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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净化系统及

净化方法，所述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厌氧池

(100)、调节池(200)、和介质净化槽(300)，汇集

的生活污水通入厌氧池(100)，厌氧池(100)沉淀

生活污水中的颗粒物杂质，并作为缺氧和厌氧反

应的场所使生活污水进行初步降解；调节池

(200)收集厌氧池(100)流出的生活污水，调节进

入介质净化槽(300)的水量；介质净化槽(300)中

填充填料介质，生活污水流入填料中，经与填料

的相互作用，完成净化处理，排出净化系统。本发

明中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通过厌氧池、调节池

和介质净化槽的多级处理，能够实现生活污水的

深层净化，且系统结构简单合理，不需高成本投

入，后期运营维护简单，适于在农村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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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厌氧池

(100)、调节池(200)、和介质净化槽(300)，

汇集的生活污水通入厌氧池(100)，厌氧池(100)沉淀生活污水中的颗粒物杂质，并作

为缺氧和厌氧反应的场所使生活污水进行初步降解；

调节池(200)收集厌氧池(100)流出的生活污水，调节进入介质净化槽(300)的水量，调

节池(200)表面通过生物浮床(220)覆盖，该生物浮床(220)包括能够漂浮在水体上的生物

床体和固定在生物床体上的植株，生物浮床(220)下部悬挂碳素纤维生态草(230)，该生物

床体为通过钢丝固定的PVC管排，管排中PVC管横纵排布，任意两行或两列交差产生的空隙

中插入PVC管，作为植物生长容器；

介质净化槽(300)中填充填料介质，生活污水流入填料中，经与填料的相互作用，完成

净化处理，排出净化系统；

所述厌氧池(100)为三段式厌氧池(100)，进水口将生活污水高水位引入第一段厌氧池

中，第一段厌氧池、第二段厌氧池和第三段厌氧池之间竖立溢流板，前一段厌氧池中的污水

通过溢流进入后一段厌氧池；

第三段厌氧池的池体中部安装超声波发生器(110)，且使发出的超声波倾斜朝上传播；

在第一段厌氧池的出水口附近设置隔油板(120)，隔油板(120)的板面朝向进水口，呈

45°方向固定，隔油板(120)下端浸入生活污水中；

在第一段厌氧池的前端、且与进水口相同高度处布置排油管(130)，隔油板(120)将生

活污水中的油污置于第一段厌氧池的前端，进而可以通过排油管(130)排出；

第二段厌氧池中投加聚磷菌；

第三段厌氧池中投加生物陶粒和反硝化细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伸入生活污水中的排油管(130)与水

平固定于第一段厌氧池中的导引杆(140)固接；

导引杆(140)的长度方向与排油管(130)一致，靠近池体壁面的末端连接可带动导引杆

(140)上下移动的牵引杆(150)，牵引杆(150)位于牵引套筒(160)中，牵引杆(150)上部连接

牵引绳，牵引绳引出厌氧池(100)，通过位于厌氧池(100)外的绞盘(170)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调节池(200)底部安装有微孔曝气盘

(210)，为进入介质净化槽(300)的污水提供溶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生物浮床(220)中种植的植物选自芦

苇、香蒲、菖蒲或菰中的一种或多种；

作为植物生长容器的PVC管，管径介于5～40cm之间，在水中的深度不超过1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介质净化槽(300)为层体结构，由上而

下包括湿地植被层(310)、调节层(320)和支撑层(330)，其中，

表层至其下130～150cm阶段为湿地植被层(310)，其中铺设土壤，并种植水生植物；

湿地植被层(310)下30～50cm处为调节层(320)，铺设有固体颗粒介质，以实施污染物

吸附；

调节层(320)下10～20cm处为支撑层(330)，用于支撑其上层的填料，利于处理后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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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污水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特别适用于

农村生活污水的水质净化。

背景技术

[0002]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据官方统计，在2016年全国

农村产生生活污水约80多亿吨，而96％的村庄没有排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随

意排放。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肆意排放，严重污染了农村的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广大农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农村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自流到地势低洼的河

流、湖泊和池塘等地表水体中，被污染的水域也成了疾病传染扩散的源头，容易造成部分地

区传染病、地方病和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生与流行。

[0003] 农村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对农村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地制宜地研发适

合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的新技术新工艺是解决农村水污染问题的关键所在。

[0004] 生活污水中有机物、氮、磷等地表水主要指标浓度高，要求处理设施的处理率较

高，且由于农村的分布现状及总量，又制约了对单个处理设施的建设及运行投入，这对处理

工艺、建设期投资、后期运行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005] 目前国内生活污水主要处理工艺为化粪池+格栅+厌氧+好氧+沉淀。处理原理为利

用微生物和细菌的自身新陈代谢来消耗掉水中有机污染物，在经过硝化反硝化反应来达到

净化水质的目的。该工艺将缺氧段和后段好氧段串联在一起，能够完成C、N、O在生态中的循

环，实现污水无害化处理。该工艺主要利用机电设备来为微生物带来适宜生长繁育的环境，

当中需要建设微生物赖以生存的活动空间，而且由于对微生物的管理不到位以及环境温度

的限制，净化效果不能满足GB  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特别

是对总磷(TP)的去除难度不足。

[0006] 还有一种近几年开始流行的膜法处理农村污水。其主要工艺为生物接触氧化+MBR

膜+消毒。该处理工艺出水水质不经沉淀即可达到排放要求，出水水质好。但是MBR膜本身为

一种高价值的娇贵材料，设备运行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章进行，定期进行清洗。生物膜使用

寿命标准状况下为2‑3年，实际使用中能用2年的很少，后期更换费用昂贵。

[0007]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运行稳定、处理效率高、出水水质达标、且建造成本低的农

村生活污水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人进行了锐意研究，提供了一种能够直接处理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效果好、能够解决传统净化技术出水水质差问题的净化系统。该系统包括

厌氧池、调节池、和介质净化槽，通过在厌氧池中除油‑沉淀‑厌氧酸化，在调节池中促溶氧‑

生物浮床净化，在介质净化槽中介质层+微生物净化，实现了生活污水的深层净化，出水满

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且系统结构简单合理，不需高成本投入，后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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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维护简单，适于在农村推广使用，从而完成本发明。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10] (1)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净化系统，其中，所述净化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厌氧池100、

调节池200、和介质净化槽300，

[0011] 汇集的生活污水通入厌氧池100，厌氧池100沉淀生活污水中的颗粒物杂质，并作

为缺氧和厌氧反应的场所使生活污水进行初步降解；

[0012] 调节池200收集厌氧池100流出的生活污水，调节进入介质净化槽300的水量；

[0013] 介质净化槽300中填充填料介质，生活污水流入填料中，经与填料的相互作用，完

成净化处理，排出净化系统。

[0014] (2)一种农村生活污水的净化方法，该方法优选通过上述(1)所述的净化系统实

施。

[0015]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本发明中，厌氧池中隔油板和排油管的设置，能够将入水中难以降解且影响系

统正常运行的油污去除，不含油污或仅含少量油污的污水的处理效率提升明显；

[0017] (2)本发明中，厌氧池中超声波发生器的安装，利于厌氧环境的形成，且促进酸化

降解等厌氧反应；

[0018] (3)本发明中，调节池中利用简单的材料制得生物浮床，生物浮床结构精巧，吃水

深度方便调节，生物浮床上植物根系能够作为微生物积聚场所，利于对氮、磷和悬浮物等污

染物的去除；

[0019] (4)本发明中，湿地植被层表面栽种芦苇、香蒲、菖蒲或菰，这些特定选择的植株不

仅生命力强，成活率高，而且其横走根状茎能够在地下纵横连片，产生植物根孔，构成发达

的土壤大孔隙网络，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界面和条件，对污染物的净化和降解起到

重要作用；

[0020] (5)湿地植被层中下部铺设PVC管网，模拟植物根孔，PVC管网表面密布裂纹和透

孔，加强人造根孔与植物根系间的连接紧密性，植物根系进入PVC管网内，微生物活跃度提

高，PVC管网内对污水的净化能力得到提高；

[0021] (6)本发明中，介质净化槽中蚯蚓的引入，可增加该系统使用寿命，蚯蚓的运动和

排泄物对改善土壤的质量非常有益，可使土壤的透气性保持良好使土壤保持健康状态，从

而提供污水处理效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示出本发明中一种优选实施方式的生活污水净化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示出本发明中一种优选实施方式的第一段厌氧池中导引杆相关装置的结构示

意图；

[0024] 图3示出本发明中一种优选实施方式的介质净化槽的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号说明：

[0026] 100‑厌氧池；

[0027] 110‑超声波发生器；

[0028] 120‑隔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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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130‑排油管；

[0030] 140‑导引杆；

[0031] 150‑牵引杆；

[0032] 160‑牵引套筒；

[0033] 170‑绞盘；

[0034] 200‑调节池；

[0035] 210‑微孔曝气盘；

[0036] 220‑生物浮床；

[0037] 230‑碳素纤维生态草；

[0038] 300‑介质净化槽；

[0039] 310‑湿地植被层；

[0040] 311‑沟渠；

[0041] 312‑PVC管网；

[0042] 320‑调节层；

[0043] 330‑支撑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通过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特点和优点将随着这些说明而变得更

为清楚、明确。

[0045] 在这里专用的词“示例性”意为“用作例子、实施例或说明性”。这里作为“示例性”

所说明的任何实施例不必解释为优于或好于其它实施例。尽管在附图中示出了实施例的各

种方面，但是除非特别指出，不必按比例绘制附图。

[0046]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净化系统，所述净化系统

包括依次连接的厌氧池100、调节池200、和介质净化槽300，

[0047] 其中，汇集的生活污水通入厌氧池100，厌氧池100沉淀生活污水中的颗粒物杂质，

并作为缺氧和厌氧反应的场所使生活污水进行初步降解，如大分子有机物的降解，提高生

活污水生化处理可行性；

[0048] 调节池200收集厌氧池100流出的生活污水，调节进入介质净化槽300的水量，使介

质净化槽300进水均匀；由于生活污水分布和产量的不均匀性，调节池200的设置为整套系

统的出水稳定性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0049] 介质净化槽300中填充填料介质，生活污水流入填料中，经与填料的相互作用，完

成净化处理，排出净化系统。

[0050] 在本发明中，所述厌氧池100为三段式厌氧池100，进水口将生活污水高水位引入

第一段厌氧池中，第一段厌氧池、第二段厌氧池和第三段厌氧池之间竖立溢流板，前一段厌

氧池中的污水通过溢流进入后一段厌氧池。

[0051] 当前大型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中，厌氧池100通过提高对水的负荷来营造厌氧环

境，然而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存在分散特点，不适于像大型污水处理厂那样采用高负荷来

获得厌氧环境，厌氧池100难以真正的实现厌氧环境，厌氧菌的活力以及厌氧池100中的酸

化降解效率存在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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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本发明人在第三段厌氧池中配备超声波发生器110(如探头式超声波发生器)，优

选在第三段厌氧池的池体中部安装超声波发生器110，且使发出的超声波倾斜朝上传播。定

期开启超声波发生器110对第三段厌氧池中污水进行声波震荡，促进排气，可以获得更加严

格的厌氧环境。这样，第一段厌氧池和第二段厌氧池能够进行厌氧和兼性厌氧活动，而又可

以保证第三段厌氧池实施更加严格的厌氧活动，微生物反应多元化且具有区域层次性。

[0053] 在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在第一段厌氧池的出水口附近设置隔油板120，

隔油板120的板面朝向进水口，呈45°方向固定，隔油板120下端浸入生活污水中。

[0054] 进一步地，在第一段厌氧池的前端、且与进水口相同高度处布置排油管130，隔油

板120将生活污水中的油污置于第一段厌氧池的前端，进而可以通过排油管130排出。

[0055] 更进一步地，伸入生活污水的排油管130管壁上，密布有排油孔，排油孔孔径介于

0.1～1.5mm之间。

[0056] 在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在各段厌氧池的池体壁上设定高度处设置观察

窗口，或者在各段厌氧池池体壁外设置连通各段厌氧池内部的液位计，通过观察窗口或液

位计观察各段厌氧池内污水高度及油层高度。其中，观察口可以为钢化玻璃窗口，高度区间

满足观察厌氧池100的进水高度。

[0057] 在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段厌氧池中，伸入生活污水中的排油管130

形成多条位于同一高度的分支或者平面管网，能够在油层中多个区域同时抽油，且减少对

水的抽出。

[0058] 进一步地，如图2所示，伸入生活污水中的排油管130与水平固定于第一段厌氧池

中的导引杆140固接；导引杆140的长度方向与排油管130一致，靠近池体壁面的末端连接可

带动导引杆140上下移动的牵引杆150，牵引杆150位于牵引套筒160中，牵引杆150上部连接

牵引绳，牵引绳引出厌氧池100，通过位于厌氧池100外的绞盘170固定。

[0059] 这样，通过观察窗口或者液位计观察油层位置，通过收放牵引绳调整导引杆140高

度带动排油管130上下移动，能够灵活方便的抽出厌氧池100中的油层。

[0060] 生活污水中不可避免存油，油污难以降解，进入污水处理系统还会影响其中活性

单元的功能，因而除油与污水净化效果相关。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隔油板120和排油系统，

能够简单有效脱除生活污水中含油。

[0061] 在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二段厌氧池中投加聚磷菌，聚磷菌在此缺氧

环境中脱磷‑聚磷，当聚磷菌随生活污水进入后续存在的好氧区域内时，由于通过厌氧环境

后的聚磷菌的聚磷能力得到提升，利于好氧环境中除磷。

[0062] 在第三段厌氧池中投加生物陶粒和反硝化细菌，其中，生物陶粒是一种新型的生

物膜载体滤料，具有质轻，比表面积大、吸附能力强等优点，在第三段厌氧池中加入生物陶

粒，利于反硝化菌挂膜生长，保持生物菌态。

[0063] 本发明中，调节池200为生活污水的缓存容器，其通过高位排水管道与厌氧池100

(第三段厌氧池)联通。

[0064] 在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调节池200底部安装有微孔曝气盘210，增加进

入介质净化槽300中污水的溶氧量。优选地，微孔曝气盘210通过太阳能曝气机带动曝气，采

用清洁能源太阳能作为动力。

[0065] 调节池200中曝氧，增加进入介质净化槽300的生活污水中的溶氧量，为介质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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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300中植物和微生物的好氧反应提供氧源。

[0066] 在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调节池200表面通过生物浮床220覆盖，该生物

浮床220包括能够漂浮在水体上的生物床体和固定在生物床体上的植株。

[0067] 该生物床体为通过钢丝固定的PVC管排，管排中PVC管横纵排布，任意两行或两列

交差产生的空隙中插入PVC管，作为植物生长容器。

[0068] 本发明利用管材自身在水中容易悬浮的特点，并将管排中横纵排布的全部或部分

PVC管的两端封堵，使其中空，为生物床体漂浮提供浮力，并且根据生物浮床220重量的改

变，或者对生物浮床220在水体深度的调整，调节封堵的数量即可。封堵的数量减少，生物浮

床220的位置向下移动；封堵的数量增加，生物浮床220的位置向上移动。

[0069] 作为植物生长容器的PVC管，管径介于5～40cm之间，在水中的深度不超过1m，以使

得栽种于其中的植物的根部能够伸出管外。优选地，植物选取常年生挺水作物，如芦苇、香

蒲、菖蒲或菰等。

[0070] 进一步地，在生物浮床220下部悬挂碳素纤维生态草230，使调节池200中相当一部

分区域成为碳素纤维生态草230仿根分布区域。

[0071] 植物根部和碳素纤维生态草230均具有极高的吸附性和生物亲和性，微生物菌群

可在其表面形成粘着性活性生物膜：一方面，该生物膜通过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生物氧化

等环节，结合含氧气流体对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降解、转化；再一方面，生物膜增加了

与生活污水中悬浮物的接触，促使厌氧池100中未去除的小颗粒悬浮固体在此接触过程中

充分沉降，延长后续介质净化槽300的使用周期；再一方面，生物膜的形成增大了生物反应

界面，微生物脱氮除磷功能活跃。

[0072] 在本发明中，介质净化槽300为层体结构，由上而下包括湿地植被层310、调节层

320和支撑层330，其中，

[0073] 表层至其下130～150cm阶段为湿地植被层310，其中铺设土壤，并种植水生植物；

[0074] 湿地植被层310下30～50cm处为调节层320，铺设有固体颗粒介质，以实施污染物

吸附；

[0075] 调节层320下10～20cm处为支撑层330，用于支撑其上层的填料，利于处理后出水。

[0076] 在本发明中，如图3所示，湿地植被层310上部挖设多条沟渠311，沟渠深度为40～

50cm，沟渠311低地势，使湿地植被层310具有起伏的地表状态。

[0077] 湿地植被层310表面栽种的植物为湿地大型水生植物，包括芦苇、香蒲、菖蒲或菰

中的一种或多种。这些植物具有发达的根状茎，尤其是横走根状茎，在地下可以纵横连片，

产生植物根孔，构成发达的土壤大孔隙网络，这是其他水生植物所不能比拟的。植物根孔是

植物根系生长以及死亡腐烂后在土壤中遗留形成的孔道，是土壤大孔隙的一个重要类型。

植物根孔是植物和土壤之间的多介质界面，由水、气、土壤、微生物和植物根系组成，是一个

多层次界面系统，空隙中水分、溶质和空气的传输，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界面和条

件，对污染物的净化和降解起到重要作用。进一步地，本发明中上述植物对磷有长期有效的

去除效果。磷的去除一般仅依赖于填料介质的吸附，而在填料吸附达到上限后，出水中磷的

含量则容易超标，而本发明人经过长期研究则发现，芦苇、香蒲、菖蒲或菰对含磷污水中的

磷有较强的摄取能力，在磷去除方面有较大优势。

[0078] 本发明中，多条沟渠的建设，不仅是为了便于向介质净化槽300中引入调节池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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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水，更为重要的是，植物在不同高度生长，根系在地面下的延伸区间不同，使得根系的

分布范围更大，水生植物相较于传统以景观为主降污为辅，肩负起更多的除杂功能。

[0079] 本发明中，湿地植被层310高度达130～150cm，主要基于植物根系长度和污水流程

两方面因素考虑，本发明中选择的水生植物根系发达，湿地植被层310高度低于100cm不利

于根孔网络形成，同时考虑到土壤层对生活污水的深度净化效果，为污水提供足够的水力

流程，故而选择湿地植被层310高度为130～150cm。

[0080]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湿地植被层310的中下部不同高度处水平铺设PVC管

网312，该PVC管网312包括纵横分布的众多分支管，各分支管上能够再次分出亚分支管，分

支管/亚分支管之间互通，形成PVC管网。

[0081] 优选地，PVC管网312中分支管之间、亚分支管之间、分支管‑亚分支管之间的管径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优选不同。PVC管网312中管的直径介于0.5～2cm之间，与本发明中选

用的植物根部形成的根孔相当。

[0082] 在本发明中，将PVC管网312作为人造根孔填埋在湿地植被层310中，由于本发明中

选用的水生植物根系在100cm深度内主要以横向分布和斜向分布为主，将PVC管网做横向排

布。PVC管网作为人造根孔具有以下作用：a.为营养盐和其他污染物提供吸附、转化和降解

的场所；b.为氧气和二氧化碳等气体提供优先迁移的路径，改变土壤中氧化还原状态，为污

染物降解提供多变环境。

[0083]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湿地植被层310中铺设10～25层PVC管网312。

[0084]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PVC管网312表面密布裂纹，裂纹允许水分进入PVC管，

而不易被土壤堵塞。

[0085] 优选地，PVC管网312表面还分布有透孔，该透孔孔径优选介于0.1～0.6cm之间，透

孔的存在使得植物根系有机会进入PVC管网内部，加强人造根孔与植物根系间的连接紧密

性，植物根系进入PVC管网内，微生物活跃度提高，PVC管网内对污水的净化能力能够得到提

高。

[0086]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湿地植被层310中上部区域中添加有碳源，向湿地植被

层310中投放蚯蚓，使湿地植被层310转化为蚯蚓床。蚯蚓的投放密度为5g～8g(蚯蚓)/(L填

料)。其中，碳源包括但不限于秸秆、木屑、菌糠、稻草等。

[0087] 本发明中蚯蚓的引入，便于该介质净化槽300充分利用蚯蚓与微生物的协同作用，

以及蚯蚓的通气透水、吞食有机物等功能，更有效地进行污水处理。蚯蚓不仅能在湿地植被

层310内降解有机物，还可以通过其砂囊研磨与肠道的生物化学作用，以及与微生物的协同

作用，促进C、N、P的转化与矿化，但其主要功能为在土壤活动层内的机械疏松、消解，对湿地

植被层310起到物理清扫作用，防止土壤板结、堵塞。蚯蚓在湿地植被层310内的活动还能有

效提高微生物数量及微生物活性，促进有机物质的分解转化。

[0088] 在本发明中，调节层320中填料为沸石。沸石是含水多孔硅铝酸盐的总称，其结晶

构造主要由(SiO)四面体组成。Al3+和Si4+作为构架离子和氧原子一起构成了沸石分子的整

体框架，部分Si4+为Al3+取代，导致负电荷过剩，同时沸石构架中有一定孔径的空腔和孔道，

决定了其具有吸附和离子交换的性质，其对氨氮的吸附和重金属的吸附固定相较于其他矿

石原料有更大的优势，其具有“快速吸附，缓慢平衡”的特点。

[0089] 进一步地，调节层320中沸石的粒径为0.5～5cm，介于土壤与支撑层330填料的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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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之间，在具有高效吸附氨氮等污染物的同时，对土壤起到截留作用。

[0090] 在本发明中，支撑层330中填充砾石颗粒。支撑层330中埋设集水管，该集水管为内

径5～10cm的PVC管，管壁上密布有1～10mm的集水孔。

[0091] 优选地，该集水管外周为包裹石子的土工布。经过石子和土工布的保护，集水管的

集水孔难以被介质净化槽300中的土壤和小石子堵塞，利于排水。

[0092] 本发明的中，污水进入介质净化槽300，经一系列物理、化学、生物反应后排出。生

活污水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含氧逐渐被消耗，依次经历好氧—兼氧—厌氧反应，多种反应

形式的存在，利于对硝酸盐/亚硝酸盐、氨氮、磷的去除。

[0093]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在于提供一种农村生活污水的净化方法，该方法优选通过上

述净化系统实施。

[0094] 实施例

[0095] 实施例1

[0096]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生活污水净化系统和利用该净化系统的净化方法，该净化

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厌氧池100、调节池200和介质净化槽300。

[0097] 厌氧池100分为第一段厌氧池、第二段厌氧池和第三段厌氧池，各段厌氧池之间竖

立溢流板，前一段厌氧池中的污水通过溢流进入后一段厌氧池。在各段厌氧池的池体壁上

设定高度处设置钢化玻璃窗口，通过钢化玻璃窗口观察各段厌氧池内污水高度及油层高

度。第三段厌氧池池壁中部配备超声波发生器，且使发出的超声波倾斜朝上传播，在厌氧池

中进水后，开启超声波发生器约10分钟。

[0098] 第一段厌氧池的出水口附近设置隔油板120，隔油板120板面朝向进水口，呈45°方

向固定，隔油板120下端浸入生活污水中。在第一段厌氧池的前端、且与进水口相同高度处

布置排油管130，排油管130管壁上，密布有排油孔，排油孔孔径介于0.1～1.5mm之间，隔油

板120将生活污水中的油污置于第一段厌氧池的前端，进而可以通过排油管130排出。

[0099] 伸入生活污水中的排油管130与水平固定于第一段厌氧池中的导引杆140固接；导

引杆140长度方向与排油管130一致，靠近池体壁面的末端连接可带动导引杆140上下移动

的牵引杆150，牵引杆150位于牵引套筒160中，牵引杆150上部连接牵引绳，牵引绳引出厌氧

池100，通过绞盘170固定。通过收放牵引绳调整导引杆140高度能够带动排油管130上下移

动。

[0100] 第二段厌氧池中投加聚磷菌，使其中的聚磷菌浓度达到約1×108个/mL。第三段厌

氧池中投加反硝化细菌附着的生物陶粒，反硝化细菌在生物陶粒上生成厚約1cm的生物膜。

[0101] 调节池200底部安装有微孔曝气盘，动力为太阳能，向调节池中曝氧，增加进入介

质净化槽300的生活污水中的溶氧量。调节池200表面通过生物浮床220覆盖。该生物床体为

通过钢丝固定的PVC管排，管排中PVC管横纵排布，任意两行或两列交差产生的空隙中插入

PVC管，作为植物(芦苇)的生长容器。管排中横纵排布的全部PVC管的两端封堵，使其中空，

为生物床体漂浮提供浮力，作为植物生长容器的PVC管在水中的深度不超过1m，使得栽种于

其中的植物的根部能够伸出管外。进一步地，在生物浮床220下部悬挂碳素纤维生态草230，

长度至少达到水下1m。

[0102] 介质净化槽300由上而下包括表层至其下150cm的湿地植被层310、深度30cm的调

节层320和深度20cm的支撑层330。湿地植被层310上部挖设多条深度为40～50cm的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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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沟渠中引入调节池处理后的污水。湿地植被层中植物种植芦苇，在其中60cm以下至

150cm深度范围内铺设11层PVC管网，PVC管网312表面密布裂纹和透孔，透孔孔径为0.2cm。

调节层320中铺设粒径为0.5～5cm的沸石颗粒；支撑层330中填充砾石颗粒，并埋设集水管，

该集水管为内径5～10cm的PVC管，管壁上密布有1～10mm的集水孔。集水管外周为包裹石子

的土工布。经过石子和土工布的保护，集水管的集水孔难以被介质净化槽300中的土壤和小

石子堵塞，利于排水。

[0103] 实施例2

[0104] 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区别仅在于，停止使用第三段厌氧池中安装

的超声波发生器。

[0105] 实施例3

[0106] 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区别仅在于，停止使用第一段厌氧池中的排

油设备。

[0107] 实施例4

[0108] 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区别仅在于，第二段厌氧池中不再投加聚磷

菌。

[0109] 实施例5

[0110] 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区别仅在于，第三段厌氧池中不再投加附着

反硝化细菌的生物陶粒。

[0111] 实施例6

[0112] 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区别仅在于，调节池200底部微孔曝气盘停

止曝氧。

[0113] 实施例7

[0114] 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区别仅在于，移出调节池200中的生物浮床。

[0115] 实施例8

[0116] 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区别仅在于，介质净化槽300中种植黑麦草

而非芦苇。

[0117] 实施例9

[0118] 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区别仅在于，介质净化槽300中不开设沟渠

且种植黑麦草。

[0119] 实施例10

[0120] 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区别仅在于，介质净化槽300中下部不铺设

PVC管网。

[0121] 实验例

[0122] 通过测定处理前后水中CODCr、总磷、总氮含量、氨氮，对实施例1～10中污染物控

制方法的效果进行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0123] 评价用水采集自农村废水管网，初始统一测得生活污水中CODCr为297mg/L，总P含

量为4.14mg/L，总N含量为52.4mg/L，氨氮为37.6；将生活污水直接通入厌氧池中，处理时间

为12h，调节池水处理时间6h，介质净化槽水处理时间8h，收集处理后污水，测定出水水质。

[0124]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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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0126]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和/或范例性实例以及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不

过这些说明并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和

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及其实施方式进行多种等价替换、修饰或改进，这些

均落入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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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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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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