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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污水处理装置

(57)摘要

一种污水处理装置，包括污水收集池，调节

池，污泥池和加药器，污水收集池与调节池相连

通，调节池与反应池相连通，在反应池中设置有

搅拌器，加药器的加药管道与反应池相连通，反

应池的出口与沉淀池的进口相连通，在沉淀池的

顶部设置有排放管，在沉淀池的底部设置有排污

管，排污管与污泥池相连通，污泥池通过污泥泵

与压滤机相连通，压滤机中压滤后的上层清液经

管道与调节池相连通，压滤机中压滤后的下层泥

饼从压滤机的底部出口排出压滤机。其优点在

于：能充分分离污水中的污染物，清水与污泥分

离后回到调节池中进行再次处理，杂质清除率提

高，污染物含水量大为减少，清水回收率也因此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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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水处理装置，包括污水收集池，调节池(1)，污泥池(2)和能向污水中加入污水

处理药剂的加药器(3)，所述污水收集池通过管道与调节池(1)相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调

节池(1)通过废水提升器与反应池(71)相连通，在所述反应池(71)中设置有搅拌器(61)，加

药器(3)的加药管道与反应池(71)相连通，反应池(71)的出口与沉淀池(7)的进口相连通，

在沉淀池(7)的顶部设置有排放管(73)，在沉淀池(7)的底部设置有排污管(72)，所述排污

管(72)与污泥池(2)相连通，所述污泥池(2)通过污泥泵(21)与压滤机(22)相连通，压滤机

(22)中压滤后的上层清液经管道与调节池(1)相连通，压滤机(22)中压滤后的下层泥饼从

压滤机(22)的底部出口排出压滤机(2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收集池包括常规废水收

集池和特种废水收集池(43)，所述常规废水收集池通过管道与调节池(1)相连通，所述特种

废水收集池(43)通过管道与杀菌部相连通，杀菌部的出口通过管道与调节池(1)相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部的出口通过输送泵

(49)与中间水池(45)相连通，所述中间水池(45)经废水提升器与氧化池(6)相连通，在所述

氧化池(6)中设置有搅拌器(61)，加药器(3)的加药管道与氧化池(6)相连通，氧化池(6)的

出口与调节池(1)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部包括并联的N个杀菌

罐(46)，N个杀菌罐(46)上均设置有能向杀菌罐(46)通入加热蒸汽的加热管道(47)以及加

热后蒸汽离开的冷凝管(48)，N个杀菌罐(46)的出口经管道汇集后与调节池(1)相连通，所

述N为大于1的自然数。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常规废水收集池包括第一废

水收集池(41)和第二废水收集池(42)，废水产生部包括第一废水产生车间(411)，第二废水

产生车间(412)和第三废水产生车间(413)，第三废水产生车间(413)的污水管直接与调节

池(1)相连通，第一废水产生车间(411)的常规污水管与第一废水收集池(41)相连通，第二

废水产生车间(412)的常规污水管与第二废水收集池(42)相连通，第一废水收集池(41)与

第二废水收集池(42)分别通过管道与调节池(1)相连通，第一废水产生车间(411)的特种污

水管直接与特种废水收集池(43)相连通，第二废水产生车间(412)的特种污水管与中转池

(44)相连通，中转池(44)经增压泵与特种废水收集池(43)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3至5中任一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本污水处理装置还包

括应急水池(5)，连接中间水池(45)与调节池(1)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一应急分管(51)，

连接调节池(1)与反应池(71)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二应急分管(52)，所述第一应急分管

(51)、第二应急分管(52)分别与应急水池(5)相连通，所述应急水池(5)的回水管经废水提

升器分别与中间水池(45)、调节池(1)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7)的排放

管(73)与接触池(74)相连通，在接触池(74)中设置有搅拌器(61)，加药器(3)的加药管道与

接触池(74)相连通，接触池(74)的出口与排放管道相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本污水处理装置还包括第二应急

水池(54)，在接触池(74)的出水口上设置水质监测器，在接触池的出水管(75)上设置有第

三应急分管(53)，所述第三应急分管(53)与第二应急水池(54)相连通，所述第二应急水池

(54)的回水管经废水提升器分别与中间水池(45)、调节池(1)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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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药器(3)包括酸

液罐(31)、双氧水罐(32)、次氯酸钠罐(33)、PAC罐(34)、PAM罐(35)和亚硫酸铁溶液罐(36)，

在所述的酸液罐(31)、双氧水罐(32)、次氯酸钠罐(33)、PAC罐(34)、PAM罐(35)和亚硫酸铁

溶液罐(36)上均设置有打开和关闭对应罐体的阀门，在PAC罐(34)、PAM罐(35)和亚硫酸铁

溶液罐(36)中均设置有搅拌器(61)，所述PAC罐(34)、PAM罐(35)和亚硫酸铁溶液罐(36)分

别通过管道与自来水相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所述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任一废水提升器包括

引水罐体(9)和泵体(91)，所述泵体(91)为一个增压泵或两个增压泵并联设置，所述引水罐

体(9)上设置有自来水进管(92)和排气管(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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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指一种污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一种申请号为CN201420489004.6名称为《污水处理设备》的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公开了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包括调节池、污水处理池、污泥池以及电控房，调节池通过进

水管道将收集的污水输送至污水处理池中，污水处理池对污水进行处理后从排水管处排

出；电控房内设有自吸泵、第一风机和第二风机，自吸泵用于将污水处理池内沉淀的污泥抽

至污泥池中，第一风机和第二风机构造成交替向污水处理池内曝气。该实用新型能够对乡

镇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然而，该污水处理设备仅将污泥抽至污泥池中，污泥堆满污泥池后还

需要进一步清理，清理繁杂不方便，人工成本高，而且该设备无法中和污水中的碱性污染

物，处理效果不够理想，因此该污水处理设备的结构还需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杂质清除

率高，处理效果好，污染物排放少，使用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本污水处理装置，包括污水

收集池，调节池，污泥池和能向污水中加入污水处理药剂的加药器，所述污水收集池通过管

道与调节池相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池通过废水提升器与反应池相连通，在所述反应

池中设置有搅拌器，加药器的加药管道与反应池相连通，反应池的出口与沉淀池的进口相

连通，在沉淀池的顶部设置有排放管，在沉淀池的底部设置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与污泥池

相连通，所述污泥池通过污泥泵与压滤机相连通，压滤机中压滤后的上层清液经管道与调

节池相连通，压滤机中压滤后的下层泥饼从压滤机的底部出口排出压滤机。

[0005] 作为改进，所述污水收集池包括常规废水收集池和特种废水收集池，所述常规废

水收集池通过管道与调节池相连通，所述特种废水收集池通过管道与杀菌部相连通，杀菌

部的出口通过管道与调节池相连通。

[0006] 进一步改进，所述杀菌部的出口可优选通过输送泵与中间水池相连通，所述中间

水池经废水提升器与氧化池相连通，在所述氧化池中设置有搅拌器，加药器的加药管道与

氧化池相连通，氧化池的出口与调节池相连通。

[0007] 进一步改进，所述杀菌部包括并联的N个杀菌罐，N个杀菌罐上均设置有能向杀菌

罐通入加热蒸汽的加热管道以及加热后蒸汽离开的冷凝管，N个杀菌罐的出口经管道汇集

后与调节池相连通，所述N为大于1的自然数。

[0008] 进一步改进，所述常规废水收集池包括第一废水收集池和第二废水收集池，废水

产生部包括第一废水产生车间，第二废水产生车间和第三废水产生车间，第三废水产生车

间的污水管直接与调节池相连通，第一废水产生车间的常规污水管与第一废水收集池相连

通，第二废水产生车间的常规污水管与第二废水收集池相连通，第一废水收集池与第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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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收集池分别通过管道与调节池相连通，第一废水产生车间的特种污水管直接与特种废水

收集池相连通，第二废水产生车间的特种污水管与中转池相连通，中转池经增压泵与特种

废水收集池相连通。

[0009] 作为改进，本污水处理装置还包括应急水池，连接中间水池与调节池之间的管道

上设置有第一应急分管，连接调节池与反应池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二应急分管，所述第

一应急分管、第二应急分管分别与应急水池相连通，所述应急水池的回水管经废水提升器

分别与中间水池、调节池相连通。

[0010] 作为改进，所述沉淀池的排放管可优选与接触池相连通，在接触池中设置有搅拌

器，加药器的加药管道与接触池相连通，接触池的出口与排放管道相连通。

[0011] 进一步改进，本污水处理装置还包括第二应急水池，在接触池的出水口上设置水

质监测器，在接触池的出水管上设置有第三应急分管，所述第三应急分管与第二应急水池

相连通，所述第二应急水池的回水管经废水提升器分别与中间水池、调节池相连通。

[0012] 作为改进，所述加药器包括酸液罐、双氧水罐、次氯酸钠罐、PAC罐、PAM罐和亚硫酸

铁溶液罐，在所述的酸液罐、双氧水罐、次氯酸钠罐、PAC罐、PAM罐和亚硫酸铁溶液罐上均设

置有打开和关闭对应罐体的阀门，在PAC罐、PAM罐和亚硫酸铁溶液罐中均设置有搅拌器，所

述PAC罐、PAM罐和亚硫酸铁溶液罐分别通过管道与自来水相连通。

[0013] 作为改进，任一废水提升器包括引水罐体和泵体，所述泵体为一个增压泵或两个

增压泵并联设置，所述引水罐体上设置有自来水进管和排气管。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污水经调节池、反应池、沉淀池、污泥

池、压滤机处理，能充分分离污水中的污染物，泥水分离效果好，清水与污泥分离后回到调

节池中进行再次处理，杂质清除率提高，污染物含水量大为减少，清水回收率也因此提高，

有利于水资源回收、环境保护；常规废水收集池和特种废水收集池能分别收集常规废水与

特种废水，不同种类的废水通过不同的处理池并采用不同的处理步骤进行处理，节约处理

资源，加快处理速度，处理效果也更好；污水处理装置还包括应急水池，当连接中间水池与

调节池之间的管道以及连接调节池与反应池之间的管道流量过大时，可以通过第一应急分

管与第二应急分管将管道中的水通入应急水池，起到缓冲泄压的作用，保障本装置的使用

安全；本装置还包括第二应急水池，在接触池的出水口处如果排放水的水质无法达到排放

标准，可以将未达标废水输送至第二应急水池处，而第二应急水池处可以将未达标废水输

送回中间水池和调节池进行再次处理，确保接触池出口处能排出达标废水，实现废水处理

目的。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中I部分的放大图；

[0017] 图3是图1中II部分的放大图；

[0018] 图4是图1中III部分的放大图；

[0019] 图5是图1中IV部分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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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1]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实施例的污水处理装置，包括污水收集池，调节池1，污泥池2

和能向污水中加入污水处理药剂的加药器3，所述污水收集池通过管道与调节池1相连通，

调节池1通过废水提升器与反应池71相连通，在所述反应池71中设置有搅拌器61，加药器3

的加药管道与反应池71相连通，反应池71的出口与沉淀池7的进口相连通，在沉淀池7的顶

部设置有排放管73，在沉淀池7的底部设置有排污管72，所述排污管72与污泥池2相连通，所

述污泥池2通过污泥泵21与压滤机22相连通，压滤机22中压滤后的上层清液经管道与调节

池1相连通，压滤机22中压滤后的下层泥饼从压滤机22的底部出口排出压滤机22。污泥泵21

与压缩空气管道相连通，当污泥泵或污泥泵与压滤机22之间的管道堵塞时，可以向压缩空

气管道中通入压缩空气，压缩空气疏通污泥泵或污泥泵与压滤机22之间的管道。压滤机22

能将污泥中的水分挤出污泥，压滤机22的具体结构属于公知技术，故不再详细描述。

[0022] 污水收集池包括常规废水收集池和特种废水收集池43，所述常规废水收集池通过

管道与调节池1相连通，所述特种废水收集池43通过管道与杀菌部相连通，杀菌部的出口通

过管道与调节池1相连通。杀菌部的出口通过输送泵49与中间水池45相连通，所述中间水池

45经废水提升器与氧化池6相连通，在所述氧化池6中设置有搅拌器61，加药器3的加药管道

与氧化池6相连通，氧化池6的出口与调节池1相连通。杀菌部包括并联的N个杀菌罐46，N个

杀菌罐46上均设置有能向杀菌罐46通入加热蒸汽的加热管道47以及加热后蒸汽离开的冷

凝管48，N个杀菌罐46的出口经管道汇集后与调节池1相连通，所述N为大于1的自然数。废水

在杀菌罐46中不与蒸汽直接接触，蒸汽接触废水的管道从而使废水受热升温达到杀菌的目

的。常规废水收集池包括第一废水收集池41和第二废水收集池42，废水产生部包括第一废

水产生车间411，第二废水产生车间412和第三废水产生车间413，第三废水产生车间413的

污水管直接与调节池1相连通，第一废水产生车间411的常规污水管与第一废水收集池41相

连通，第二废水产生车间412的常规污水管与第二废水收集池42相连通，第一废水收集池41

与第二废水收集池42分别通过管道与调节池1相连通，第一废水产生车间411的特种污水管

直接与特种废水收集池43相连通，第二废水产生车间412的特种污水管与中转池44相连通，

中转池44经增压泵与特种废水收集池43相连通。

[0023] 本污水处理装置还包括应急水池5，连接中间水池45与调节池1之间的管道上设置

有第一应急分管51，连接调节池1与反应池71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二应急分管52，所述第

一应急分管51、第二应急分管52分别与应急水池5相连通，所述应急水池5的回水管经废水

提升器分别与中间水池45、调节池1相连通。沉淀池7的排放管73与接触池74相连通，在接触

池74中设置有搅拌器61，加药器3的加药管道与接触池74相连通，接触池74的出口与排放管

道相连通。本污水处理装置还包括第二应急水池54，在接触池74的出水口上设置水质监测

器，在接触池的出水管75上设置有第三应急分管53，所述第三应急分管53与第二应急水池

54相连通，所述第二应急水池54的回水管经废水提升器分别与中间水池45、调节池1相连

通。上述的搅拌器61采用相同结构，搅拌器61的具体结构属于现有技术，故不再详细描述。

[0024] 加药器3包括酸液罐31、双氧水罐32、次氯酸钠罐33、PAC罐34、PAM罐35和亚硫酸铁

溶液罐36，在所述的酸液罐31、双氧水罐32、次氯酸钠罐33、PAC罐34、PAM罐35和亚硫酸铁溶

液罐36上均设置有打开和关闭对应罐体的阀门，在PAC罐34、PAM罐35和亚硫酸铁溶液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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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设置有搅拌器61，所述PAC罐34、PAM罐35和亚硫酸铁溶液罐36分别通过管道与自来水

相连通。任一废水提升器包括引水罐体9和泵体91，所述泵体91为一个增压泵或两个增压泵

并联设置，所述引水罐体9上设置有自来水进管92和排气管93。其中酸液罐31中装填的可以

是硫酸、磷酸或盐酸中的一种或多种，也可以根据需要处理的污水碱性成分选择其他合适

的酸溶液，PAC罐34中是聚合氯化铝溶液，PAM罐35中的是聚丙烯酰胺溶液。

[0025] 图2中的a点与图5中的a点相连通，图2中的b点与图5中的b点相连通，图2中的c点

与图5中的c点相连通，图2中的d点与图4中的d点相连通；

[0026] 图3中的e点与图4中的e点相连通，图3中的f点与图4中的f点相连通，图3中的g点

与图4中的g点相连通，图3中的h点与图5中的h点相连通，图3中的k点与图5中的k点相连通，

图3中的m点与图5中的m点相连通，图3中的n点与图5中的n点相连通；

[0027] 图4中的i1点与i2点分别与图1中的i3点相连通，图4中的j点与调节池1相连通。压

滤机22中压滤后的下层泥饼从图4的r点排出压滤机22。

[0028] 常规废水收集池，特种废水收集池43，杀菌罐46，中转池44，中间水池45，调节池1，

应急水池5，第二应急水池54，污泥池2，酸液罐31、双氧水罐32、次氯酸钠罐33、PAC罐34、PAM

罐35和亚硫酸铁溶液罐36中分别设置有液位检测器。在本污水处理装置的各部分的连接管

道上均设置有打开和关闭相应管道的阀门。在酸液罐31、双氧水罐32、次氯酸钠罐33、PAC罐

34、PAM罐35和亚硫酸铁溶液罐36的出液口上分别设置有输送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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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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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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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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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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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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