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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所述

系统包括：格栅、调节池、厌氧池、水解酸化池、二

级好氧池、沉淀池、快滤池、臭氧池、紫外消毒管、

清水出水管；所述调节池、厌氧池、二级好氧池、

沉淀池、快滤池、臭氧池、清水出水管依次通过管

道连接。本实用新型引流生物膜污水处理系统整

套设备可埋入地下，地表可进行绿化，环境适应

性好；产生的噪声低，异味少，对周围环境影响

小；净化程度高，整套系统污泥产生量少；自动化

程度高，管理方便，不需要专人管理；技术稳定，

维护方便；能耗低，节省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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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工艺包括：格栅(1)、调

节池(2)、厌氧池(3)、水解酸化池(28)、二级好氧池(4)、沉淀池(5)、快滤池(6)、臭氧池(7)、

紫外消毒管(8)、清水出水管(9)；所述调节池(2)、厌氧池(3)、二级好氧池(4)、沉淀池(5)、

快滤池(6)、臭氧池(7)、清水出水管(9)依次通过管道连接；所述格栅(1)设置在所述调节池

(2)上侧一角；所述调节池(2)设置格栅(1)的中上部连接有进水管(10)；所述厌氧池(3)靠

近所述调节池(2)一侧上部与所述调节池(2)连通；所述厌氧池(3)靠近所述调节池(2)的一

侧设置有厌氧引流管(11)；所述水解酸化池(28)靠近所述厌氧池(3)一侧上部与所述厌氧

池(3)连通；所述水解酸化池(28)靠近所述厌氧池(3)的一侧设置有水解酸化引流管(29)；

所述二级好氧池(4)靠近所述水解酸化池(28)一侧上部与所述水解酸化池(28)连通；所述

二级好氧池(4)靠近所述水解酸化池(28)的一侧设置有好氧引流管(12)；所述二级好氧池

(4)内填充有MNBR除氮脱磷生物填料(13)；二级好氧池(4)底部设置有曝气装置(14)；所述

沉淀池(5)靠近所述二级好氧池(4)一侧上部与所述二级好氧池(4)连通；所述沉淀池(5)靠

近所述二级好氧池(4)的一侧设置有沉淀池(5)引流管；所述快滤池(6)靠近所述沉淀池(5)

的一侧设置有石英砂滤料装置(16)；所述石英砂滤料装置(16)连通有快滤池引流管(17)；

所述臭氧池(7)靠近所述快滤池(6)的一侧与所述快滤池(6)连通；所述臭氧池(7)靠近所述

快滤池(6)的一侧设置有臭氧池引流管(18)；所述臭氧池(7)内填充有臭氧催化填料(19)；

所述臭氧池(7)底部设置有臭氧曝气装置(20)；所述紫外消毒管(8)设置在所述臭氧池(7)

靠近所述清水出水管(9)一侧的上半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MNBR除氮

脱磷生物填料(13)整体呈圆柱形；所述生物填料包括：内环层(13-1)、中环层(13-2)、外环

层(13-3)、填料基体；所述填料基体包括膜壳骨架(13-4)、拉筋(13-5)、中心轴(13-6)；所述

外环层(13-3)设置在所述填料基体的外围；所述中心轴(13-6)上下贯通整个所述填料基

体；所述拉筋(13-5)支撑在所述中心轴(13-6)和填料基体外部边缘之间；所述内环层(13-

1)设置在所述膜壳骨架(13-4)中间；所述中环层(13-2)设置在内环层(13-1)的外围；所述

中环层(13-2)内填充立体多孔纤维；所述外环层(13-3)为放射状分布丝状纤维(13-7)；所

述外环层(13-3)设置有8组丝状纤维(13-7)；所述每组丝状纤维(13-7)按照上中下三层设

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1)

栅条间的空隙宽度设置为16mm-25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池

(3)底部设置有第一布水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好氧

池(4)底部设置有第二布水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

(5)采用竖流式沉淀池，所述沉淀池(5)中间设置隔板(23)；所述隔板(23)与所述沉淀池(5)

底部之间有空隙；所述沉淀池(5)底部设有锥形斗状挡板(24)，所述沉淀池(5)底部连接有

管道，管道一端与所述二级好氧池(4)连通；另一端与外部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池

(2)、厌氧池(3)、二级好氧池(4)、沉淀池(5)顶部设置有排气人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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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装置

(14)通过曝气管连接有曝气风机(26)。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曝气

装置(20)通过臭氧引入管连接有臭氧发生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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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

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乡镇、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基础设施

和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不断增加,据相关统计，预

计到2020年中国农村污水排放量达到270亿吨。

[0003] 由于目前大多数乡镇、农村都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率低，大部分生活污水

都随意排放直接进入河流或排出室外空地后任意渗入地下，少部分经化粪池简单处理后渗

入地下，严重污染河水和地下水。所以生活污水已成为目前乡镇、农村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

源之一，使乡镇、农村地区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直接威胁着广大群众的

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0004] 导致有乡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不良的原因主要以以下几方面：一是大部分

乡镇村民环保意识薄弱，对生活污水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二是乡镇村庄缺乏规划，居住分布

较分散，污水管网收集系统不健全；三是村镇经济力量较为薄弱，政府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投入较少；四是乡村的环境保护机构不健全，缺乏专业的环保人才；五是建成的污水处理设

施因各种原因不能正常运行，导致出水不合格；六是现有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不符合实际情

况，尤其是北方冬季温度较低，生物反应不充分，影响污水处理效果，出水不达标。

[0005] 传统的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包括厌氧沼气池处理技术、氧化塘处理技术、人工湿地

处理技术、一体化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等。

[0006] 厌氧沼气池处理技术，将污水中的大部分有机物经厌氧发酵后产生沼气，发酵后

的污水被去除大部分有机物，产生的沼气可作为家庭用能源；厌氧发酵处理后的污水可用

作浇灌用水，但该技术受温度影响较大，一般适合于常年气温较高的地区，而且处理后水还

需进一步处理才能排放。

[0007] 氧化塘处理技术，是利用水塘中的微生物和藻类对污水和有机废水进行需氧生物

处理的方法，基本原理是通过水塘中的"藻菌共生系统"进行废水净化。CODcr的平均去除率

在70％以上，氨氮(NH3-N)的平均去除率90％以上，磷的平均去除率50％以上。该技术存在

占地大，速度慢，氧化塘周围卫生条件差等问题。

[0008] 人工湿地处理技术，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共同作用来实

现对污水的净化。在进水污染物浓度较低的条件下，人工湿地对  BOD5的去除率可达85％～

95％，对CODcr的去除率可达80％以上，对磷和氮的去除率分别可达到90％和60％。但该技

术存在受气候温度影响较大、基质易堵塞、易受植物、基质、水力负荷、运行方式等的影响、

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等问题，导致人工湿地系统在运营一段时间后污水处理效果急剧下

降。

[0009] 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是将一沉池、I、II级接触氧化池、二沉池、污泥池集中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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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并在I、II级接触氧化池中进行鼓风曝气，使接触氧化法和活性污泥法有效的结合

起来的一种工艺。抗冲击负荷的能力强，接触氧化法的平均停留时间在6小时以上。具有脱

氮除磷能力，接触氧化池内的填料比表面积大，生物膜附着能力强，出水水质稳定，污泥产

量少并易于处理。设备可设于地面上，也可埋于地下。埋于地下时，上部覆上可用于绿化，厂

区占地面积少，地面构筑物少。但该技术存在着不利于维修、填料易堵塞、对环境适应性差，

冬天出水水质不达标等缺点。

[0010] 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

题综合治理成为一项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其中生活污水的治理尤为重要，鉴于传统污水

处理工艺存在设计不合理、冬季气温低时出水不达标、日常运行维护复杂、运行成本高等问

题，迫切需要研发一种适合各地气候环境、运维简便、性价比高的新型污水处理工艺。

[0011] 生物膜处理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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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膜沿水流方向分布及微生物组成及对有机物降解功能达到平衡和稳定

的状态，生物膜成熟，形成有机物、细菌、原生动物、后生动物的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微生物

种类多、生物食物链长、微生物量大、污泥沉降性能好、宜于固液分离、能够处理低浓度污

水、运行维护简便等优点，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1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所述系统包括：

格栅、调节池、厌氧池、水解酸化池、二级好氧池、沉淀池、快滤池、臭氧池、紫外消毒管、清水

出水管；所述调节池、厌氧池、二级好氧池、沉淀池、快滤池、臭氧池、清水出水管依次通过管

道连接；所述格栅设置在所述调节池上侧一角；所述调节池设置格栅的中上部连接有进水

管；所述厌氧池靠近所述调节池一侧上部与所述调节池连通；所述厌氧池靠近所述调节池

的一侧设置有厌氧引流管；所述水解酸化池靠近所述厌氧池一侧上部与所述厌氧池连通；

所述水解酸化池靠近所述厌氧池的一侧设置有水解酸化引流管；所述二级好氧池靠近所述

水解酸化池一侧上部与所述厌氧池连通；所述二级好氧池靠近所述水解酸化池的一侧设置

有好氧引流管；所述二级好氧池内填充有MNBR除氮脱磷生物填料；二级好氧池底部设置有

曝气装置；所述沉淀池靠近所述二级好氧池一侧上部与所述二级好氧池连通；所述沉淀池

靠近所述二级好氧池的一侧设置有沉淀池引流管；所述快滤池靠近所述沉淀池的一侧设置

有石英砂滤料装置；所述石英砂滤料装置连通有快滤池引流管；所述臭氧池靠近所述快滤

池的一侧与所述快滤池连通；所述臭氧池靠近所述快滤池的一侧设置有臭氧池引流管；所

述臭氧池内填充有臭氧催化填料；所述臭氧池底部设置有臭氧曝气装置；所述紫外线消毒

管设置在所述臭氧池靠近所述清水出水管一侧的上半部。

[0013] 其中，所述MNBR除氮脱磷生物填料整体呈圆柱形；所述生物填料包括：内环层、中

环层、外环层、填料基体；所述填料基体包括膜壳骨架、拉筋、中心轴；所述外环层设置在所

述填料基体的外围；；所述中心轴上下贯通整个所述填料基体；所述拉筋支撑在所述中心轴

和填料基体外部边缘之间；所述内环层设置在所述膜壳骨架中间；所述中环层设置在内环

层的外围；所述中环层内填充立体多孔纤维；所述外环层为放射状分布丝状纤维；所述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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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置有8组丝状纤维；所述每组丝状纤维按照上中下三层设置。

[0014] 其中，所述格栅栅条间的空隙宽度设置为16mm-25mm。

[0015] 其中，所述厌氧池底部设置有第一布水管。

[0016] 其中，所述二级好氧池底部设置有第二布水管。

[0017] 其中，所述沉淀池采用竖流式沉淀池，所述沉淀池中间设置隔板；所述隔板与所述

沉淀池底部之间有空隙；所述沉淀池底部设有锥形斗状挡板，所述沉淀池底部连接有管道，

管道一端与所述二级好氧池连通；另一端与外部连通。

[0018] 其中，所述调节池、厌氧池、二级好氧池、沉淀池顶部设置有排气人孔。

[0019] 其中，所述曝气装置通过曝气管连接有曝气风机。

[0020] 其中，所述臭氧曝气装置通过臭氧引入管连接有臭氧发生器。

[0021] 本实用新型引流生物膜污水处理系统在传统膜处理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结

合了活性污泥及过滤杀菌工艺，大大提高处理效果，彻底解决了北方冬季生活污水处理不

达标的问题。装置安装时无需建造厂房和保温措施，在新疆、东北、内蒙古等高寒地区，冬季

也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即可保证出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

2002)一级A标准，即  COD≤50mg/L，BOD≤10mg/L，悬浮物≤10mg/L，氨氮≤5(8)mg/L，总氮

≤  15mg/L，总P≤0.5mg/L，PH6-9。

[0022] 本实用新型引流生物膜污水处理系统的优点：使用新型MNBR生物填料，集处理

BOD5、COD、NH3-N、粪大肠杆菌、PH值于一身；整套设备可埋入地下，地表可进行绿化，环境适

应性好；产生的噪声低，异味少，对周围环境影响小；净化程度高，整套系统污泥产生量少；

自动化程度高，管理方便，不需要专人管理；技术稳定，维护方便；能耗低，节省运行成本。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MNBR脱氮除磷生物填料俯视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MNBR脱氮除磷生物填料截面图；

[0026] 格栅1、调节池2、厌氧池3、二级好氧池4、沉淀池5、快滤池6、臭氧池7、紫外消毒管

8、清水出水管9、进水管10、厌氧引流管11、好氧引流管12、MNBR除氮脱磷生物填料13、曝气

装置14、沉淀池引流管15、石英砂滤料装置16、快滤池引流管17、臭氧池引流管18、臭氧催化

填料19、臭氧曝气装置20、隔板23、锥形斗状挡板24、人孔25、曝气风机26、臭氧发生器27、、

水解酸化池28、水解酸化引流管29、内环层13-1、中环层13-2、外环层13-3、膜壳骨架13-4、

拉筋13-5、中心轴13-6、丝状纤维13-7。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

并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说明。应该理解，这些描述只是示例性的，而并非要

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避免不

必要地混淆本实用新型的概念。

[0028] 如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引流生物膜污水一体化处理工艺，所述系统

包括：格栅1、调节池2、厌氧池3、二级好氧池4、沉淀池5、快滤池6、臭氧池7、紫外消毒管8、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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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出水管9；所述调节池2、厌氧池3、二级好氧池4、沉淀池5、快滤池6、臭氧池7、清水出水管9

依次通过管道连接。

[0029] 所述格栅1设置在所述调节池2上侧一角；所述调节池2设置格栅1的中上部连接有

进水管10，污水通过进水管10进入格栅1，所述格栅1可以采用电动格栅，也可以采用手动格

栅，格栅1栅条间的空隙可根据不同污水杂物的特点进行设置，所述格栅1栅条间的空隙宽

度设置为16mm-25mm。格栅1 的主要作用是去除污水中较大的悬浮或漂浮物，以减轻后续水

处理工艺的处理负荷，并起到保护水泵、管道、仪表等的作用。当拦截的栅渣量大于0.2m3/d 

时，一般采用机械清渣方式；栅渣量小于0.2m3/d时，可采用人工清渣方式，也可采用机械清

渣方式。所述的调节池2，可起到初步沉降、分离、调节水质、调节水量、事故状态下缓冲的作

用，是厌氧反应稳定运行的保证。调节池2大小可根据废水处理的流量及波动情况进行设

置。调节池2水流由一侧上方的进水口进入，通过格栅1后，从进水管10对侧的上方引流至厌

氧池3。

[0030] 所述厌氧池3靠近所述调节池2一侧上部与所述调节池2连通；所述厌氧池3靠近所

述调节池2的一侧设置有厌氧引流管11；所述厌氧池3底部设置有第一布水管。所述的厌氧

池3，污水从调节池2一侧上方接入，通过厌氧引流管11及底部的第一布水管，由底部进入厌

氧池3。厌氧池3内设置有厌氧菌，厌氧池3内利用厌氧菌的作用，使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和

甲烷化，去除废水中的有机物，并提高污水的可生化性，有利于后续的好氧处理。高分子有

机物的厌氧降解过程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水解阶段、发酵(或酸化) 阶段、产乙酸阶段和

产甲烷阶段。四个阶段的反应速度依废水的性质而异，通过上述四个阶段的反应将废水中

高分子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去除废水中的有机物，降低后续生物处理的生物负荷并提高

其生化性。出水从厌氧池3  进水处对侧上方引出。厌氧池3的水力停留时间、有机负荷、污泥

负荷等参数，要根据不同的水质进行不同的设置。

[0031] 所述水解酸化池28靠近所述厌氧池3一侧上部与所述厌氧池3连通；所述水解酸化

池28靠近所述厌氧池3的一侧设置有水解酸化引流管29。

[0032] 所述二级好氧池4靠近所述厌氧池3一侧上部与所述水解酸化池28连通；所述二级

好氧池4靠近所述水解酸化池28的一侧设置有好氧引流管12；所述二级好氧池4内填充有

MNBR除氮脱磷生物填料13；二级好氧池4底部设置有曝气装置14；所述二级好氧池4底部设

置有第二布水管。所述的二级好氧池4，是指二级好氧池4串联，一级好氧池中的污染物浓度

高，二级好氧池4中的污染物浓度低，一级好氧池中的活性污泥富集的适应较高浓度污染物

降解的微生物种群多，二级好氧池4中的活性污泥富集的适应较低浓度污染物降解的微生

物种群多，两个池子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是不同的，串联起来提高处理效率。水流从一侧上

方进入，通过下部的第二布水管向上流动，在流动过程中通过好氧反应，去除水中的有机物

及其它杂质，处理后的水从进水侧对侧上方流出。进一步的，所述曝气装置14通过曝气管连

接有曝气风机26。所述的好氧池曝气由曝气风机26提供，曝气量控制在3-5mg/L，气水比达

12：1。曝气装置14采用微孔膜曝气装置14，在曝气时表面膜片会自动打开，形成微小气泡，

布气均匀，氧的利用率达18％以上；不曝气时微孔会自动关闭，从而可有效地防止污泥堵塞

曝气装置14。材质采用ABS材质，膜片采用橡胶材质，为防止膜片曝裂，在曝气膜片上增加不

锈钢丝网罩。

[0033] 进一步的，所述MNBR除氮脱磷生物填料13整体呈圆柱形；所述生物填料包括：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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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13-1、中环层13-2、外环层13-3、填料基体；所述填料基体包括膜壳骨架13-4、拉筋13-5、

中心轴13-6；所述外环层13-3设置在所述填料基体的外围；；所述中心轴13-6上下贯通整个

所述填料基体；所述拉筋13-5支撑在所述中心轴13-6和填料基体外部边缘之间；所述内环

层13-1  设置在所述膜壳骨架13-4中间；所述中环层13-2设置在内环层13-1的外围；所述中

环层13-2内填充立体多孔纤维；所述外环层13-3为放射状分布丝状纤维13-7；所述外环层

13-3设置有8组丝状纤维13-7；所述每组丝状纤维  13-7按照上中下三层设置。进一步的，所

述生物填料高100mm，直径为240mm；所述内环层13-11直径为20mm；所述中环层13-22厚度为

30mm。中环层13-22 内填充的立体多孔纤维，材质为PP，空隙率93-98％，比表面积为200m2/

m3，填充率为100％。所述中环层13-22内填充立体多孔纤维为多根弯曲交错缠绕、互相粘接

的粗纤维所形成的疏密有序的空间立体柱状结构，填料的侧面为竹节状，其横截面为网格

状，各网格中间孔洞部分构成通道，竖向对应的各网格交叉点间设有起加固作用的粗纤维。

所述外环层13-3的丝状纤维13-7长度为80mm，材质为醛化维纶纤维。丝状纤维13-7可以随

水流在水中自由摆动，在挂膜后降低有机物的同时，还可以起到切割、阻挡气泡的作用，增

加气泡在水体中停留时间和气液接触表面积，提高传质效率。所述中环层13-2  内、外表面

采用多孔布置，孔隙率为50％，孔径为5mm；填料内外之间可以实现水、气等介质的传递；所

述中环层13-2上下表面采用可以实现水、气等介质的传递的格栅式，并可以方便生物膜脱

落后污泥的沉降。所述填料基体材质采用聚丙烯或者聚氯乙烯材料；所述填料基体材料在

制作过程中混入水性高分子材料聚乙烯醇、聚丙烯酰胺，增加填料基体的亲水性、细菌亲和

性，加快生物膜的形成与附着，增加挂膜速度；加入一定比例的抗氧化剂，提高填料的抗老

化、防紫外线等性能，使用寿命可以达到20年以上。进一步的，填料基体在制作完成后经过

化学氧化-铁离子覆盖技术改性处理，使表面带正电荷，更有利于带有负电荷的微生物的附

着。所述拉筋13-5设置有四根，四根所述拉筋13-5均匀的支撑在所述中心轴13-6和中环层

13-2之间。单个生物填料的比表面积约为1200m2/m3，通过悬挂的方式均匀分布于生物反应

器内，填充率为50％，安装后比表积约为600m2/m3，有效比表积大，单位体积的生物挂膜量

大。

[0034] 所述沉淀池5靠近所述二级好氧池4一侧上部与所述二级好氧池4连通；所述沉淀

池5靠近所述二级好氧池4的一侧设置有沉淀池引流管15；所述沉淀池5采用竖流式沉淀池，

所述沉淀池5中间设置隔板23；所述隔板23与所述沉淀池5底部之间有空隙；所述沉淀池5底

部连接有管道，管道一端与所述二级好氧池4连通；另一端与外部连通，废水由设在沉淀池5

一侧的进水管10自上而下排入沉淀池5中，进水的出口下设锥形斗状挡板24，使废水在池中

均匀分布，然后沿池的整个断面缓慢下降，隔板23下部留有通水孔，向下流动的水进入另一

部分，折返缓慢上升。悬浮物在重力作用下沉降入池底锥形污泥斗中，澄清水从池上端周围

的溢流管中排出。沉淀池5底部的污泥一部分回流至二级好氧池4，一部分通过排泥管进行

排放。

[0035] 所述快滤池6靠近所述沉淀池5的一侧设置有石英砂滤料装置16；所述石英砂滤料

装置16连通有快滤池引流管17；所述石英砂滤料装置16内充填有石英砂滤料，对沉淀池5的

出水进行快速过滤，截留水中悬浮固体和部分细菌、微生物等。水从滤料上侧进入，水滤料

下方流出，向流入滤池底部的水折返向上流，至进水管10对侧，由上方流出。

[0036] 所述臭氧池7靠近所述快滤池6的一侧与所述快滤池6连通；所述臭氧池7靠近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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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滤池6的一侧设置有臭氧池引流管18；所述臭氧池7内填充有臭氧催化填料19；所述臭氧

池7底部设置有臭氧曝气装置20；所述紫外消毒管8设置在所述臭氧池7靠近所述清水出水

管9一侧的上半部。所述臭氧曝气装置20通过臭氧引入管连接有臭氧发生器27。具体的，所

述的臭氧池7，主要作用是对处理后的废水进行消毒杀菌。臭氧溶解于水中，几乎能够杀水

中一切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比如铁、锰、铬、硫酸盐、酚、苯、氧化物等，还可分解有机物及灭

藻等。与常规的灭菌方法相比具有高效性、高洁净性、方便性、经济性等特点。臭氧杀菌消毒

所需臭氧，由臭氧发生器27提供。水从一侧进入，通过臭氧池引流管18引至臭氧池7底部，通

过布水装置，水在上升过程中流经臭氧催化剂与臭氧反应，除去绝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所

述的臭氧池7内填充有臭氧催化填料19，填料的作用是：吸附有机物，当水与催化剂接触式，

水中的有机物首先被吸附在这些催化剂表面，形成有亲和性的表面螯合物，使臭氧氧化更

高效；催化活化臭氧分子，臭氧分子在这类催化剂的作用下易于分解产生如羟基自由基之

类有高氧化性的自由基，从而提高臭氧的氧化效率。采用催化剂进行臭氧催化氧化反应，可

显著提高臭氧与污染物的反应速率，可以减少臭氧投加量30％以上。所述的紫外线消毒，是

对污水处理的最终出水进行进一步的消毒杀菌。紫外线杀菌消毒是利用适当波长的紫外线

能够破坏微生物机体细胞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或RNA(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造成生长

性细胞死亡和(或)再生性细胞死亡，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紫外线消毒技术是基于现代防

疫学、医学和光动力学的基础上，利用特殊设计的高效率、高强度和长寿命的UVC波段紫外

光照射流水，将水中各种细菌、病毒、寄生虫、水藻以及其他病原体直接杀死。消毒时间控制

在30分钟左右。

[0037] 进一步的，整体系统安装在地平面以下300mm，在新疆、东北、内蒙古等高寒地区，

整体装置要安装在冻地层以下，所述调节池2、厌氧池3、二级好氧池4、沉淀池5顶部设置有

排气人孔25。用于排放生物反应过程中生成的气体。人孔25露出地面200mm。

[0038] 本实用新型引流生物膜污水处理工艺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出一种高效能低能

耗的污水处理系统，解决北方冬季生活污水处理不达标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引流生物膜污

水处理工艺，适用于乡镇、农村、住宅小区、商场、宾馆、饭店、疗养院、机关、学校、部队、医

院、高速公路、铁路、工厂、矿山、旅游景区等生活污水处理及与之类似的养殖、屠宰、食品加

工等中小型规模工业有机废水的处理和回用。本实用新型引流生物膜午睡处理工艺，设计

出力10-500m3/h。本实用新型引流生物膜处理工艺所述的引流，是指将水从上一级通过引

流管引入下一级，不用提升泵，节约处理装置的能耗。污水在每个装置内均采用下进上出模

式，污水在自下而上的流动过程中得到充份混合。

[0039] 进一步的，本实用新型中的管道采用镀锌管或经防腐处理的钢管，曝气管采用ABS

管，以耐腐蚀。为延长设备及构筑物的使用寿命,采用环氧树脂漆防腐涂料对设备管道防

腐，内外各涂三道。

[0040] 本实用新型引流生物膜污水处理系统在传统膜处理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结

合了活性污泥及过滤杀菌工艺，大大提高处理效果，彻底解决了北方冬季生活污水处理不

达标的问题。装置安装时无需建造厂房和保温措施，在新疆、东北、内蒙古等高寒地区，冬季

也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即可保证出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

2002)一级A标准，即  COD≤50mg/L，BOD≤10mg/L，悬浮物≤10mg/L，氨氮≤5(8)mg/L，总氮

≤15mg/L，总P≤0.5mg/L，PH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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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实用新型引流生物膜污水处理系统的优点：使用新型MNBR生物填料，集处理

BOD5、COD、NH3-N、粪大肠杆菌、PH值于一身；整套设备可埋入地下，地表可进行绿化，环境适

应性好；产生的噪声低，异味少，对周围环境影响小；净化程度高，整套系统污泥产生量少；

自动化程度高，管理方便，不需要专人管理；技术稳定，维护方便；能耗低，节省运行成本。

[0042] 应当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于示例性说明或解释本实

用新型的原理，而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因此，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

情况下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此外，

本实用新型所附权利要求旨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范围和边界、或者这种范围和边界的

等同形式内的全部变化和修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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