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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

化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端安装有污水净

化组件，所述污水净化组件下端安装有出污组

件，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设置有

污水净化组件，通过接触氧化池和活性泥出口作

用便于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利用进风管的作

用，向接触氧化池内部进行鼓气，使其内部的纤

维束不断飘动，促进其内部的微生物生长，通过

沉淀水池和消毒池的作用，便于对污水进一步处

理，提高污水的净化效果，污水处理更加彻底，设

置有出污组件，通过第一出污管、第二出污管、活

动轴和扭力弹簧的作用，便于根据污泥的自身重

力作用改变第二出污管的出污角度，从而加污泥

的流出速率，避免污泥停留在第二出污管处造成

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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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上端安

装有外壳(2)，所述外壳(2)内部安装有污水净化组件(3)，所述污水净化组件(3)包括支撑

板(301)、污水进管(302)、格栅井(303)、接触氧化池(304)、进风管(305)、活性泥出口

(306)、沉淀水池(307)、混凝箱(308)、消毒池(309)、消毒箱(310)和出水管(311)，所述外壳

(2)内部下端安装有支撑板(301)，所述支撑板(301)上端一侧安装有污水进管(302)，所述

污水进管(302)一侧安装有格栅井(303)，所述格栅井(303)一侧安装有接触氧化池(304)，

所述接触氧化池(304)下端一侧安装有进风管(305)，所述接触氧化池(304)下端另一侧安

装有活性泥出口(306)，所述接触氧化池(304)一侧安装有沉淀水池(307)，所述沉淀水池

(307)上端安装有混凝箱(308)，所述沉淀水池(307)一侧安装有消毒池(309)，所述消毒池

(309)上端安装有消毒箱(310)，所述消毒池(309)一侧安装有出水管(311)；

所述外壳(2)一侧安装有连接组件(5)，所述连接组件(5)包括第一连接管(501)、固定

板(502)、密封槽(503)、第二连接管(504)、密封条(505)、弹性限位块(506)和连接弹簧

(507)，所述出水管(311)一侧安装有第一连接管(501)，所述第一连接管(501)一端安装有

固定板(502)，所述固定板(502)一侧开设有密封槽(503)，所述密封槽(503)一侧安装有第

二连接管(504)，所述第二连接管(504)一侧与密封槽(503)对应位置处安装有密封条

(505)，所述密封条(505)外侧安装有弹性限位块(506)，所述弹性限位块(506)一端与密封

条(505)之间安装有连接弹簧(50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

(2)下端安装有出污组件(4)，所述出污组件(4)包括第一出污管(401)、第二出污管(402)、

活动轴(403)和扭力弹簧(404)，所述外壳(2)内部下端一侧安装有第一出污管(401)，所述

第一出污管(401)一侧安装有第二出污管(402)，所述第二出污管(402)与第一出污管(401)

之间安装有活动轴(403)，所述活动轴(403)内部安装有扭力弹簧(4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

(2)上端开设有凹槽(6)，所述凹槽(6)内部安装有把手(7)，所述凹槽(6)一侧安装有遮挡板

(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

(2)内部一侧安装有格栅过滤组件(9)，所述格栅过滤组件(9)包括转轮(901)、主动轮

(902)、从动轮(903)、传动皮带(904)、格栅架(905)和格栅板(906)，所述格栅井(303)一侧

安装有转轮(901)，所述转轮(901)一端安装有主动轮(902)，所述主动轮(902)上端和下端

均安装有从动轮(903)，所述从动轮(903)和主动轮(902)外侧连接有传动皮带(904)，所述

从动轮(903)和主动轮(902)一侧安装有格栅架(905)，所述格栅架(905)下端安装有格栅板

(90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井

(303)、接触氧化池(304)、沉淀水池(307)、混凝箱(308)、消毒池(309)和消毒箱(310)之间

均通过管道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氧

化池(304)内部安装有活性填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水

池(307)内部安装有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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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

(502)外侧安装有弹性活动柱。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槽

(503)内部与弹性限位块(506)对应位置处开设有限位槽。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从动

轮(903)和主动轮(902)一侧均安装有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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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绿色建筑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绿色建筑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包括节能、节地、节水、

节材等，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建筑物；绿色建筑技术注重低耗、高效、经济、环保、集成与优化，是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

之间的利益共享，是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手段，绿色建筑的室内布局十分合理，尽量减少使用

合成材料，充分利用阳光，节省能源，为居住者创造一种接近自然的感觉；以人、建筑和自然

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利用天然条件和人工手段创造良好、健康的居住环境的同时，尽

可能地控制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使用和破坏，充分体现向大自然的索取和回报之间的平

衡，其中污水处理事绿色建筑中重要的环节之一，是为使污水达到排水某一水体或再次使

用的水质要求，并对其进行净化的过程，污水处理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农业，交通、能源、石

化、环保、城市景观、医疗、餐饮等各个领域，也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按污

水来源分类，污水处理一般分为生产污水处理和生活污水处理；生产污水包括工业污水、农

业污水以及医疗污水等，而生活污水就是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是指各种形式的无机物和

有机物的复杂混合物，包括：漂浮和悬浮的大小固体颗粒；胶状和凝胶状扩散物；纯溶液；按

水污的质性来分，水的污染有两类：一类是自然污染；另一类是人为污染；当前对水体危害

较大的是人为污染；水污染可根据污染杂质的不同而主要分为化学性污染、物理性污染和

生物性污染三大类；污染物主要有：未经处理而排放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而排放的生活污

水；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农田污水；堆放在河边的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水土流

失；矿山污水；处理污水的方法很多，一般可归纳为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等，普通的污水

处理装置体积较大，占地面积大，净化效果不佳，当污水中存在大量杂质时，容易堵塞装置

内部的管道，提高维修成本，当污泥过多时，容易在出口处造成堵塞等，影响污泥流出等所

以急需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可以有效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普通的污水处理装置体积较大，占地面积大，净化效果不佳，当污水中存在大量杂质

时，容易堵塞装置内部的管道，提高维修成本，当污泥过多时，容易在出口处造成堵塞等问

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

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端安装有外壳，所述外壳内部安装有污水净化组件，所述污水净化组

件包括支撑板、污水进管、格栅井、接触氧化池、进风管、活性泥出口、沉淀水池、混凝箱、消

毒池、消毒箱和出水管，所述外壳内部下端安装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端一侧安装有污水

进管，所述污水进管一侧安装有格栅井，所述格栅井一侧安装有接触氧化池，所述接触氧化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111033 A

4



池下端一侧安装有进风管，所述接触氧化池下端另一侧安装有活性泥出口，所述接触氧化

池一侧安装有沉淀水池，所述沉淀水池上端安装有混凝箱，所述沉淀水池一侧安装有消毒

池，所述消毒池上端安装有消毒箱，所述消毒池一侧安装有出水管；

[0005] 所述外壳一侧安装有连接组件，所述连接组件包括第一连接管、固定板、密封槽、

第二连接管、密封条、弹性限位块和连接弹簧，所述出水管一侧安装有第一连接管，所述第

一连接管一端安装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一侧开设有密封槽，所述密封槽一侧安装有第二

连接管，所述第二连接管一侧与密封槽对应位置处安装有密封条，所述密封条外侧安装有

弹性限位块，所述弹性限位块一端与密封条之间安装有连接弹簧。

[0006] 优选的，所述外壳下端安装有出污组件，所述出污组件包括第一出污管、第二出污

管、活动轴和扭力弹簧，所述外壳内部下端一侧安装有第一出污管，所述第一出污管一侧安

装有第二出污管，所述第二出污管与第一出污管之间安装有活动轴，所述活动轴内部安装

有扭力弹簧。

[0007] 优选的，所述外壳上端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部安装有把手，所述凹槽一侧安装

有遮挡板。

[0008] 优选的，所述外壳内部一侧安装有格栅过滤组件，所述格栅过滤组件包括转轮、主

动轮、从动轮、传动皮带、格栅架和格栅板，所述格栅井一侧安装有转轮，所述转轮一端安装

有主动轮，所述主动轮上端和下端均安装有从动轮，所述从动轮和主动轮外侧连接有传动

皮带，所述从动轮和主动轮一侧安装有格栅架，所述格栅架下端安装有格栅板。

[0009] 优选的，所述格栅井、接触氧化池、沉淀水池、混凝箱、消毒池和消毒箱之间均通过

管道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接触氧化池内部安装有活性填料。

[0011] 优选的，所述沉淀水池内部安装有隔板。

[0012] 优选的，所述固定板外侧安装有弹性活动柱。

[0013] 优选的，所述密封槽内部与弹性限位块对应位置处开设有限位槽。

[0014] 优选的，所述从动轮和主动轮一侧均安装有转轴。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

[0016] 1、设置有污水净化组件，通过污水进管和格栅井的作用，便于对污水进行初步过

滤作用，通过接触氧化池和活性泥出口作用便于对污水进一步进行净化处理，利用进风管

的作用，便于向接触氧化池内部进行鼓气，使其内部的纤维束不断飘动，促进其内部的微生

物生长，提高净化效果，通过沉淀水池和混凝箱的作用，便于对净化后的污水进行沉淀，除

去内部夹杂的活性泥和其他杂质，通过消毒池和消毒箱的作用，便于对沉淀后的水进一步

进行消毒工作提高污水的净化效果，污水处理更加彻底，使用更加安全。

[0017] 2、设置有出污组件，通过第一出污管、第二出污管、活动轴和扭力弹簧的作用，便

于根据污泥的自身重力作用改变第二出污管的出污角度，从而加污泥的流出速率，避免污

泥停留在第二出污管处造成阻塞。

[0018] 3、设置有连接组件，通过第一连接管、固定板、密封槽、第二连接管和密封条的作

用，便于将污水进管与外界管道进行连接，利用密封槽和密封条的作用，便于将连接处的缝

隙进行密封，提高装置密封效果，通过密封条、弹性限位块和连接弹簧的作用，便于将第一

连接管和第二连接管进行初步固定，避免连接时第一连接管和第二连接管发生滑脱，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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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连接效果，使用更加快捷。

[0019] 4、设置有格栅过滤组件，通过格栅架和格栅板的作用，便于对污水进行初步过滤

处理，将污水中体积较大的杂质进行阻挡，避免流入装置内部造成阻塞，通过转轮、主动轮、

从动轮和传动皮带的作用，便于根据实际需求调节格栅板的遮挡角度，提高了使用范围，使

用更加方便。

[0020] 5、设置有把手，通过凹槽和遮挡板的作用，便于将把手进行隐藏，避免长期暴露在

外造成腐蚀损坏，延迟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2] 在附图中：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污水净化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出污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连接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第二连接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格栅过滤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标号：1、底座；2、外壳；3、污水净化组件；301、支撑板；302、污水进管；303、格

栅井；304、接触氧化池；305、进风管；306、活性泥出口；307、沉淀水池；308、混凝箱；309、消

毒池；310、消毒箱；311、出水管；4、出污组件；401、第一出污管；402、第二出污管；403、活动

轴；404、扭力弹簧；5、连接组件；501、第一连接管；502、固定板；503、密封槽；504、第二连接

管；505、密封条；506、弹性限位块；507、连接弹簧；6、凹槽；7、把手；8、遮挡板；9、格栅过滤组

件；901、转轮；902、主动轮；903、从动轮；904、传动皮带；905、格栅架；906、格栅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1] 实施例：如图1-6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绿色建筑污水处理一体化

装置，包括底座1，底座1上端安装有外壳2，外壳2内部安装有污水净化组件3，污水净化组件

3包括支撑板301、污水进管302、格栅井303、接触氧化池304、进风管305、活性泥出口306、沉

淀水池307、混凝箱308、消毒池309、消毒箱310和出水管311，所述外壳2内部下端安装有支

撑板301，所述支撑板301上端一侧安装有污水进管302，污水进管302一侧安装有格栅井

303，格栅井303一侧安装有接触氧化池304，为了提高污水净化效果，接触氧化池304内部安

装有活性填料，接触氧化池304下端一侧安装有进风管305，接触氧化池304下端另一侧安装

有活性泥出口306，接触氧化池304一侧安装有沉淀水池307，为了将沉淀后的清水与污泥进

行分开，沉淀水池307内部安装有隔板，沉淀水池307上端安装有混凝箱308，沉淀水池307一

侧安装有消毒池309，消毒池309上端安装有消毒箱310，为了便于内部液体流动，格栅井

303、接触氧化池304、沉淀水池307、混凝箱308、消毒池309和消毒箱310之间均通过管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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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消毒池309一侧安装有出水管311，为了便于提高装置的出污能力，避免污泥阻塞在出口

处，外壳2下端安装有出污组件4，出污组件4包括第一出污管401、第二出污管402、活动轴

403和扭力弹簧404，外壳2内部下端一侧安装有第一出污管401，第一出污管401一侧安装有

第二出污管402，第二出污管402与第一出污管401之间安装有活动轴403，活动轴403内部安

装有扭力弹簧404，为了便于对把手7进行储存，避免其与外界环境接触造成腐蚀损坏，外壳

2上端开设有凹槽6，凹槽6内部安装有把手7，凹槽6一侧安装有遮挡板8，为了便于根据实际

情况调节格栅板906的过滤角度，提高格栅板906的过滤效果，外壳2内部一侧安装有格栅过

滤组件9，格栅过滤组件9包括转轮901、主动轮902、从动轮903、传动皮带904、格栅架905和

格栅板906，格栅井303一侧安装有转轮901，转轮901一端安装有主动轮902，主动轮902上端

和下端均安装有从动轮903，从动轮903和主动轮902外侧连接有传动皮带904，从动轮903和

主动轮902一侧安装有格栅架905，格栅架905下端安装有格栅板906，为了便于转动格栅板

906，从动轮903和主动轮902一侧均安装有转轴。

[0032] 外壳2一侧安装有连接组件5，连接组件5包括第一连接管501、固定板502、密封槽

503、第二连接管504、密封条505、弹性限位块506和连接弹簧507，出水管311一侧安装有第

一连接管501，第一连接管501一端安装有固定板502，为了便于将弹性限位块506进行挤压，

使得第二连接管504容易拆卸，固定板502外侧安装有弹性活动柱，固定板502一侧开设有密

封槽503，密封槽503一侧安装有第二连接管504，第二连接管504一侧与密封槽503对应位置

处安装有密封条505，密封条505外侧安装有弹性限位块506，为了便于和弹性限位块506连

接，密封槽503内部与弹性限位块506对应位置处开设有限位槽，弹性限位块506一端与密封

条505之间安装有连接弹簧507。

[003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当装置进行污水处理工作时，首先通过把手7将装

置移动到合适位置，接着转动把手7隐藏在凹槽6中，然后关闭遮挡板8，从而将把手7进行遮

挡，避免其与外界环境接触造成腐蚀生锈，接着将外界管道与第二连接管504连接，然后将

第二连接管504插入第一连接管501内部，使得密封条505进入密封槽503中，由于压力作用

使得弹性限位块506压缩连接弹簧507，当密封条505完全进入密封槽503后，由于弹性限位

块506外侧的压力消失，使得连接弹簧507伸张，从而将弹性限位块506卡在密封槽503内部，

接着通过固定螺丝进行固定，避免固定过程中第二连接管504发生滑脱，当管道固定完成

后，首先转动转轮901使得主动轮902转动，接着主动轮902带动传动皮带904转动，使得从动

轮903同步转动，从而根据实际需求调节格栅板906的遮挡角度，使用更加方便，接着通过污

水进管302将污水导入装置内部，然后污水进入格栅井303内部，通过调整好的格栅板906作

用，将污水中体积较大的杂质进行阻挡，避免杂质进入装置内部造成管道堵塞，接着初步过

滤后的污水进入接触氧化池304内部进一步净化，通过进风管305向接触氧化池304内部进

行鼓气，使其内部的纤维束不断飘动，促进其内部的微生物生长，提高净化效果，接着处理

后的污水进入沉淀水池307内部，然后通过混凝箱308向其内部通入混凝剂，吸附污水中的

杂质，从而使其沉淀，接着其上端的清水进入消毒池309中进行最后的消毒工作，使得污水

处理更加彻底，使用更加安全，当需要对污泥进行处理时，通过第一出污管401的作用将污

泥导出进入第二出污管402中，当第二出污管402内部污泥过多时，由于污泥自身的重力作

用使得第二出污管402绕活动轴403发生转动，从而提高第二出污管402的倾斜角度，加快污

泥流动的速率，避免污泥过多堵塞第二出污管402，当过多污泥流出后第二出污管402在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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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弹簧404的作用下自动复原，使用更加方便快捷。

[003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

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

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

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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