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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备，属于污水处理领域，以解决传统一体

化设备占地面积大、运营维护不方便的问题。包

括从下至上依次连接成一体的调节池、沉淀池、

生物接触氧化池、水解酸化池，调节池的底部设

有潜污泵，所述潜污泵通过水解酸化池进水管与

水解酸化池相连，水解酸化池通过生物接触氧化

池进水管与生物接触氧化池相通，水解酸化池和

生物接触氧化池内均设有生物载体填料；所述水

解酸化池的底部设有穿孔曝气管，生物接触氧化

池的底部设有曝气系统，调节池的底部设有调节

池穿孔曝气管。本实用新型大大节省了占地面

积；设备结构更为紧凑；整体性更强；方便运行维

护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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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从下至上依次连接成一体的调

节池（1）、沉淀池(4)、生物接触氧化池（3）、水解酸化池（2），调节池（1）的底部设有潜污泵

(8)，所述潜污泵(8)通过水解酸化池进水管(9)与水解酸化池（2）相连，水解酸化池（2）通过

生物接触氧化池进水管(18)与生物接触氧化池（3）相通，水解酸化池（2）和生物接触氧化池

（3）内均设有生物载体填料(21)；所述水解酸化池（2）的底部设有穿孔曝气管(19)，生物接

触氧化池（3）的底部设有曝气系统(22)，调节池（1）的底部设有调节池穿孔曝气管(2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池

（1）的一侧设有清水消毒池(5)、污泥储存池(6)和设备间(7) ,  清水消毒池(5)的上方设有

清水消毒池进水管(27)。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

间(7)内设有电控箱(14)、加药装置（15）和鼓风机(16)，鼓风机(16)通过曝气主管(13)与生

物接触氧化池（3）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

(4)、生物接触氧化池（3）、水解酸化池（2）的侧壁均设有检修孔(12)  、溢流管(29)、排空管

(10)和爬梯(1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

(4)、生物接触氧化池（3）、水解酸化池（2）的外侧及管道设有保温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池

（1）的侧部设有污泥回流泵(25)，所述污泥回流泵(25)的一端与沉淀池(4)的底部相连，污

泥回流泵(25)的另一端通过污泥回流管(17)与水解酸化池（2）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解酸化

池（2）内设有填料支架(20)，所述生物载体填料(21)位于填料支架(20)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出

水堰(23)设在沉淀池(4)的顶部，沉淀池进水管(26)  设在沉淀池出水堰（23）的上方，中心

筒(24) 位于沉淀池(4)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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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工矿企业、医院、乡镇等单位都在

逐渐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由于土地资源的紧缺，污水处理设施的占地面积是上述单位考虑

的重点因素之一；规模较小的单位一般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而传统的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存在产地面积大、埋设于地下时又存在运营维护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以解决传统一体化设

备占地面积大、运营维护不方便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如下：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包括从下至上依次

连接成一体的调节池、沉淀池、生物接触氧化池、水解酸化池，调节池的底部设有潜污泵，所

述潜污泵通过水解酸化池进水管与水解酸化池相连，水解酸化池通过生物接触氧化池进水

管与生物接触氧化池相通，水解酸化池和生物接触氧化池内均设有生物载体填料；所述水

解酸化池的底部设有穿孔曝气管，生物接触氧化池的底部设有曝气系统，调节池的底部设

有调节池穿孔曝气管。

[000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调节池的一侧设有清水消毒池、污泥储存池

和设备间,  清水消毒池的上方设有清水消毒池进水管。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设备间内设有电控箱、加药装置和鼓风机，鼓

风机通过曝气主管与生物接触氧化池相连通。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沉淀池、生物接触氧化池、水解酸化池的侧壁

均设有检修孔、溢流管、排空管和爬梯。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沉淀池、生物接触氧化池、水解酸化池的外侧

及管道设有保温层。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调节池的侧部设有污泥回流泵，所述污泥回

流泵的一端与沉淀池的底部相连，污泥回流泵的另一端通过污泥回流管与水解酸化池相

连。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水解酸化池内设有填料支架，所述生物载体

填料位于填料支架上。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沉淀池出水堰设在沉淀池的顶部，沉淀池进

水管设在沉淀池出水堰的上方，中心筒位于沉淀池的中心。

[0012] 本实用新型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相对比传统一体化设备，将各功能池体纵

向排列，置于室外，具有以下优点：

[0013] （1）大大节省了占地面积；设备结构更为紧凑；整体性更强；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08717099 U

3



[0014] （2）方便运行维护与管理；功能池体均设在地上，方便检修、运行维护，避免了传统

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有问题难发现、发现问题难解决的弊端；

[0015] （3）由于设备为纵向一体布置，所以池体内部的臭味便于收集处理；

[0016] （4）省去了地上设备间，美观大方，与厂区其他建筑融为一体。

[0017] （5）应用更广泛。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一种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的平面图；

[0019] 图2是图1中C-C视图；

[0020] 图3是图1中A-A视图；

[0021] 图4是图1中B-B视图。

[0022] 图中：1—调节池；2—水解酸化池；3—生物接触氧化池；4—沉淀池；5—清水消毒

池；  6—污泥储存池；7—设备间；8—潜污泵；9—水解酸化池进水管；10—排空管；11—爬

梯；12—检修孔；13—曝气主管；14—电控箱；15—加药装置；16—鼓风机；17—污泥回流管；

18—生物接触氧化池进水管；19—穿孔曝气管；20—填料支架；21—生物载体填料；22—曝

气系统；23—沉淀池出水堰；24—中心筒；25—污泥回流泵；26—沉淀池进水管；27—清水消

毒池进水管；28—调节池穿孔曝气管；29—溢流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4] 本实用新型采是一整套完整的污水处理设备，主体工艺为A/O工艺，立体结构，包

括5个功能室和一个配套设备间。包括从下至上依次连接成一体的调节池1、沉淀池4、生物

接触氧化池3、水解酸化池2，调节池1的底部设有潜污泵8，所述潜污泵8通过水解酸化池进

水管9与水解酸化池2相连，水解酸化池2通过生物接触氧化池进水管18与生物接触氧化池3

相通，水解酸化池2和生物接触氧化池3内均设有生物载体填料21；所述水解酸化池2的底部

设有穿孔曝气管19，生物接触氧化池3的底部设有曝气系统22，调节池1的底部设有调节池

穿孔曝气管28。调节池1的一侧设有清水消毒池5、污泥储存池6和设备间7,  清水消毒池5的

上方设有清水消毒池进水管27。设备间7内设有电控箱14、加药装置15和鼓风机16，鼓风机

16通过曝气主管13与生物接触氧化池3相连通。调节池1的侧部设有污泥回流泵25，污泥回

流泵25的一端与沉淀池4的底部相连，污泥回流泵25的另一端通过污泥回流管17与水解酸

化池2相连。水解酸化池2内设有填料支架20，所述生物载体填料21位于填料支架20上。沉淀

池出水堰23设在沉淀池4的顶部，沉淀池进水管26  设在沉淀池出水堰23的上方，中心筒24 

位于沉淀池4的中心。

[0025] 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过程为：调节池1—水解酸化池2—生物接触氧化

池3—沉淀池—清水消毒池，处理出水水质能够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的一级B标准，如果出水表准为一级A，则需要将沉淀池变成MBR膜生物反应

器。

[0026] 在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中，调节池1、清水消毒池和污泥储存池为最底层池

体，从下往上第二层为沉淀池，第三层为生物接触氧化池3，第四层为水解酸化池2，每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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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即为高一层的底板；设备为碳钢防腐结构，设备外形颜色和造型可符合客户厂区整体

建设规划。每个池体的检修孔12设置在侧面。设备地上部分整体外侧及管道做保温层，即沉

淀池4、生物接触氧化池3、水解酸化池2的外侧及管道设有保温层。

[0027] 安装时，调节池、消毒池和污泥池部分埋于地下，一方面方便与单位的排水口对

接，另一方面降低设备的地上部分高度。

[0028] 设备的尺寸可根据水量大小进行定制，设备的运行方式如下：调节池内置潜污泵、

穿孔曝气管、液位计，液位计控制潜污泵自动启停，将污水提升至设备最顶部的水解酸化池

内。

[0029] 在水解酸化池内2，安装有穿孔布水管、生物载体填料；污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在

厌氧微生物的水解作用下转化为小分子有机物，出水自流进入下层的生物接触氧化池池

内。

[0030] 在生物接触氧化池内，安装有曝气系统（现有产品，带曝气盘）、生物载体填料；污

水中的有机物被好氧微生物吸收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从而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出水自

流进入沉淀池。

[0031] 在沉淀池内，安装有中心倒流系统、出水堰、污泥回流泵；沉淀池对生物接触氧化

池内的混合液进行泥水分离，上清液自流进入清水消毒池，池底污泥自流进入污泥池；

[0032] 消毒池内的清水经过消毒后达标排放。污泥池内的污泥定期外运处理。

[0033] 设备配套设备间内置鼓风机、电控箱、加药装置，采用碳钢防腐结构设置与地下。

[0034] 立体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将各功能池体立体组合，相对比传统一体化设备，大

大节省了占地面积，省去了地上设备间，方便运行维护与管理；池体内部的臭味便于收集处

理。结构紧凑，美观大方，与厂区其他建筑融为一体。

[0035] 如图1所示，污水首先进入1-调节池中，在调节池内装有调节池穿孔曝气管28，通

过曝气搅动调节水质水量，出水由潜污泵8提升进入水解酸化池2中。

[0036] 如图3所示，水解酸化池2内装有生物载体填料21和穿孔曝气管19，通过填料上兼

氧微生物的水解作用，将污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转化为小分子，出水自流进入生物接触氧

化池3内。

[0037] 生物接触氧化池3内装有生物载体填料21和曝气系统22，生物载体填料21上的好

氧微生物吸收污水中的有机物，将其转化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从而净化水质，出水自流进

入沉淀池4中。

[0038] 沉淀池4中安装有中心导流系统（中心筒24），生物接触氧化池3内的混合液在沉淀

池中进行泥水分离，上清液自留进入清水消毒池中，池底污泥一部分由污泥回流泵25回流

至水解酸化池2中，补充系统内的微生物。

[0039] 利用加药装置15向消毒池进水管27内加入消毒剂，对污水进行消毒。

[0040] 沉淀池4、生物接触氧化池3、水解酸化池2的侧壁均设有检修孔12  、溢流管29、排

空管10和爬梯11。排空管、爬梯和检修孔用于设备内部检修。溢流管用于池体水果满时溢流

至调节池，保证系统安全。设备间、调节池、清水消毒池、污泥储存池为一整体结构，安装于

地下，用地脚螺栓固定于设备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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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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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8

CN 208717099 U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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