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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

污水处理设备，包括格栅池及格栅池右侧依次设

置的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多级接触氧化池、

竖流沉淀池、污泥浓缩池、炭滤池和清水池，所述

格栅池内设有机械格栅，所述机械格栅的下方设

有垃圾收集袋，所述格栅池通过污水管道与调节

池连接，所述调节池底部设有污水提升泵，所述

厌氧池底部设有多个布水管，所述调节池底部的

污水提升泵通过污水管线与所述厌氧池底部多

个布水管管道连接，所述厌氧池上部一侧的侧壁

上设有溢流堰Ⅰ，所述溢流堰Ⅰ通过污水管线与缺

氧池连接，所述缺氧池底部设有回流入口，所述

缺氧池上部一侧的侧壁上设有溢流堰Ⅱ。本实用

新型高效节能环保、占地面积小、耐冲击负荷、没

用废气逸出、噪音小、运行管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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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格栅池及格栅池右侧依次

设置的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多级接触氧化池、竖流沉淀、污泥浓缩池、炭滤池和清水池，

所述格栅池内设有机械格栅，所述机械格栅的下方设有垃圾收集袋，所述格栅池通过污水

管道与调节池连接，所述调节池底部设有污水提升泵，所述厌氧池底部设有多个布水管，所

述调节池底部的污水提升泵通过污水管线与所述厌氧池底部多个布水管管道连接，所述厌

氧池上部一侧的侧壁上设有溢流堰Ⅰ，所述溢流堰Ⅰ通过污水管线与缺氧池连接，所述缺氧

池底部设有回流入口，所述缺氧池上部一侧的侧壁上设有溢流堰Ⅱ，所述溢流堰Ⅱ通过污

水管线与多级接触氧化池连接，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顶面一侧设有风机，所述风机出风口

连接有空气管线，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底部设有若干个曝气盘，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底部

一侧设有回流出口，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底部一侧的回流出口通过回流管道与所述缺氧池

底部的回流入口连接，所述回流管道上设有管道泵，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一侧的侧壁上设

有溢流堰Ⅲ，所述竖流沉淀池内顶部设有溢流堰Ⅳ，所述溢流堰Ⅳ中部设有导流筒，所述溢

流堰Ⅲ通过污水管线与导流筒连接，所述导流筒底端设有反射罩，所述风机出风口连接的

空气管线分别与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底部若干个曝气盘与竖流沉淀池内部连接，所述溢流

堰Ⅳ通过污水管线与污泥浓缩池连接，所述污泥浓缩池底部设有蜂窝状填料，  所述污泥浓

缩池底端一侧设有污泥外排管线，所述污泥浓缩池通过污水管线与炭滤池连接，所述炭滤

池上部设有反洗溢流堰，所述炭滤池底部设有活性炭，所述炭滤池底端一侧设有清水入口，

所述炭滤池通过污水管线与清水池连接，所述清水池内部设有紫外线消毒灯，所述清水池

底端设有清水出口，所述清水出口通过清水管线与所述炭滤池底端一侧的清水入口固定连

接，所述清水管线上设有反洗泵，所述清水池一侧的次壁上开设有达标清水排放口，所述清

水池上方设有太阳能电池板组件，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组件一侧设有控制箱，所述控制箱由

污水设备控制箱与太阳能并网控制箱组成，所述控制箱输入端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组件输

出端电连接，所述污水设备控制箱的输出端与风机、管道泵和反洗泵电连接，所述太阳能并

网控制箱与所述清水池内部的紫外线消毒灯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竖流

沉淀池底部为锥型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

浓缩池与竖流沉淀池之间设有气体污泥管，所述气体污泥管一端设置于竖流沉淀池的底

部，另一端设置于污泥浓缩池内蜂窝状填料的顶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

浓缩池内设有上清液回流管道，所述上清液回流管道的出口与所述调节池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

池、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多级接触氧化池、竖流沉淀、污泥浓缩池、炭滤池和清水池的顶

部均设有工作门，所述厌氧池、缺氧池、多级接触氧化池、竖流沉淀、污泥浓缩池、炭滤池和

清水池的顶部靠近工作门处均设有碳滤排气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

池、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多级接触氧化池、竖流沉淀、污泥浓缩池、炭滤池和清水池均采

用厚度为8~12mm的优质碳钢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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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农村生活用水量

和用水保证率也大幅度上升，从而带来了农村生活污水量的大幅度增加。据建设部调查报

告《村庄人居环境现状与问题》显示，86%的村庄没有排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农村生活污

水类型可分为厕所污水、洗衣污水、厨房污水、和洗浴污水等。污水中主要含有有机物、蛋白

质、动植物脂肪、碳水化合物、尿素和氨、氮还有肥皂洗涤剂中的磷，以及细菌、病菌、寄生虫

卵等。生活污废水未经处理。就近直接洒向地面或就近排入河道，条件稍好的通过下水道排

入河道，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不当，对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对地表水

和浅层地下水的污染，也已成为威胁农村饮用水安全新的隐患。以及粪便中的病原微生物

肆意在村中横流，严重造成地下水污染，严重时还会造成疾病病的传播。常用的污水处理工

艺是比较成熟的生物接触氧化法，即A2/O工艺。A2/O工艺经过实践检验出特点相对于AO工

艺来说：对生活污水中氮、COD、有机物的去除率更高，在脱氮同时还可以去除磷。A2/O工艺

目前在处理生活污水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是主流的生化处理方式，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现状：1、粗放的三级沉淀池，根本起不到污水净化作用。2、水泥钢筋墙体处理池，存在着成

本高，工期长，易渗漏等缺点。3、简单的一体化设备，不易操作、运行费过高，在有些条件不

好的农村，没用电费这项支出费用。4、简易的太阳能一体机，大部分是蓄能式离网发电，存

在太阳能功率不足、蓄电池储能不够、寿命短、无人维护等缺点，只要连续阴雨天，污水处理

设备基本停止运行，一旦微生物长时间得不到氧气就会死亡，如果没有专业人重新培养微

生物，污水站即使运转也是摆设，排水肯定不会达标。这也是现在蓄能太阳能发电一体机的

共同弱点。5大部分设备在地上面，不易观察和操作，维护保养更难；特别是夏天，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臭气熏天，设备噪音不断。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

处理设备。

[0004] 为了达到上述设计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

活污水处理设备，包括格栅池及格栅池右侧依次设置的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多级接触

氧化池、竖流沉淀池、污泥浓缩池、炭滤池和清水池，所述格栅池内设有机械格栅，所述机械

格栅的下方设有垃圾收集袋，所述格栅池通过污水管道与调节池连接，所述调节池底部设

有污水提升泵，所述厌氧池底部设有多个布水管，所述调节池底部的污水提升泵通过污水

管线与所述厌氧池底部多个布水管管道连接，所述厌氧池上部一侧的侧壁上设有溢流堰Ⅰ，

所述溢流堰Ⅰ通过污水管线与缺氧池连接，所述缺氧池底部设有回流入口，所述缺氧池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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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的侧壁上设有溢流堰Ⅱ，所述溢流堰Ⅱ通过污水管线与多级接触氧化池连接，所述多

级接触氧化池顶面一侧设有风机，所述风机出风口连接有空气管线，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

底部设有若干个曝气盘，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底部一侧设有回流出口，所述多级接触氧化

池底部一侧的回流出口通过回流管道与所述缺氧池底部的回流入口连接，所述回流管道上

设有管道泵，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一侧的侧壁上设有溢流堰Ⅲ，所述竖流沉淀池内顶部设

有溢流堰Ⅳ，所述溢流堰Ⅳ中部设有导流筒，所述溢流堰Ⅲ通过污水管线与导流筒连接，所

述导流筒底端设有反射罩，所述风机出风口连接的空气管线分别与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底

部若干个曝气盘与竖流沉淀池内部连接，所述溢流堰Ⅳ通过污水管线与污泥浓缩池连接，

所述污泥浓缩池底部设有蜂窝状填料，  所述污泥浓缩池底端一侧设有污泥外排管线，所述

污泥浓缩池通过污水管线与炭滤池连接，所述炭滤池上部设有反洗溢流堰，所述炭滤池底

部设有活性炭，所述炭滤池底端一侧设有清水入口，所述炭滤池通过污水管线与清水池连

接，所述清水池内部设有紫外线消毒灯，所述清水池底端设有清水出口，所述清水出口通过

清水管线与所述炭滤池底端一侧的清水入口固定连接，所述清水管线上设有反洗泵，所述

清水池一侧的次壁上开设有达标清水排放口，所述清水池上方设有太阳能电池板组件，所

述太阳能电池板组件一侧设有控制箱，所述控制箱由污水设备控制箱与太阳能并网控制箱

组成，所述控制箱输入端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组件输出端电连接，所述污水设备控制箱的

输出端与风机、管道泵和反洗泵电连接，所述太阳能并网控制箱与所述清水池内部的紫外

线消毒灯电连接。

[0005] 所述竖流沉淀池底部为锥型面。

[0006] 所述污泥浓缩池与竖流沉淀池之间设有气体污泥管，所述气体污泥管一端设置于

竖流沉淀池的底部，另一端设置于污泥浓缩池内蜂窝状填料的顶面。

[0007] 所述污泥浓缩池内设有上清液回流管道，所述上清液回流管道的出口与所述调节

池连接。

[0008] 所述格栅池、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多级接触氧化池、竖流沉淀池、污泥浓缩池、

炭滤池和清水池的顶部均设有工作门，所述厌氧池、缺氧池、多级接触氧化池、竖流沉淀、污

泥浓缩池、炭滤池和清水池的顶部靠近工作门处均设有碳滤排气罩。

[0009] 所述格栅池、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多级接触氧化池、竖流沉淀池、污泥浓缩池、

炭滤池和清水池均采用厚度为8~12mm的优质碳钢制成。

[0010]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该实用新型克服了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诸多不稳

定因素。具有以下优点：1、优化了目前在处理生活污水方面最主流的处理方式，对生物接触

氧化法进行了升级改造，更加合理科学；2、一体化设备全部采用优质碳钢（厚度8--12mm），

经过酸洗、磷化、电泳表面处理后又做了三层环氧水漆（环保型）防腐保护；  3、电能方面，实

行的是并网发电模式，解决了长期极端天气太阳能不发电的弊端，增加了太阳能发电量； 

4、控制部分采用了智能自动化PLC控制单元，实现了事故自动报警，风机起热自动切换功

能，可以远程控制，节约人力、财力；5、格栅井安装了微型机械格栅，对污水中漂浮物进行不

间断拦截提升，防止进水口经常发生堵死现象；6、一体机构造更加合理科学，把流体学和机

械原理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很轻松的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还可以批

量、标准化生产，更好的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新模式；7、该设备生产制作周期短，安装快

捷方便，在组装时加快了现场施工速度，对意外污水超标排放起到了应急作用，随时赶到环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0085200 U

4



境事故现场进行达标处理；8、该一体机设备为地埋式，具有高效节能、占地面积小、耐冲击

负荷、没用废气逸出、噪音小、运行管理方便，特别在土地面积紧张的农村，一体化机建成后

埋在地下，上面可以种农作物或其它观赏性绿化植物。本实用新型高效节能环保、占地面积

小、耐冲击负荷、没用废气逸出、噪音小、运行管理方便。

附图说明

[0011]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整体示意图；

[0012] 图  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太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功能及工作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描述。如图1-2所示的：一种太

阳能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包括格栅池1及格栅池1右侧依次设置的调节池2、厌氧池3、

缺氧池4、多级接触氧化池5、竖流沉淀池6、污泥浓缩池7、炭滤池8和清水池9，所述格栅池1

内设有机械格栅10，所述机械格栅10的下方设有垃圾收集袋11，所述格栅池1通过污水管道

与调节池2连接，所述调节池2底部设有污水提升泵12，所述厌氧池3底部设有多个布水管

13，所述调节池2底部的污水提升泵12通过污水管线与所述厌氧池3底部多个布水管13管道

连接，所述厌氧池3上部一侧的侧壁上设有溢流堰Ⅰ14，所述溢流堰Ⅰ14通过污水管线与缺氧

池4连接，所述缺氧池4底部设有回流入口，所述缺氧池4上部一侧的侧壁上设有溢流堰Ⅱ

15，所述溢流堰Ⅱ15通过污水管线与多级接触氧化池5连接，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5顶面一

侧设有风机16，所述风机16出风口连接有空气管线，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5底部设有若干个

曝气盘17，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5底部一侧设有回流出口，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底部5一侧

的回流出口通过回流管道与所述缺氧池4底部的回流入口连接，所述回流管道上设有管道

泵，所述多级接触氧化池4一侧的侧壁上设有溢流堰Ⅲ18，所述竖流沉淀池6内顶部设有溢

流堰Ⅳ19，所述溢流堰Ⅳ19中部设有导流筒20，所述溢流堰Ⅲ18通过污水管线与导流筒20

连接，所述导流筒20底端设有反射罩21，所述风机16出风口连接的空气管线分别与所述多

级接触氧化池5底部若干个曝气盘17与竖流沉淀池6内部连接，所述溢流堰Ⅳ19通过污水管

线与污泥浓缩池7连接，所述污泥浓缩池7底部设有蜂窝状填料22，  所述污泥浓缩池7底端

一侧设有污泥外排管线，所述污泥浓缩池7通过污水管线与炭滤池8连接，所述炭滤池8上部

设有反洗溢流堰23，所述炭滤池8底部设有活性炭24，所述炭滤池8底端一侧设有清水入口，

所述炭滤池8通过污水管线与清水池9连接，所述清水池9内部设有紫外线消毒灯25，所述清

水池9底端设有清水出口，所述清水出口通过清水管线与所述炭滤池8底端一侧的清水入口

固定连接，所述清水管线上设有反洗泵，所述清水池9一侧的次壁上开设有达标清水排放

口，所述清水池9上方设有太阳能电池板组件26，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组件26一侧设有控制

箱，所述控制箱由污水设备控制箱27与太阳能并网控制箱28组成，所述控制箱输入端与所

述太阳能电池板组件26输出端电连接，所述污水设备控制箱27的输出端与风机16、管道泵

和反洗泵电连接，所述太阳能并网控制箱28与所述清水池9内部的紫外线消毒灯25电连接。

[0014] 所述竖流沉淀池6底部为锥型面。

[0015] 所述污泥浓缩池7与竖流沉淀池6之间设有气体污泥管，所述气体污泥管一端设置

于竖流沉淀池6的底部，另一端设置于污泥浓缩池7内蜂窝状填料22的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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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污泥浓缩池7内设有上清液回流管道，所述上清液回流管道的出口与所述调

节池2连接。

[0017] 所述格栅池1、调节池2、厌氧池3、缺氧池4、多级接触氧化池5、竖流沉淀池6、污泥

浓缩池7、炭滤池8和清水池9的顶部均设有工作门29，所述厌氧池3、缺氧池4、多级接触氧化

池5、竖流沉淀6、污泥浓缩池7、炭滤池8和清水池9的顶部靠近工作门29处均设有碳滤排气

罩30。

[0018] 所述格栅池1、调节池2、厌氧池3、缺氧池4、多级接触氧化池5、竖流沉淀池6、污泥

浓缩池7、炭滤池8和清水池9均采用厚度为8~12mm的优质碳钢制成。

[0019]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首先，生活污水收集后进入污水格栅池1，内装的机械格栅10

对污水中悬浮物进行处理去除，经过机械格栅10处理后水中粗粒、不溶性COD  、SS大大降

低，栅渣通过垃圾收集袋11定期清理外运安全处理，经过机械格栅10的污水进入调节池2内

进行调节水质水量，并且来水水量不均衡，须通过污泥浓缩池7内的上清液回流管道增加回

流水对调节池2进行补水提升，同时对水量进行调节，来保证后续生物处理的连续稳定运

行，经过调节池2的污水由污水提升泵12进入到布水管13均匀的与回流污泥在厌氧池3完全

混合，经一定时间（1~2h）的厌氧分解，去除部分BOD，使部分含氮化合物转化成N2（反硝化作

用）而释放，回流污泥中的聚磷微生物释放出磷，满足细菌对磷的需求，然后污水流入缺氧

池4，池中的反硝化细菌以污水中未分解的含碳有机物为碳源，再将多级接触氧化池5内的

水源通过管道泵内循环回流进来的硝酸根还原为N2而释放，缺氧池4内污水通过溢流堰Ⅱ

15流入多级接触氧化池5，多级接触氧化池5就是通过风机16制氧进入微孔曝气盘17曝气维

持水中溶解氧，  适宜好氧微生物生长繁殖，在有氧气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生物代谢以降解有

机物，水中的NH3-N（氨氮）进行硝化反应生成硝酸根，同时水中的有机物氧化分解供给吸磷

微生物以能量，附着在14组合填料上的微生物从水中吸收磷，磷进入细胞组织内，富磷微生

物脱落进行生物代谢，多级接触氧化池5出来的污水经过导流筒20和反射罩21进入竖流沉

淀池6进行泥水分离，沉淀分离区下部的污泥利用气体的吹拂通过气提污泥管提升到污泥

浓缩池7下部，沉淀分离区上部污水通过溢流堰Ⅳ19进入装有蜂窝状填料22的污泥浓缩池7

上部再次沉淀，在浓缩区和混合区之间设污泥外部循环，一部分污泥返回厌氧池3内，一部

分以富磷剩余污泥排出，污泥浓缩池7上部的清水一部分回流到调节池2，一部分进入到炭

虑池8进行深度过滤，深度过滤后的清水进入到最后一个清水池9内，由于农村生活污水一

小部分带有大肠杆菌，在清水池9内装有紫外线消毒灯25，对经过侵没式电子消毒灯的污水

进行消毒处理，消毒后的清水即可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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