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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

理装置，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包括箱体和污

水进管，所述箱体内设有依次连通的集水腔室、

处理腔室、沉降腔室、过滤罐和储水罐，所述污水

进管穿过箱体内壁且与集水腔室连通，其特征在

于：所述集水腔室与处理腔室之间还设有垃圾处

理单元，所述垃圾处理单元包括输送腔室、输送

电机、旋转轴、螺旋叶片、压缩弹簧、活动挡板和

微生物反应腔室，所述输送电机设置在箱体外，

且输送电机的输出端穿过箱体内壁与输送腔室

内的旋转轴固定连接。本实用新型能够对进入处

理腔室的污水中垃圾杂质进行有效过滤和处理

并利用，污水处理效果好，能够对污水进行一站

式处理，结构新颖，环保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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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包括箱体（2）和污水进管（1），所述箱体（2）内设有按

照处理顺序依次连通的集水腔室（3）、处理腔室（5）、沉降腔室（8）、过滤罐（9）和储水罐

（10），所述污水进管（1）穿过箱体（2）内壁且与集水腔室（3）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腔

室（3）与处理腔室（5）之间还设有垃圾处理单元，所述垃圾处理单元包括输送腔室（4）、输送

电机（42）、旋转轴、螺旋叶片（41）、压缩弹簧（46）、活动挡板（44）和微生物反应腔室（6），所

述输送电机（42）设置在箱体（2）外，且输送电机（42）的输出端穿过箱体（2）内壁与输送腔室

（4）内的旋转轴固定连接，横向设置在输送腔室（4）内的旋转轴上设置有螺旋叶片（41）；所

述输送腔室（4）靠近输送电机（42）一端的顶部设有与集水腔室（3）连通的进水口，且输送腔

室（4）的底部设有与处理腔室（5）相分隔的过滤板（43）；所述输送腔室（4）远离输送电机

（42）一侧内壁设有出泥口（45），所述出泥口（45）将输送腔室（4）与设置在输送腔室（4）右侧

的微生物反应腔室（6）连通；所述出泥口（45）的右侧设有相平行的活动挡板（44），所述活动

挡板（44）通过压缩弹簧（46）与出泥口（45）侧壁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出泥口

（45）所在的输送腔室（4）侧壁的顶端和底端均设有供压缩弹簧（46）安装的安装孔，所述压

缩弹簧（46）的一端与安装孔底部固定连接，且压缩弹簧（46）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活动挡板

（4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反应

腔室（6）的顶部通过输气管与上方的沼气存储罐（7）连通，所述沼气存储罐（7）上设有伸出

箱体（2）外的沼气出管，所述沼气出管上设有气阀；所述沼气存储罐（7）上还设有压力表

（7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降腔室

（8）底部设有淤泥腔（82），所述淤泥腔（82）上垂直的设置有多个从左到右高度递减的溢流

板（81），所述溢流板（81）与沉降腔室（8）侧壁之间以及相邻溢流板（81）之间均构成沉降腔，

所述沉降腔底部与淤泥腔（82）连通；所述淤泥腔（82）的淤泥出口通过输泥管与微生物反应

腔室（6）连通，所述输泥管上设有污泥泵。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腔室

（5）底端一侧的出水口通过水泵连通沉降腔室（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罐（10）

内设有液位传感器（101）；所述储水罐（10）的出水口连接有伸出箱体（2）的出水管，所述出

水管上设有水阀。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2）外

一侧设有控制器（11），所述控制器（11）分别与输送电机（42）、搅拌机构（51）、水泵、污泥泵、

液位传感器（101）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

滤罐（9）内从上到下依次设有石英砂过滤层（91）、活性炭吸附层（92）、消毒层（93）、集液腔

（94）；所述过滤罐（9）顶端的进水口与沉降腔室（8）顶端的出水口连通，所述集液腔（94）底

端的出水口与储水罐（10）顶端的进水口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腔室

（5）顶部设有搅拌机构（51）；所述处理腔室（5）内壁外侧的箱体（2）上设有加药装置（5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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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加药装置（52）的加药端穿过箱体（2）内壁伸入处理腔室（5）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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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污水处理为使污水达到排水某一水体或再次使用的水质要求对其进行净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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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污染的话题不断被提起，特别是地下

水污染问题，浙江杭州、温州等地有农民或者企业家出资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以此来引起

大家对水污染严重程度的关注，虽然各个环保局长都选择了沉默或者拒绝，但是民众环保

意识的觉醒，对水污染的关切程度达到了空前。地表水污染显而易见，地下水的污染却是触

目惊心。中国13亿人口中，有70％饮用地下水，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以地下水为饮

用水源。但是据介绍，全国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到污染。而另一组数据亦表明，地下水正

面临严峻挑战。2011年，北京、上海等9个省市对辖区内的857眼监测井进行过评价水质为I

类、II类的监测井占比2％，而IV类、V类的监测井多达76.8％。九个省市中，水质最好的当属

海南省，以II类为主；上海、北京次之，多为III类。水污染情况不断加剧，使得污水处理和再

生行业受到空前的关注，近两年各地区毛利率都保持在70％左右，甚至有的地区超过了

100％，行业发展潜力非常大。所以一个好的污水处理滤网是必不可少的。

[0003] 但是现有污水处理装置大多都是将污水经过集水后直接进行处理、搅拌，导致在

搅拌处理过程中存在的杂质、垃圾、淤泥等含量较多，导致处理、搅拌效果差；而且对于这部

分的杂质、垃圾、淤泥的处理效果差，不能进行较充分利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实现有效处理过滤污

水中垃圾杂质的功能，具有污水处理效果好、环保、能一站式进行处理的效果。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包括箱体和污水进管，所述箱体内设有按照处理

顺序依次连通的集水腔室、处理腔室、沉降腔室、过滤罐和储水罐，所述污水进管穿过箱体

内壁且与集水腔室连通，所述集水腔室与处理腔室之间还设有垃圾处理单元，所述垃圾处

理单元包括输送腔室、输送电机、旋转轴、螺旋叶片、压缩弹簧、活动挡板和微生物反应腔

室，所述输送电机设置在箱体外，且输送电机的输出端穿过箱体内壁与输送腔室内的旋转

轴固定连接，横向设置在输送腔室内的旋转轴上设置有螺旋叶片；所述输送腔室靠近输送

电机一端的顶部设有与集水腔室连通的进水口，且输送腔室的底部设有与处理腔室相分隔

的过滤板；所述输送腔室远离输送电机一侧内壁设有出泥口，所述出泥口将输送腔室与设

置在输送腔室右侧的微生物反应腔室连通；所述出泥口的右侧设有相平行的活动挡板，所

述活动挡板通过压缩弹簧与出泥口侧壁连接。

[0007]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地，位于所述出泥口所在的输送腔室侧壁的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209193727 U

4



顶端和底端均设有供压缩弹簧安装的安装孔，所述压缩弹簧的一端与安装孔底部固定连

接，且压缩弹簧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活动挡板。

[0008]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反应腔室的顶部通过输气管

与上方的沼气存储罐连通，所述沼气存储罐上设有伸出箱体外的沼气出管，所述沼气出管

上设有气阀；所述沼气存储罐上还设有压力表。

[0009]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地，所述沉降腔室底部设有淤泥腔，所述淤泥

腔上垂直的设置有多个从左到右高度递减的溢流板，所述溢流板与沉降腔室侧壁之间以及

相邻溢流板之间均构成沉降腔，所述沉降腔底部与淤泥腔连通；所述淤泥腔的淤泥出口通

过输泥管与微生物反应腔室连通，所述输泥管上设有污泥泵。

[0010]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地，所述过滤罐内从上到下依次设有石英砂

过滤层、活性炭吸附层、消毒层、集液腔；所述过滤罐顶端的进水口与沉降腔室顶端的出水

口连通，所述集液腔底端的出水口与储水罐顶端的进水口连通。

[0011]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地，所述处理腔室顶部设有搅拌机构；所述处

理腔室内壁外侧的箱体上设有加药装置，所述加药装置的加药端穿过箱体内壁伸入处理腔

室内。

[0012]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地，所述处理腔室底端一侧的出水口通过水

泵连通沉降腔室。

[0013]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地，所述储水罐内设有液位传感器；所述储水

罐的出水口连接有伸出箱体的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上设有水阀。

[0014]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地，所述箱体外一侧设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

分别与输送电机、搅拌机构、水泵、污泥泵、液位传感器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16] （1）本实用新型通过在集水腔室和处理腔室之间设置输送腔室以及微生物反应腔

室，集水腔室中的垃圾杂质可以通过过滤板进行过滤，而留在输送腔室中的垃圾杂质可以

在输送过程中进一步过滤并输送到微生物反应腔室中进行反应处理，能够将污水中的垃圾

杂质与污水水体进行较好的过滤；通过出泥口和活动挡板，能够有效的将污水和较小杂质

抵挡在输送腔室中内进行过滤，当积累到较多的垃圾杂质时在输送到出泥口抵压活动挡

板，使活动挡板远离出泥口，垃圾杂质就会进入微生物反应时内进行反应；结构简单，能够

有效的过滤污水中的垃圾杂质，并进行发酵处理。

[0017]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与微生物反应腔室连通的沉降腔室，经过沉降后的污泥

能够进入微生物反应腔室中进行反应发酵，产生的沼气则进入沼气存储罐中进行储存和利

用；能够进一步的对污水中的淤泥进行处理，较少沉降水中的杂质含量，有效较小过滤罐的

过滤压力，使得污水处理效率提高。

[0018] （3）本实用新型将集水腔室、处理腔室、输送腔室、微生物反应腔室、沼气存储罐、

沉降腔室、过滤罐、储水罐均设置在箱体内，集成度高，能够对污水处理进行一站式的处理，

减少了占用空间，结构新颖、美观。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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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2为活动挡板的连接示意图。

[0021] 其中：1-污水进管；2-箱体；3-集水腔室；4-输送腔室；41-螺旋叶片；42-输送电机；

43-过滤板；44-活动挡板；45-出泥口；46-压缩弹簧；5-处理腔室；51-搅拌机构；52-加药装

置；6-微生物反应腔室；61-搅拌桨；62-排渣管；7-沼气存储罐；71-压力表；8-沉降腔室；81-

溢流板；82-淤泥腔；9-过滤罐；91-石英砂过滤层；92-活性炭吸附层；93-消毒层；94-集液

腔；10-储水罐；101-液位传感器；11-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结合附图1-2所示，一种智能环保的污水处理装置，包括箱体2和污水进管1，所述

箱体2内设有按照处理顺序依次连通的集水腔室3、处理腔室5、沉降腔室8、过滤罐9和储水

罐10，所述污水进管1穿过箱体2内壁且与集水腔室3连通，所述集水腔室3与处理腔室5之间

还设有垃圾处理单元，所述垃圾处理单元包括输送腔室4、输送电机42、旋转轴、螺旋叶片

41、压缩弹簧46、活动挡板44和微生物反应腔室6，所述输送电机42设置在箱体2外，且输送

电机42的输出端穿过箱体2内壁与输送腔室4内的旋转轴固定连接，横向设置在输送腔室4

内的旋转轴上设置有螺旋叶片41；所述输送腔室4靠近输送电机42一端的顶部设有与集水

腔室3连通的进水口，且输送腔室4的底部设有与处理腔室5相分隔的过滤板43；所述输送腔

室4远离输送电机42一侧内壁设有出泥口45，所述出泥口45将输送腔室4与设置在输送腔室

4右侧的微生物反应腔室6连通；所述出泥口45的右侧设有相平行的活动挡板44，所述活动

挡板44通过压缩弹簧46与出泥口45侧壁连接。

[0023] 进入集水腔室3的污水通过进水口流入输送腔室4，并通过输送腔室4底部的过滤

板43进行过滤，将污水中垃圾、杂质过滤在输送腔室4中，而经过过滤后的污水则通过过滤

板43进入处理室中；而留在输送腔室4中的垃圾、杂质通过输送电机42驱动旋转轴上的螺旋

叶片41转动可以从左侧一端输送到右侧一端，在输送过程中也可以进一步的过滤垃圾杂质

中的污水；当垃圾杂质达到一定量时，在输送过程中垃圾杂质会通过螺旋叶片41形成挤压

力，通过这个挤压力可以进一步的将其中的污水挤压出来流入处理腔室5中，过滤效果好；

当较多的垃圾杂质输送到出泥口45时，会对活动挡板44施加一个抵压作用力，活动压板因

此远离出泥口45并将微生物反应腔室6与输送腔室4连通，垃圾杂质便可以进入微生物反应

池中进行发酵反应；当垃圾较少时，活动挡板44通过压缩弹簧46能够将少量的垃圾杂质以

及污水拦截在输送腔室4内，使得污水在输送腔室4中持续进行过滤，从而将进入输送腔室4

中的大部分污水阻挡在输送腔室4中进行过滤，而进入微生物反应腔室6中的污水很少，能

够较大程度的对污水整体进行处理，而且过滤效果好，为后续的污水处理减小了处理压力，

结构简单，实用方便；在微生物反应时中还设有搅拌桨61，便于对垃圾、杂质、淤泥等在微生

物作用下进行较充分的反应发酵；在微生物反应腔室6的底部还设有排渣管62，其中的垃

圾、杂质、淤泥等经过反应发酵后通过排渣管62进行排出，可将其作为肥料、栽培土，实现环

保的效果。

[0024] 进一步的，作为不同实施例的优选，位于所述出泥口45所在的输送腔室4侧壁的顶

端和底端均设有供压缩弹簧46安装的安装孔，所述压缩弹簧46的一端与安装孔底部固定连

接，且压缩弹簧46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活动挡板44。

[0025] 通过设置安装孔，在活动挡板44没有垃圾杂质抵压时，活动挡板44能够与输送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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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4侧壁上的出泥口45侧壁相接触，并盖住出泥口45，防止污泥杂质以及部分污水阻挡在输

送腔室4内，进一步提高了过滤效果。

[0026] 进一步的，作为不同实施例的优选，所述微生物反应腔室6的顶部通过输气管与上

方的沼气存储罐7连通，所述沼气存储罐7上设有伸出箱体2外的沼气出管，所述沼气出管上

设有气阀；所述沼气存储罐7上还设有压力表71。

[0027] 微生物反应腔室6用于对过滤后的垃圾、杂质、淤泥等进行反应发酵，而产生的沼

气则通过导气管进入沼气存储罐7中进行存储；沼气出管便于排出沼气进行利用；压力表71

可以对沼气存储罐7中的气压进行监控。

[0028] 进一步的，作为不同实施例的优选，所述沉降腔室8底部设有淤泥腔82，所述淤泥

腔82上垂直的设置有多个从左到右高度递减的溢流板81，所述溢流板81与沉降腔室8侧壁

之间以及相邻溢流板81之间均构成沉降腔，所述沉降腔底部与淤泥腔82连通；所述淤泥腔

82的淤泥出口通过输泥管与微生物反应腔室6连通，所述输泥管上设有污泥泵。

[0029] 沉降腔室8中的溢流板81分隔出多个沉降腔，通过多级沉降腔可以对污水进行多

级沉降；当污水进入沉降腔室8时，通过一级一级的溢流板81进行沉降，在经过沉淀后上部

为通过沉降分离后的污水，流入下一级高度较低的沉降腔内，进行沉降，沉降效率高；水在

通过溢流板81进行沉降时，底部的淤泥进入淤泥腔82中，并通过淤泥泵将淤泥腔82中的淤

泥抽送到微生物反应腔室6中进行反应，实现一个循环，能较大程度对淤泥进行充分的利

用，达到环保的效果。

[0030] 进一步的，作为不同实施例的优选，所述过滤罐9内从上到下依次设有石英砂过滤

层91、活性炭吸附层92、消毒层93、集液腔94；所述过滤罐9顶端的进水口与沉降腔室8顶端

的出水口连通，所述集液腔94底端的出水口与储水罐10顶端的进水口连通。

[0031] 当污水进入过滤灌中，石英砂过滤层91可以利用过滤介质去除水中各种悬浮物、

微生物、以及其他微细颗粒，活性炭吸附层92可以取出水中的有机物，取出水中异味、异色，

消毒层93可以对水体进行消毒；经过层层处理后的水体达到可以达到中水标准，可以进行

重复利用，可以作为灌溉、冲洗等方面的水源，过滤效果好。

[0032] 进一步的，作为不同实施例的优选，所述处理腔室5顶部设有搅拌机构51；所述处

理腔室5内壁外侧的箱体2上设有加药装置52，所述加药装置52的加药端穿过箱体2内壁伸

入处理腔室5内。

[0033] 进入处理腔室5中的污水，通过搅拌机构51进行搅拌，而加药装置52中放置有絮凝

剂、消毒剂，在搅拌时通过加药装置52能够将絮凝剂、消毒剂通过加药端投入处理腔室5中

的的污水中，由搅拌机构518进行搅拌，使集水罐2中的生活污水与絮凝剂、消毒剂充分接

触，去除其中的微生物以及微小杂质。

[0034] 进一步的，作为不同实施例的优选，所述处理腔室5底端一侧的出水口通过水泵连

通沉降腔室8。

[0035] 通过水泵能够将处理腔室5中的污水抽送到沉降腔室8中进行沉降处理。

[0036] 进一步的，作为不同实施例的优选，所述储水罐10内设有液位传感器101；所述储

水罐10的出水口连接有伸出箱体2的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上设有水阀。

[0037] 液位传感器101用于对储水罐10中水位进行检测；储水罐10的出水管便于排出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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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进一步的，作为不同实施例的优选，所述箱体2外一侧设有控制器11，所述控制器

11分别与输送电机42、搅拌机构51、水泵、污泥泵、液位传感器101连接。

[0039] 由控制器11分别对控制输送电机42、搅拌机构51、水泵、污泥泵、液位传感器101，

实现智能控制。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实用新型做任何形式上的限

制，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均落入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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