设置有过滤料，过滤料包括陶粒、煤灰渣、钢渣、碎

石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过滤层31上种植有植物，沉淀池14设置有出水口141，出水口141连

接有能够将沉淀池14上层的污水输送至过滤层31上表面的布水管32，过滤层31的下部设置

有集水管33，集水管33上设置有集水孔331，集水管33将其中的水输送至生态塘500，循环用

水装置600包括能够抽取生态塘500的池水以将池水循环利用的循环水泵(未图示)。

[0042] 进一步地，缺氧池12和好氧池13的上部敞口，缺氧池12和好氧池13内均设置有漂

浮于污水表面的生态浮床22，生态浮床22上种植有能够吸收污水中营养物质的植物。植物

品种优选翠芦莉、美人蕉。

[0043] 化粪池400的具体结构为现有技术，本文不再详述。化粪池400优选三级化粪池，三

级化粪池采用PE一体式罐体制作，分三个隔间，收集公厕废水、清洁废水以及清洗废水进行

初步处理，三级化粪池有效体积取公厕每日产生废水的3倍体积，废水首先进入一级池经过

沉淀留下大部分固体废物，经过厌氧微生物分解消耗降低固体残渣体积，延长化粪池400污

泥清理周期；其后再经过二级三级的厌氧处理，水解污水中大部分大分子有机物。

[0044] 优选地，过滤层31包括从下至上依次设置的底层313、中间层312和表层311，表层

311的过滤料为陶粒，中间层312的过滤料为煤灰渣和钢渣的混合料，底层313的过滤料为碎

石，过滤层31上的植物种植于表层311，集水管33设置于底层313，过滤层31上种植的植物为

翠芦莉、香根草、芦苇、美人蕉。

[0045] 表层311的厚度为15-30cm，优选20cm；中间层312的厚度为40-60cm，优选50cm；底

层313的厚度为20-50cm，优选30cm。

[0046] 参照图4与图5，布水管32包括位于过滤层31之上的布水主管321和多根布水支管

322，布水主管321的一端与出水口141连接，布水支管322分为两列，同一列的布水支管322

相互平行且每两根相邻的布水支管322之间的距离相等，两列布水支管322对称地设置于布

水主管321的两侧且每一布水支管322的一端均与布水主管321连通，每一布水支管322的外

侧壁上均设置有布水孔320，布水孔320设有两列，两列布水孔320对称地于布水支管322两

侧的上部。布水管32采用这样的结构，能够实现在强化除磷人工湿地300表面均匀的布水。

[0047] 参照图3，过滤过滤层31设置有透气管31，透气管31的一端位于过滤层31之上，透

气管31的另一端向下穿过过滤层31并与集水管33导通。优选地，集水管33设置有多根，多根

集水管33最终汇流到同一管道，便于收集、回收利用净化的水，多根集水管33均匀地设置在

过滤层31的底层313，每一集水管33中，集水孔331设置有多个，集水管33横放于过滤层31中

时，集水孔331的位置应位于集水管33的顶部、或者集水管33两侧的中部、或者集水管33两

侧的靠上的位置。

[0048] 几种填料对强化除磷人工湿地300污水净化效果研究

[0049] 挑选填料为陶粒、沸石、煤灰渣、钢渣、碎石，实验用的污水采用表1所示的污水。

[0050] 表1污水净化实验污水浓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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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前期实验为比较四种填料单独作为人工湿地填料进行实验，基质采用70cm实验填

料作为上层，30cm碎石作为底层313313集水用，将自配污水泵吸到高位水箱，流量计控制流

量，并联运行，采用恒定条件，在水力负荷为0.8m3/m2·d条件下进行一个月连续运行后采取

水样进行测试，湿地内种植数量相等，生物量相当的翠芦莉作为湿地植物。一个月后各种填

料对各个污染物的去除率如表2所示，各个数据的单位为％。

[0053] 表2各种填料对各个污染物的去除率附表

[0054]   COD NH3-N TP TN

陶粒 82.2 90.1 57.0 92.6

沸石 81.6 78.6 65.4 85.0

煤灰渣 78.5 73.8 89.6 84.4

钢渣 77.4 77.8 91.5 83.6

碎石 74.6 72.0 57.9 79.0

[0055] 由表2可知，前期实验证明煤灰渣与钢渣对于磷的吸收去除效果最佳，陶粒、沸石

对于含氮物质去除效果佳，实验过程中对于五组植物根系长度进行了测量，结果表3所示。

[0056] 表3各种填料中植物根系长度附表

[0057]

[0058] 由表3可知，实验证明在陶粒基质下，植物根系更容易生长，对水质净化作用起到

更好辅助作用。

[0059] 后续实验将陶粒以20cm的厚度覆盖煤灰渣、钢渣、沸石50cm，沸石覆盖钢渣、煤灰

渣进行实验，底层313313保持30cm碎石作为集水用，一个月运行后对各个污染物的去除率

如表4所示，各个数据的单位为％。

[0060] 表4

[0061]   COD NH3-N TP TN

陶粒/沸石 81.2 80.4 64.6 91.7

陶粒/煤灰渣 80.8 86.5 87.6 91.4

陶粒/钢渣 78.8 89.6 89.4 90.6

钢渣/煤灰渣 74.5 74.8 92.6 85.6

沸石/煤灰渣 73.4 72.5 82.5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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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钢渣 76.6 76.6 85.4 87.6

[0062] 由表4可知，实验证明在陶粒搭配钢渣的情况下污水总体净化效果最佳，陶粒搭配

煤灰渣的情况下次之，植物生长效果较好。

[0063] 在以20cm陶粒，50cm钢渣/煤灰渣，30cm碎石的填料下，可大大提高强化除磷人工

湿地300处理效率，陶粒的运用有利于植物生长，加强植物吸收，陶粒多孔的环境利于微生

物的附着，提高对COD、氮的处理率。钢渣/煤灰渣对于磷的吸收要优于其他材料，底层

313313以碎石做基底，避免了钢渣/煤灰渣表面受压易脱落碎屑造成管道堵塞问题。

[0064] 参照图2，好氧池13内设置有回流泵23，回流泵23连接有回流管24，回流管24连接

有能够向缺氧池12注入回流污水的第一回流支管241，第一回流支管241上设置有控制其通

断的阀门。

[0065] 进一步地，一体式生物净化器100还包括位于厌氧池11上游并与厌氧池11导通的

配水池15，回流管24还连接有能够向配水池15注入回流污水的第二回流支管242，第二回流

支管242上设置有控制其通断的阀门。好氧池13中的回流管24将污水回流至缺氧池12，硝化

后的水反硝化，脱氮效果更佳，回流比例100％-120％，当沉淀池14出水有机物含量过高时，

回流水进入配水池15重新处理。

[0066] 参照图2，沉淀池14的底部和厌氧池11之间连接有污泥回流管25，污泥回流管25上

设置有控制其通断的阀门，污泥回流管25连接有能够将沉淀池14内的污泥沿着污泥回流管

25泵入厌氧池11的污泥回流泵26。沉淀池14中沉淀污泥回流25％-50％至厌氧池11中，补充

活性污泥，将污泥中的微生物回流到厌氧池11中，集磷菌释放磷元素获得能量。

[0067] 为了便于将沉淀池14中多余的污泥排出，沉淀池14的底部设置有排污口142，排污

口142设置有能够控制其通闭的阀门，排污口142连接有排污管16，排污管16的另一端与外

部的污泥池连接，排污管16连接有能够将排污管16内的污泥泵出的排污泵17。

[0068] 进一步地，厌氧池11、缺氧池12以及好氧池13的底部分别设置有排污支管18，排污

支管18的上端口高于对应的池底，排污支管18的另一端与排污管16连通，每一排污支管18

上均设置有能够控制其通断的阀门。这样的结构使得厌氧池11、缺氧池12以及好氧池13的

底部的多余污泥也可以通过排污管16排出。

[0069] 沉淀池14、厌氧池11、缺氧池12以及好氧池13的多余污泥经污泥抽离泵抽离。排污

支管18的上端口高于沉淀池14、厌氧池11、缺氧池12的池底，使得这三个池中能够保持一定

厚度的污泥，这些污泥中的生长繁殖的微生物能够进一步提升净化污水的能力。优选地，排

污支管18的上端口与厌氧池11、缺氧池12、好氧池13池底的距离为15cm-25cm，每隔15-30d

抽离多余污泥。

[0070] 一体式生物净化器100的工作原理是：

[0071] 配水池15的一侧设置有进水口，首先，经过三级化粪池处理过的污水从进水口进

入配水池15，经过配水池15均匀配水，从配水池15底部进入厌氧池11。厌氧池11主要利用厌

氧菌的作用，使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甲烷化去除废水中的有机物，提高污水的可生化性，

有利用后续处理，缺氧池12内生物填料21悬挂间隔为20-30cm，为微生物附着提供场所，增

加微生物与污水接触有效面积，厌氧池11池盖正常运转状态下为关闭，保持池内无氧。

[0072] 经过厌氧池11处理后的污水从厌氧池11的上部进入缺氧池12，缺氧池12经过空气

泵泵送过来的空气在微孔曝气管的分散作用下进行微量曝气，使污水中溶解氧含量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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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mg/L，缺氧池12中主要将硝酸盐、亚硝酸盐以及有机物在缺氧状态下进行反硝化脱氮反

应，将硝酸根还原为氮气释放，缺氧池12内生物填料21悬挂间隔为30cm，池内上方为无盖

式，生态浮岛502漂浮在污水表面。生物填料21能为微生物附着提供产所，有利于水中有机

物的降解以及反硝化反应的进行，生态浮岛502上的植物根系生长到水中后同样具有此功

能，同时植物根系在水中能为反硝化反应提供一定碳源，有利于反硝化的进行。植物能吸收

一部分植物所需生长营养，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0073] 经过缺氧池12处理后的污水进入好氧池13，好氧池13经过空气泵泵送过来的空气

在微孔曝气管的分散作用下进行充分曝气，使溶解氧含量为2-3mg/L，好氧池13中好氧微生

物进一步分解污水中剩余有机物，同时污水中硝化细菌在有氧的条件下将氨氮进行硝化，

生成硝酸根。好氧池13内生物填料21悬挂间隔为30cm，池内上方为无盖式，生态浮岛502漂

浮在污水表面。生物填料21能为微生物附着提供产所，有利于水中有机物的降解以及硝化

反应的进行，植物根系生长到水中后同样具有此功能，同时植物根系在水中能为硝化反应

提供一定碳源，有利于硝化的进行。植物能吸收一部分植物所需生长营养，提高污水处理能

力。

[0074] 好氧池13正常运转状态下回流泵23开启，回流水从好氧池13流向缺氧池12，将好

氧处理产生的硝酸根再次进行反硝化，回流比例100％-120％，当好氧池13出水有机物含量

过高时，回流水进入配水池15重新处理。

[0075] 经过好氧池13处理后的污水进入沉淀池14，水中的有机物氧化分解供给集磷菌以

能量，集磷菌从水中吸收磷，磷进入细胞组织，富集在微生物内，经沉淀分离后以富磷污泥

的形式从排污管16排出。

[0076] 强化除磷人工湿地300的工作原理是：

[0077] 沉淀池14的上层清液从出水口141排出，自然流出或泵送至布水管32，布水管32将

这些污水均匀地喷洒在强化除磷人工湿地300的表面，水流垂直下渗，依次经过表层311、中

间层312和底层313，经过这三层的过滤吸附作用、微生物降解和植物的吸收作用后进入集

水管33，此时的水中的绝大多数的污染物已经被处理干净。

[0078] 参照图7，生态塘500的底面设置有生态覆盖层501，生态覆盖层501内设置有多孔

材料以供微生物生长繁殖，生态覆盖层501种植有沉水植物。优选地，生态覆盖层501分为两

层，下层为1.5-3cm厚的黄沙层，上层为1.5-3cm的沸石，沉水植物的种植密度为700g/m2。

[0079] 生态塘500的水面设置有生态浮岛502，生物强化型生态浮岛502，其上种植净水能

力较强的挺水湿地植物，生态浮岛502连接有垂悬于池水中的生物绳503，生物绳503长度为

1m，系绳间隔20cm。

[0080] 进一步地，生态塘500的周围设置有能够收集雨水的集水槽51，集水槽51高于生态

塘500的水面，集水槽51和生态塘500之间设置有能够供集水槽51中的水潜流至生态塘500

中的潜流过滤带52。以上结构形成雨水净水系统，将雨水净化并收集在生态塘500中备用。

[0081] 优选地，潜流过滤带52的厚度为20-35cm，潜流过滤带52包括沿着一倾斜面上至下

依次设置的第一碎石段521、陶粒段522及第二碎石段523，第一碎石段521的宽度为0.8-

1.3m，陶粒段522的宽度为1.5-2.5m，第二碎石段523的宽度为0.8-1.3m，潜流过滤带52之上

设置有种植土层53，种植土层53的厚度为8-15cm，种植土层53上种植有植物，优选耐旱耐水

湿的翠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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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参照图8，循环用水装置600还包括沿着水流方向依次设置的净水沉淀池61、消毒

池62、供水压力罐63和生活用水管道64，循环水泵设置于生态塘500内以将池水泵入净水沉

淀池61，消毒池62内设置有潜水泵65，通过该潜水泵65将消毒池62内的水泵入供水压力罐

63。生活用水管道64将水输出，用于冲厕所、清洗地面、灌溉、种花草等等。

[0083]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污水处理再利用方法，其应用了上述的生态公厕污水处理循

环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0084] A.污水排入化粪池400，污水中大部分的固体废物在化粪池400的沉降，化粪池400

中保持厌氧环境，降解污水中大部分的有机物；

[0085] B.经过化粪池400处理的上层污水进入一体式生物处理器，依次经过厌氧池11、缺

氧池12、好氧池13和沉淀池14，通过厌氧池11、缺氧池12以及好氧池13内的微生物对污水中

的残留的有机物进行进一步降解，除去污水中大部分的COD、BOD、氮元素和部分的磷元素，

经过好氧池13处理的污水进入沉淀池14，经过沉淀脱除污水中的悬浮物；

[0086] C.沉淀池14内的上层污水输送至布水管32，布水管32将这些污水喷洒在强化除磷

人工湿地300的上表面，让污水自然下渗，经过过滤层31的过滤和植物的吸收后，汇流到集

水管33中；

[0087] D.将集水管33中的水排入集水槽51中，集水槽51中的水渗过所述潜流过滤带52并

流入生态塘500，在生态塘500的湿地调节作用下继续进行净化；

[0088] E.循环水泵抽取生态塘500中的池水，再经过过滤和消毒后通入供水罐，供水罐的

出水端连接有生活用水管道64。

[0089] 试验1

[0090] 按照上述工艺形成的一种生态公厕污水就地处理工艺及循环利用。示范区位于湿

地公园内，工艺均有应用，范围内有水泥道路800m2，绿地1500m2,生态塘500容水量40m3，池

内补充水源来源于附近河流、降雨、强化除磷人工湿地300出水,建有公厕占地面积40m2，日

均需处理污水9m3。生态草沟沿水泥道路而建，浮岛植物为美人蕉、翠芦莉、菖蒲，浮岛面积

20m2，循环用水系统中净化沉淀池14体积9m3,消毒池62采用4m3，均采用半埋地，供水压力罐

63有效容积5m3，一体化生物净化器有效容积8m3，采用半埋地，池中种植植物为翠芦莉、美人

蕉，水力停留时间21h，人工湿地占地面积15m2。在实际运行中，各部位出水水质参数如表5

所示：

[0091] 表5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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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0094] 由上表可知，经过本发明处理后的污水十分洁净，可循环使用，用于冲厕所、清洗

地面、灌溉、种花草等等。

[0095]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优先实施方式，只要以基本相同手段实现本发明目的技术方案

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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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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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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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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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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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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