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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河道治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包括箱体、储气罐、

气泵与螺旋管道；箱体在重块的重力作用下会沉

到河道底部与污泥接触，气泵与储气罐之间的配

合通过调节，储气罐中的气体含量使得箱体可以

上浮或者下沉；所述吸泥管在水泵的作用下会向

河道底部吸收污泥，吸收的污泥通过吸泥管、螺

旋管道、排泥管排到地面，污泥在经过所述螺旋

管道时受到离心力的作用污泥会变得松散，松散

的污泥在管道中移动会降低管道被堵塞的可能；

通过重块、储气罐、气泵以及螺旋管道的配合工

作下，本发明可以对河道深层的污泥进行清理提

高污泥处理的效率，同时污泥在管道中会变得松

散不易堵塞管道，提高了污泥清理装置的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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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排污口悬挂生物缓释袋；在生活污水的排污口处放置吸油毡采用人工种植生态

基的方式组成生物阵补充微生物，将该生态基浸泡菌液，为微生物提供载体，使支涌中的生

物菌群在浸泡了菌液的生态基表面经过生物的自然富集形成生物膜，通过微生物的生命活

动提取污水中的污染物，作为营养吸收并加以同化、分解、去除水中的污染杂质，从源头对

河道污染进行预处理；

S2：在S1中从源头对河道污染进行预处理之后，使用污泥清理装置将污染河段底部的

污泥抽出，污泥清理装置通过重块使得装置下沉到河道底部，利用水泵将河底污泥抽到地

面；

S3：在S2中将河道污泥清理之后，将微生物菌剂放置到河道中，将其分解成氮气、二氧

化碳、水，再降解、消纳底泥；

S4：在S3中对河道底泥清洁结束后，在河道的周边建立供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繁衍、栖

息的生态浮岛；在河道内引入浮游动物，鱼类动物和底栖动物；在河道附近建立人工景观湿

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其中，本发明中S2使用的污泥清理装置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1)顶部两侧对称设置

有重块(2)；所述箱体(1)外壁两侧对称设置有储气罐(3)；所述箱体(1)上端外壁设置有气

泵(4)，所述气泵(4)通过气流通道与所述储气罐(3)连通；所述箱体(1)中心位置设置有排

泥管(5)，所述排泥管(5)底端设置有螺旋管道(6)；所述箱体(1)右下角设置有吸泥管(7)，

所述吸泥管(7)贯穿所述箱体(1)，所述吸泥管(7)在箱体(1)内的一端与所述螺旋管道(6)

底部连通；所述箱体(1)在靠近排泥管(5)一侧的外壁设置有螺旋桨(8)，所述螺旋桨(8)位

于两个储气罐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底部

设置有曝气气囊(11)与曝气管(12)；所述曝气气囊(11)靠近吸泥管(7)的一侧与所述曝气

管(12)连通；所述曝气管(12)另一端与河水连通；所述螺旋管道(6)外壁设置有金属块

(61) ,所述金属块(61)通过弹簧与所述螺旋管道(6)外壁固连；所述螺旋管道(6)表面的震

动可带动金属块(61)与所述曝气气囊(11)发生挤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清理装置

的运动轨迹为“弓”字形，通过“弓”字形的运动轨迹逐层对河道污泥进行清理。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管道(6)

两侧对称设置有至少两个紫外线灭菌灯(13)，所述紫外线灭菌灯(13)下方设置有一号吸热

气囊(15)；所述螺旋管道(6)由透明软性材料制成，紫外线灭菌灯(13)发出的光可以透过螺

旋管道(6)管壁进行灭菌，所述紫外线灭菌灯(13)产生的热量被一号吸热气囊吸收(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外表

面底端设置有弧爪(14) ,所述弧爪(14)与箱体(1)铰接，所述弧爪(14)之间通过弹簧连接，

所述弧爪(14)顶部位于所述曝气管(12)管口下方；所述弧爪(14)头部与所述箱体(1)固连，

所述弧爪(14)底端设置为锥形。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吸热气囊

(15)远离吸泥口(7)的一侧设置有二号吸热气囊(17) ,所述二号吸热气囊(17)内设置有浓

盐水与热缩物质，所述二号吸热气囊(17)底部设置有排气管(16)，所述排气管(16)顶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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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二号吸热气囊(17)连通，所述排气管(16)底部与河水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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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河道治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镇污水的排放量大幅增加，城市地表水水体接

纳污染的负荷也越来越大，造成地表水水质普遍处于国家地表水水质标准Ⅴ类及劣Ⅴ类之

间；河道本身存在水环境容量小、水体自净能力差等缺点，从而导致水体供氧和耗氧失衡，

水体呈缺氧乃至厌氧状态，水体中COD,BOD,NHs-N等含量过高，水体中的有机物厌氧分解发

生黑臭，使整个生态系统出现危机，严重影响生态环境，也给城镇居民的生活造成了较大的

影响。

[0003] 目前黑臭河道污水的治理方法主要有物理法、化学法、生物——生态复合法等；物

理修复通常是采用物理的方法来清除河道内的污染物，例如河道污泥清理、机械去除蓝藻

等方法；物理法操作简单、见效快，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河水污染的问题；化学法主要是

采用化学的方法使河水得到净化，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化学药剂絮凝、药剂除藻等；化学法具

有良好的效果，但残留的一些化学药剂有可能对河水造成二次污染；生物——生态法主要

是采用微生物菌种、水生生物等组合的方法对水质进行净化，在微生物和水生生物的吸附、

吸收和转化的作用下，污水中的有机物等得到降解而去除，从而实现重建生态系统和改善

水质的目的；和物理法、化学法相比，生物——生态法具有治理效果良好、对环境副作用小

等优点，成为近年来河道治理的主要方法；但是由于城市河道的水质、水量变化较大，采用

传统的生物——生态法存在见效慢、易受季节和气候影响等问题，因此研究开发新型、高

效、稳定的河道水治理方法和系统成为城市河道，尤其是黑臭河道净化修复的关键；鉴于

此，本发明提供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通过对河道污泥以及微生物的清理治理河道

污染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通过对污染河

道污泥的清理以及降低河道微生物含量来治理河道污染。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

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在排污口悬挂生物缓释袋；在生活污水的排污口处放置吸油毡采用人工种植

生态基的方式组成生物阵补充微生物，将该生态基浸泡菌液，为微生物提供载体，使支涌中

的生物菌群在浸泡了菌液的生态基表面经过生物的自然富集形成生物膜，通过微生物的生

命活动提取污水中的污染物，作为营养吸收并加以同化、分解、去除水中的污染杂质，从源

头对河道污染进行预处理；

[0007] S2：在S1中从源头对河道污染进行预处理之后，使用污泥清理装置将污染河段底

部的污泥抽出，污泥清理装置通过重块使得装置下沉到河道底部，利用水泵将河底污泥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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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面；

[0008] S3：在S2中将河道污泥清理之后，将微生物菌剂放置到河道中，将其分解成氮气、

二氧化碳、水，再降解、消纳底泥；

[0009] S4：在S3中对河道底泥清洁结束后，在河道的周边建立供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繁

衍、栖息的生态浮岛；在河道内引入浮游动物，鱼类动物和底栖动物；在河道附近建立人工

景观湿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0010] 其中，本发明中S2使用的污泥清理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顶部两侧对称设置有

重块；所述箱体外表面两侧对称设置有储气罐，所述箱体上端外壁设置有气泵，所述气泵通

过气流通道与所述储气罐连通；所述箱体中心位置设置有排泥管，所述排泥管底端设置有

螺旋管道，所述箱体右下角设置有吸泥管，所述吸泥管贯穿所述箱体，所述吸泥管在箱体内

部的一端与所述螺旋管道底部连通；所述箱体在靠近排泥管一侧的外壁设置有螺旋桨，所

述螺旋桨在两个储气罐之间；工作时，所述箱体在重块的重力作用下会沉到河道底部与污

泥接触，当需要箱体上下浮动时，所述气泵与所述储气罐之间的配合通过调节所述储气罐

中的气体含量使得箱体可以上浮或者下沉；所述箱体沉到河道底部后，在螺旋桨的带动下

移动；所述吸泥管在水泵的作用下会向河道底部吸收污泥，所吸收的污泥通过吸泥管、螺旋

管道、排泥管排到地面，污泥在经过所述螺旋管道时受到离心力的作用污泥会变得松散，松

散的污泥在管道中移动会降低管道被堵塞的概率；通过重块、储气罐、气泵以及螺旋管道的

配合工作下，本发明可以对河道深层的污泥进行清理，同时污泥在管道中不易堵塞管道，提

高了污泥清理装置的稳定性。

[0011] 优选的，所述箱体底部设置有曝气气囊与曝气管；所述曝气气囊靠近吸泥管的一

侧与所述曝气管一端连通；所述曝气管另一端与河水连通；所述螺旋管道外壁设置有金属

球,所述金属球通过弹簧与所述螺旋管道外壁固连；所述螺旋管道表面的震动可带动金属

球与所述曝气气囊发生挤压；所述吸泥管在气泵的带动下吸收污泥；污泥通过由软性材料

制成的螺旋管道时，污泥在螺旋管道内做离心运动时，运动的污泥与螺旋管道内壁碰撞使

得螺旋管道会剧烈抖动，螺旋管道的剧烈抖动会带动设置在螺旋管道外壁上的金属球的剧

烈晃动，连接金属球与螺旋管道外壁的弹簧会带动金属球进行伸缩，伸缩的金属球会与设

置在箱体底部的曝气气囊发生挤压释放气体，释放的气体经过曝气管喷到水里；流动的气

流与水底污泥接触，气流的冲击力将污泥变得松散，松散的污泥有利于水泵吸取；在螺旋管

道、金属球以及曝气气囊的配合工作下使得污泥清理装置底部的污泥变得松软，有利于水

泵对污泥的处理，提高了污泥处理的效率。

[0012] 优选的，所述污泥清理装置的运动轨迹为“弓”字形，通过“弓”字形的运动轨迹逐

层对河道污泥进行清理；箱体在螺旋桨作用下在污泥上前后移动，箱体两侧的储气罐与气

泵配合进行吸气增大箱体重力，带动箱体下移实现“弓”字形运动轨迹；所述污泥清理装置

采用“弓”字形轨迹运动没有按照从上到下竖直对污泥进行清理，竖直清理污泥会使得污泥

清理太快，污泥里含有的微生物会大量的扩散造成藻类植物的大量生产影响河道的水质；

使用“弓”字形清理轨迹会降低微生物的扩散数量。

[0013] 优选的，所述螺旋管道两侧对称设置有至少两个紫外线灭菌灯，所述紫外线灭菌

灯下方设置有一号吸热气囊；所述螺旋管道由透明软性材料制成，紫外线灭菌灯发出的光

可以透过螺旋管道管壁进行灭菌，所述紫外线灭菌灯产生的热量被一号吸热气囊吸收；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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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经过螺旋管道时变得松散，污泥与微生物分散，设置的紫外线灭菌灯透过螺旋管道照射

到微生物进行灭菌处理；紫外线灭菌灯产生的热量在封闭的箱体可以通过温度对经过螺旋

管道的污泥进行高温灭菌；同时一号吸热气囊会吸收紫外线灭菌灯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一

号吸热气囊内温度升高压强变大将高温气体排到螺旋管道表面进行高温灭菌。

[0014] 优选的，所述箱体外表面底端设置有弧爪,所述弧爪与箱体铰接,所述弧爪之间通

过弹簧连接，所述弧爪顶部位于所述曝气管管口下方；所述弧爪头部与所述箱体固连，所述

弧爪底端设置为锥形；箱体在螺旋桨移动过程中，设置在箱体底部的弧爪会与污泥接触，同

时曝气管间歇喷出的气体会拨动弧爪的摆动，摆动的弧爪锥形的头部与污泥接触后，污泥

变得松散，松散的污泥在经过螺旋管道时速度变快，同时也会降低螺旋管道出现堵塞的概

率。

[0015] 优选的，所述一号吸热气囊远离吸泥管的一侧设置有二号吸热气囊；所述二号吸

热气囊内设置有浓盐水与热缩物质，所述二号吸热气囊底部设置有排气管，所述排气管顶

部与所述二号吸热气囊连通，所述排气管底部与河水连通；紫外线灭菌灯在灭菌过程中会

产生热量，同时热量在封闭的箱体内无法排出，由吸热材质制成的二号吸热气囊会吸收热

量，设置在二号吸热气囊内的热缩物质会受热缩小，排气管管口热缩物质体积缩小，二号吸

热气囊内的浓盐水会释放到水里，高浓度的盐水会破坏微生物的细胞膜对微生物进行灭

菌。

[0016]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17] 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通过重块、储气罐、气泵以及螺旋管

道的配合工作下，本发明可以对河道深层的污泥进行清理提高污泥处理的效率，同时污泥

在管道中会不易堵塞管道，提高了污泥清理装置的稳定性。

[0018] 2.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在螺旋管道、金属球以及曝气气囊

的配合工作下使得污泥清理装置底部的污泥变得松软，有利于水泵对污泥的处理，提高了

污泥处理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步骤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中污泥清理装置的运行轨迹；

[0022] 图3是本发明中污泥清理装置的结构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中污泥清理装置的剖视图；

[0024] 图中：箱体1、曝气气囊11、曝气管12、紫外线灭菌灯13、弧爪14、一号吸热气囊15、

排气管16、二号吸热气囊17、重块2、储气罐3、气泵4、排泥管5、螺旋管道6、金属球61、吸泥管

7、螺旋桨8。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如图1-4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混合污水综合治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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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S1：在排污口悬挂生物缓释袋；在生活污水的排污口处放置吸油毡采用人工种植

生态基的方式组成生物阵补充微生物，将该生态基浸泡菌液，为微生物提供载体，使支涌中

的生物菌群在浸泡了菌液的生态基表面经过生物的自然富集形成生物膜，通过微生物的生

命活动提取污水中的污染物，作为营养吸收并加以同化、分解、去除水中的污染杂质，从源

头对河道污染进行预处理；

[0028] S2：在S1中从源头对河道污染进行预处理之后，使用污泥清理装置将污染河段底

部的污泥抽出，污泥清理装置通过重块使得装置下沉到河道底部，利用水泵将河底污泥抽

到地面；

[0029] S3：在S2中将河道污泥清理之后，将微生物菌剂放置到河道中，将其分解成氮气、

二氧化碳、水，再降解、消纳底泥；

[0030] S4：在S3中对河道底泥清洁结束后，在河道的周边建立供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繁

衍、栖息的生态浮岛；在河道内引入浮游动物，鱼类动物和底栖动物；在河道附近建立人工

景观湿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0031] 其中，本发明中S2使用的污泥清理装置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1顶部两侧对称设置

有重块2；所述箱体1外表面两侧对称设置有储气罐3，所述箱体1上端外壁设置有气泵4，所

述气泵4通过气流通道与所述储气罐3连通；所述箱体1中心位置设置有排泥管5，所述排泥

管5底端设置有螺旋管道6，所述箱体1右下角设置有吸泥管7，所述吸泥管7贯穿所述箱体1，

所述吸泥管7在箱体1的一端与所述螺旋管道6底部连通；所述箱体1在靠近排泥管5一侧的

外壁设置有螺旋桨8，所述螺旋桨在两个储气罐之间；工作时，所述箱体1在重块2的重力作

用下会沉到河道底部与污泥接触；当需要箱体上下浮动时，所述气泵4与所述储气罐3之间

的配合通过调节储气罐3中的气体含量使得箱体1可以上浮或者下沉；所述箱体1沉到河道

底部后，在螺旋桨8的带动下移动；所述吸泥管7在水泵的作用下会向河道底部吸收污泥，所

吸收的污泥通过吸泥管7、螺旋管道6、排泥管5排到地面，污泥在经过所述螺旋管道7时受到

离心力的作用污泥会变得松散，松散的污泥在管道中移动会降低管道被堵塞的可能；通过

重块2、储气罐3、气泵4以及螺旋管道6的配合工作下，本发明可以对河道深层的污泥进行清

理提高污泥处理的效率，同时污泥在管道中不易堵塞管道，提高了污泥清理装置的稳定性。

[003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箱体1底部设置有曝气气囊11与曝气管12；所述

曝气气囊11靠近吸泥管7的一侧与所述曝气管12一端连通；所述曝气管12另一端与河水连

通；所述螺旋管道6外壁设置有金属块61,所述金属块61通过弹簧与所述螺旋管道6外壁固

连；所述螺旋管道6表面的震动可带动金属球61与所述曝气气囊11发生挤压；所述吸泥管7

在气泵的带动下吸收污泥，污泥通过由软性材料制成的螺旋管道6时，污泥在螺旋管道6内

部运动，污泥通过由软性材料制成的螺旋管道6时，污泥在螺旋管道6内做离心运动，运动的

污泥与螺旋管道6内壁碰撞使得螺旋管道6会剧烈抖动，螺旋管道6的剧烈抖动会带动设置

在螺旋管道6外壁上的金属块61的剧烈晃动，连接金属球61与螺旋管道6外壁的弹簧会带动

金属块61进行伸缩，伸缩的金属块61会与设置在箱体1底部的曝气气囊11发生挤压释放气

体，释放的气体经过曝气管12喷到水里；流动的气流与水底污泥接触，气流的冲击力将污泥

变得松散更有利于水泵吸取；本装置在螺旋管道6、金属球61以及曝气气囊的配合工作下使

得污泥清理装置底部的污泥变得松软，有利于水泵对污泥的处理，提高了污泥处理的效率。

[003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污泥清理装置的运动轨迹为“弓”字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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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字形的运动轨迹逐层对河道污泥进行清理；箱体1在螺旋桨8作用下在污泥上前后移

动，箱体1两侧的储气罐3与气泵4配合进行吸气增大箱体1重力，带动箱体1下移实现“弓”字

形运动轨迹；所述污泥清理装置采用“弓”字形轨迹运动没有按照从上到下竖直对污泥进行

清理，竖直清理污泥会使得污泥清理太快，污泥里含有的微生物会大量的扩散造成藻类植

物的大量生产影响河道的水质；使用“弓”字形清理轨迹会降低微生物的扩散数量。

[003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螺旋管道6两侧对称设置有至少两个紫外线灭

菌灯13，所述紫外线灭菌灯13下方设置有一号吸热气囊15；所述螺旋管道6由透明软性材料

制成，紫外线灭菌灯13发出的光可以透过螺旋管道6管壁进行灭菌，所述紫外线灭菌灯13产

生的热量被一号吸热气囊15吸收；污泥经过螺旋管道6时变得松散，污泥与微生物分散，设

置的紫外线灭菌灯13透过螺旋管道6照射到微生物进行灭菌处理；紫外线灭菌灯13产生的

热量在封闭的箱体1可以通过温度对经过螺旋管道6的污泥进行高温灭菌；同时一号吸热气

囊15会吸收紫外线灭菌灯13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一号吸热气囊15内温度升高压强变大将高

温气体排到螺旋管道6表面进行高温灭菌。

[003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箱体1外表面底端设置有弧爪14,所述弧爪14与

箱体1铰接,所述弧爪14之间通过弹簧连接，所述弧爪14顶部位于所述曝气管12管口下方；

所述弧爪14头部与所述箱体1固连，所述弧爪14底端设置为锥形箱体1在螺旋桨移动过程

中，设置在箱体1底部的弧爪14与污泥接触，同时曝气管14间歇喷出的气体会拨动弧爪14的

摆动，摆动的弧爪14锥形的头部与污泥接触后，污泥变得松散，松散的污泥便于污泥的吸取

同时也便于箱体1的移动。

[003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一号吸热气囊15远离吸泥管7的一侧设置有二

号吸热气囊17；所述二号吸热气囊17内设置有浓盐水与热缩物质，所述二号吸热气囊17底

部设置有排气管16，所述排气管16顶部与所述二号吸热气囊17连通，所述排气管16底部与

河水连通；紫外线灭菌灯13在灭菌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同时热量在封闭的箱体1内无法排

出，由吸热材质制成的二号吸热气囊17会吸收热量，设置在二号吸热气囊17内的热缩物质

会受热缩小，排气管16管口由于热缩物质体积缩小，二号吸热气囊17内的浓盐水会释放到

水里，高浓度的盐水会破坏微生物的细胞膜对微生物进行灭菌。

[0037] 工作时，所述箱体1在重块2的重力作用下会沉到河道底部与污泥接触；当需要箱

体上下浮动时，所述气泵4与所述储气罐3之间的配合通过调节储气罐3中的气体含量使得

箱体1可以上浮或者下沉；所述箱体1沉到河道底部后，在螺旋桨8的带动下移动；所述吸泥

管7在水泵的作用下会向河道底部吸收污泥，所吸收的污泥通过吸泥管7、螺旋管道6、排泥

管5排到地面，污泥在经过所述螺旋管道7时受到离心力的作用污泥会变得松散，松散的污

泥在管道中移动会降低管道被堵塞的可能；通过重块2、储气罐3、气泵4以及螺旋管道6的配

合工作下，本发明可以对河道深层的污泥进行清理提高污泥处理的效率，同时污泥在管道

中不易堵塞，提高了污泥清理装置的稳定性。

[003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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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9

CN 110372106 A

9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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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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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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