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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属于环保技术

领域。依托罐体结构实现间歇进水处理；外来污

水首先进入污水收集室，撇除浮渣和调节来水水

量水质，当进水阀门开启来水通过竖管流向中层

底部的厌氧区的布水系统，水流由布水系统向上

经过底部筛板孔进入上层好氧区，利用汽提硝化

液通过循环水室进行回流脱氮，处理后的污水通

过出水阀门外排；其中好氧区采取接触氧化方

式，填料上脱落的泥膜下落可经过筛板孔落入厌

氧区填料中进行降解，使污泥减量化。本发明解

决小城镇、农村等污水管网尚未涉及的地区生活

污水的处理问题,功能集成在设备自身，靠近水

源，就地施工安装解决问题，同时避免了水量不

足长距离运输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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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含有以下步骤；依托罐体结构实现间歇进

水处理；外来污水首先进入污水收集室，撇除浮渣和调节来水水量水质，当进水阀门开启来

水通过竖管流向中层底部的厌氧区的布水系统，水流由布水系统向上经过底部筛板孔进入

上层好氧区，利用汽提硝化液通过循环水室进行回流脱氮，处理后的污水通过出水阀门外

排；其中好氧区采取接触氧化方式，填料上脱落的泥膜下落可经过筛板孔落入厌氧区填料

中进行降解，使污泥减量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含有以下步骤；进

水阀门开启视为处理过程开始，阀门开启时罐体内水路联通，进水同时溢流出水，进水量等

于出水量，每次排出的水量占好氧池水量的1/2；进水过后阀门关闭，系统静置对来水进行

水解酸化处理，主要以厌氧区的厌氧菌和兼性菌作为水解的动力，对于生活污水水解静置

的时间为2-3h；静置水解之后来水可生化性能增强，优质碳源增加，开启汽提循环系统，此

时来水与罐体中陈水混合，利用来水中碳源和厌氧区微生物对陈水中的硝态氮进行去除；

陈水中的硝态氮去除之后关闭汽提循环，好氧区、厌氧区水不再混合，开启曝气系统进行好

氧处理，好氧区内的污水进行COD去除和氨氮的硝化；好氧区反应完毕后关闭曝气系统、开

启汽提循环，好氧区、厌氧区水再次混合，利用厌氧区的碳源去除好氧区产生的硝态氮；最

后曝气与循环系统同时开启，去除好氧区、循环水室、厌氧区内的剩余COD和凯氏氮，处理后

的罐体内的水中只有少量浓度的硝态氮，排水时能够达到指标要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一天分三次进水处

理，周期为8h，每次处理水量为0.5t，罐体内主要反应区体积：污水收集室容积＝2倍厌氧区

容积＝好氧区容积＝1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含有以下步骤；

步骤1、进水出水工序步骤包括电子计时器在一天定时的节点开启，竖管中进水阀开始

进水的工序，此时罐体内部水路联通，处理后的水从溢流堰口排出罐体，进水时间约为

10min，进水量约为0.5t；

步骤2、静置工序步骤包括进水排水结束后，阀门关闭，静置150min，30min时启动污水

收集室的刮渣板，刮渣板运行5min后关闭；

步骤3、循环工序1步骤包括电子计时器开启汽提循环系统，此时水中硝态氮含量

6.11g，计算得开启时间24min，消耗碳源14.8g，开启时间取30min；

步骤4、曝气工序1步骤包括循环关闭、曝气开启，好氧区的COD此时为103.4g，填料负荷

1kg/m*d，计算出碳化为149.4min，取160min；

步骤5、循环工序2步骤包括关闭曝气，开启循环系统，此时水中硝态氮含量18.33g，计

算得反硝化时间为74min，消耗碳源45.3g，取80min；

步骤6、循环工序3加曝气工序2步骤包括循环工序2步骤结束后，罐体内剩余部分COD和

凯氏氮，质量分别为：6.43g、9.16g，循环与曝气同时开启，进行最后的碳化与硝化，时间为

22.7min，取30min；出水COD能达到0，总氮为硝态氮6.11mg/L；

步骤7、循环至步骤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厌氧区采用琉璃球

填料，更有利于固液分离，吸附稳定厌氧区的污泥，保证水解酸化过程，和好氧微生物的降

解使污泥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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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属于环保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小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水处理工程中的一个难题，他的困难在

于，水源的离散性、水量水质的不均匀性，这导致了污水的收集困难、管网建设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

[0004] 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含有以下步骤；依托罐体结构实现间歇进水处理；外

来污水首先进入污水收集室，撇除浮渣和调节来水水量水质，当进水阀门开启来水通过竖

管流向中层底部的厌氧区的布水系统，水流由布水系统向上经过底部筛板孔进入上层好氧

区，利用汽提硝化液通过循环水室进行回流脱氮，处理后的污水通过出水阀门外排；其中好

氧区采取接触氧化方式，填料上脱落的泥膜下落可经过筛板孔落入厌氧区填料中进行降

解，使污泥减量化。

[0005] 还含有以下步骤；进水阀门开启视为处理过程开始，阀门开启时罐体内水路联通，

进水同时溢流出水，进水量等于出水量，每次排出的水量占好氧池水量的1/2；进水过后阀

门关闭，系统静置对来水进行水解酸化处理，主要以厌氧区的厌氧菌和兼性菌作为水解的

动力，对于生活污水水解静置的时间为2-3h；静置水解之后来水可生化性能增强，优质碳源

增加，开启汽提循环系统，此时来水与罐体中陈水混合，利用来水中碳源和厌氧区微生物对

陈水中的硝态氮进行去除；陈水中的硝态氮去除之后关闭汽提循环，好氧区、厌氧区水不再

混合，开启曝气系统进行好氧处理，好氧区内的污水进行COD去除和氨氮的硝化；好氧区反

应完毕后关闭曝气系统、开启汽提循环，好氧区、厌氧区水再次混合，利用厌氧区的碳源去

除好氧区产生的硝态氮；最后曝气与循环系统同时开启，去除好氧区、循环水室、厌氧区内

的剩余COD和凯氏氮，处理后的罐体内的水中只有少量浓度的硝态氮，排水时能够达到指标

要求；一天分三次进水处理，周期为8h，每次处理水量为0.5t，罐体内主要反应区体积：污水

收集室容积＝2倍厌氧区容积＝好氧区容积＝1m。

[0006] 本发明的优点是：解决小城镇、农村等污水管网尚未涉及的地区生活污水的处理

问题，本发明提供单体集成式的水处理设备，工艺上融合分离、厌氧、好氧经典水处理方法

于一体，加入气升环流技术实现脱氮，水路泥路逆流实现污泥积累和降解，大体积的分离池

和厌氧池实现了来水水质的调节；结构上圆桶型罐体，好氧在上厌氧在下，简单实用实现泥

水逆流；设备上汽提代替水泵循环，减少故障源；出水除磷外满足一级B标准。遵循着水处理

工艺上的科学性、结构上的实用性、材料上的耐用性以及经济上的合理性这些基本的原则

构思设计，力求排水水质能够达到国家标准。

[0007] 针对水源离散的问题产品，所有功能集成在设备自身，靠近水源，就地施工安装解

决问题，同时避免了水量不足长距离运输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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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8] 当结合附图考虑时，通过参照下面的详细描述，能够更完整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以

及容易得知其中许多伴随的优点，但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不当限定，如图其中：

[0009] 图1为本发明的罐体外部形状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为本发明的上层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1] 图3为本发明的纵切面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的上层底板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5为本发明的中层填料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显然，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本发明的宗旨所做的许多修改和变化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0016]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除非特意声明，这里使用的单数形式“一”、“一

个”、“所述”和“该”也可包括复数形式。应该进一步理解的是，本发明的说明书中使用的措

辞“包括”是指存在所述特征、整数、步骤、操作、元件和/或组件，但是并不排除存在或添加

一个或多个其他特征、整数、步骤、操作、元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应该理解，当称元件、组

件被“连接”到另一元件、组件时，它可以直接连接到其他元件或者组件，或者也可以存在中

间元件或者组件。这里使用的措辞“和/或”包括一个或更多个相关联的列出项的任一单元

和全部组合。

[0017]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除非另外定义，这里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术术

语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所属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的一般理解相同的意义。

[0018] 为便于对实施例的理解，下面将结合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且各个实施例并不构

成对本发明的限定。

[0019] 实施例1：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罐，罐体的内部结构在设计上体现了水处理工艺

的要求，具体布置参照如图1、图2、图3、图4及图5(二维)所示，为了运输安装方便罐体设计

为圆桶形状，罐体外部形状上端配有外接管路的接口引入来水。

[0020] 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罐的内部结构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有不同的储水空间负

责不同的工艺程序，图2是上层结构的俯视图；图3是罐体纵向切割面图，能够看到三层结构

的分布和构造关系；图4是上层结构的底板也是上层与中层的分界面；图5是中层填料的横

截面。

[0021] 图3中，罐体18的内腔分为上层、中层及下层，如图4所示底部筛板5分为左右两个

部分，右部为筛板，左部为平板带有两个预留竖管孔16；底部筛板5以上为上层，上层由污水

收集室14、循环水室13和好氧区等组成，其中13、14以底部筛板5左半部分平板为底面，好氧

区以底部筛板5左半部分筛孔板为底面，如图1所示污水收集室14、循环水室13和好氧区各

占据罐体18内腔的一个扇形区域；图3中好氧区填料8的位置为好氧区的位置，底部筛板5至

布水装置2为中层，由厌氧填料区填料层4和布水装置2组成，布水装置2以下泥斗1为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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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体18的内腔连接布水装置2，竖管11的底端连接布水装置2，竖管11在厌氧填料区填料层4

中分为两路，第一路竖管通向污水收集室14，第二路竖管的另一端通向循环水室13；图3中

罐体18上层被中间隔墙3分为两个部分，左半部空间为污水收集室14和循环水室13，右半部

分为好氧区；污水收集室14分为两仓体，两仓体中间有隔墙19，隔墙19在浮渣收集槽12正下

方，浮渣收集槽12处的罐体18纵深连接堵墙19，将污水收集室14分成两部分，两部分在底部

通过流道20相连，刮渣板9为扇形板，连接在中间隔墙3中轴上置于污水收集室14一仓内，刮

渣板9将浮渣刮至浮渣收集槽12外排；循环水室13底部与竖管11联通，当好氧区曝气时，由

好氧区至循环水室13，循环水室13至厌氧区，形成汽提内循环结构；好氧区底板为底部筛板

5带有筛孔部分，底板上方设置曝气装置6，曝气装置6的上方为曝气区填料层8，曝气区填料

层8的支架安装在罐体18内壁和中间隔墙3上，图1中好氧区中以弧形围墙15隔出小室放置

汽提装置，弧形围墙15上部与罐体18顶部齐平，下部有孔使小室与好氧区水路联通；好氧区

填料层上方罐体壁上有排水堰口7，溢流出水时，处理过的中水从此处排出；罐体18的内腔

中部安装填料架17，填料架17底部镂空，填料架17中从下往上依次放置布水装置2和厌氧区

填料层4，竖管11穿过厌氧区填料层4连接布水装置2；预留竖管孔16有两个，一个在污水收

集室14二仓里，一个在循环水室13里，都在地底板上，预留竖管孔16的两个孔与两根竖管11

对应。

[0022] 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含有以下步骤；

[0023] 外来污水首先进入污水收集室，污水收集室有两个作用，撇除浮渣和调节来水水

量水质，污水收集室分为两仓，一仓空间较大二仓较小，由一仓进水底部出水进入二仓，污

水在一仓进行浮渣撇除；二仓水通过底部的竖管流向中层底部的厌氧区的布水系统；厌氧

区水流由布水系统向上流，经过底部筛板的筛孔进入上层好氧区，利用汽提硝化液通过循

环水室进行回流脱氮，处理后的污水通过出水阀门外排。

[0024] 整个中层都是厌氧区填充着厌氧微涡旋填料，这种填料表面孔洞使水流过时产生

微小的漩涡产生局部紊流，宏观上均匀水质，微观上使每个填料都有水流经过；由于厌氧区

是上升流并且有填料的过滤作用，所以来水中的SS会进一步减少，并附着在填料表面成为

污泥体系一部分，同时由于罐体系统对来水是间歇处理，所以来水在厌氧池停留较长时间

水解酸化改善水质。

[0025] 实施例2：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按时间控制间歇进水处理，含有以下步骤；

[0026] 运行进水出水工序步骤、静置工序步骤、循环工序1步骤、曝气工序1步骤、循环工

序2步骤及循环工序3加曝气工序2步骤；

[0027] 进水工序步骤：进水出水用竖管中的阀门控，进水同时溢流出水，进水量等于出水

量，每次排出的水量占好氧池水量的1/2；

[0028] 静置工序步骤：静置时进水阀门关闭，新来的待处理污水依次充满污水收集室、厌

氧区、好氧区和循环水室，其主要作用是对来水进行水解酸化，此时水解酸化的池容等于厌

氧区加上好氧区，但由于好氧区几乎没有溶解氧，所以好氧区细菌的水解作用不强，主要以

厌氧区的厌氧菌和兼性菌作为水解的动力，对于生活污水水解静置1的时间为3h；

[0029] 循环工序1步骤：循环1是在水解之后开启汽提内循环，罐体中的水遵循：好氧区-

循环水室-厌氧区-好氧区的循环，循环的目的在于均匀来水与罐体剩余水的水质，利用来

水碳源去除水中硝态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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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曝气工序1步骤：关闭汽提循环、开启曝气系统进行好氧处理，在好氧区进行碳化

和硝化；

[0031] 循环工序2步骤：关闭曝气系统、开启汽提循环，进行循环2工序步骤，再次均匀罐

体中水质，去除水中硝态氮；

[0032] 循环工序3加曝气工序2步骤：开启曝气系统，使循环和曝气系统同时作用，去除好

氧区、循环水室、厌氧区内的剩余COD和凯氏氮，下次进水时，溢流出水的只有少量硝态氮；

[0033] 开启曝气系统，使循环和曝气系统同时作用，去除好氧区、循环水室、厌氧区内的

剩余COD和凯氏氮，下次进水时，溢流出水的只有少量硝态氮；

[0034] 经过长时间的处理过程，好氧填料上的生物膜会新老交替自行脱落，落下的生物

膜通过筛孔进入厌氧区，一方面补充了厌氧区的泥量，一方面在厌氧区自行降解减少了整

个系统的产泥量；同样厌氧污泥也有新老交替的过程，自行脱落的污泥落到下层泥斗进行

外排。

[0035] 罐体参数：

[0036] 该设备用于小城镇、农村地区，针对每家每户或者小型客栈等人数较少的聚集地

污水处理使用，人数设定在10人以内，按照有淋浴设备考虑，人均日用水量按照下表1取

145L/d，水质标准按照表2取大值；

[0037] 表1华北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参考取值

[0038]

村庄类型 用水量(L/人·日)

户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和淋浴设备 100～145

户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无淋浴设备 40～80

户内有给水龙头，无卫生设备 30～50

无户内给水排水设备 20～40

[0039] 表2华北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水质参考取mg/L

[0040]

pH SS COD BOD5 NH4+-N TP

6.5～8.0 100～200 200～450 200～300 20～90 2.0～6.5

[0041] 表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一级b标准

[0042]

序号 基本控制项目 污水排放一级b标准

1 化学需氧量(COD) 60

2 生化需氧量(BOD5) 20

3 总氮(以N计) 20

4 氨氮 8(15)

[0043] 根据上述表3数据可对罐体内部进行设计计算，一天最大水量：145L＊10＝1450L

＝1.45t，按照1.5t考虑，COD＝325mg/L，BOD5＝250mg/L，氨氮＝55mg/L；

[0044] 设厌氧池池容Va，好氧池池容Vo，Vo：Va＝α，

[0045] 每次排水进水的体积为βVa，排水时水中总氮为浓度Ce，根据碳源消耗与总氮去除

建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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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0048] 未知数α、β、O＜Ce＜20mg/L，得到：

[0049] 1.2＜α＜2.47，当β＝1，α＝2时，Ce＝6.11mg/L，满足一级B出水要求；

[0050] 罐体高度：

[0051] 罐体的有效高度由好氧区高度h1，厌氧区高度h2，与底层泥斗高度h3组成，罐体直

径取1.4m，由α＝2，每天三次进水，平均计算每次来水1.5/3＝0.5t计算出，h1＝0.325m，h2

＝1.3m，h3＝0.375，罐体有效高度H＝h1+h2+h3＝2m；

[0052] 池容：

[0053]

[0054]

[0055] Va-缺氧池容积m3；

[0056] Q-设计水量m3/d；

[0057] X-生物反应池悬浮固体平均浓度gMLSS/L；

[0058] Nk-进水总凯氏氮浓度mg/L；

[0059] Nte-出水总氮浓度mg/L；

[0060] ΔXv-排出反应池微生物量kgMLVSS/d；

[0061] Kde-脱氮速率(kgNO3-N)/(kgMLVSS*d)；

[0062] Vo-好氧区池容m3；

[0063] So-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0064] Se-出水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0065] Ls-五日生化需氧量污泥负荷(kgBOD5)/(kgMLVSS*d)；

[0066] 按上述公式(3)、公式(4)计算得到，

[0067] 厌氧池池容Va＝0.2m3，好氧池池容Vo＝0.5m3，设计池容Va＝0.5m3，Vo＝1m3，满足要

求；

[0068] 风量计算：

[0069] O2＝0.001aQ(So-Se)-cΔXv+b[0.001Q(Nk-Nke)-0.12ΔXv]

[0070]   -0.62b[0.001Q(Nt-Nke-Noe)-0.12ΔXv]              (5)

[0071] Os＝O2×Ko   (6)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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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O2-污水需氧量kgO2/d；

[0074] Nk-进水总氮浓度mg/L；

[0075] Nke-出水硝态氮浓度mg/L；

[0076] a-碳的氧当量，取1.47；

[0077] b-常数，氧化每公斤氨氮需氧量，取4.57；

[0078] c-常数，细菌细胞的氧当量，取1.42；

[0079] Gs-标准状态下供气量m/h；

[0080] Os-标准状态下生物反应池污水需氧量kgO2/h；

[0081] EA-曝气器氧的利用率％；

[0082] 上述公式(5)、公式(6)及公式(7)并结合表2数据，来水总氮认为是氨氮，出水总氮

为0，计算得到，处理0.5t来水，曝气量为2.33m3；由控制流程可知参加反应的水量是厌氧区

与好氧区所有的水量，依靠气升环流进行循环混合，而循环的流量是很大的，这就导致硝化

液和碳源原水混合均匀，减少了好氧区的单次循环停留时间，保证碳源没有在好氧区消耗

殆尽，当混合液进入厌氧区时为反硝化保留碳源。

[0083] 根据文献《气升式环流反应器研究与应用进展[J].化工进展,2002,21(11):814—

819》的数据参考，气升系统升流管高径比取10，H3＝0.65m上升净高差按0.6m计算，升流管D

＝60mm；一次处理水量1m；升流管中含气率90％，气水比为9:1；水量循环比R取10，反应时间

2h；则鼓风气泵风量：(1*9*10+2.33)/2＝46.2m/h。

[0084] 实施例3：一种生活污水集成处理方法,含有以下步骤；

[0085] 按时间控制间歇进水处理，按照进水出水工序步骤、静置工序步骤、循环工序1步

骤、曝气工序1步骤、循环工序2步骤及循环工序3加曝气工序2步骤运行；以电子计时器来控

制设备的启闭进而控制工序步骤的进行。

[0086] 步骤1、进水出水工序步骤包括电子计时器在一天定时的节点开启，竖管中进水阀

10开始进水的工序，此时罐体内部水路联通，处理后的水从溢流堰口7排出罐体，进水时间

约为10min，进水量约为0.5t；

[0087] 步骤2、静置工序步骤包括进水排水结束后，阀门关闭，静置150min，30min时启动

污水收集室的刮渣板，刮渣板运行5min后关闭；

[0088] 步骤3、循环工序1步骤包括电子计时器开启汽提循环系统，此时水中硝态氮含量

6.11g，计算得开启时间24min，消耗碳源14.8g，开启时间取30min；

[0089] 步骤4、曝气工序1步骤包括循环关闭、曝气开启，好氧区的COD此时为103.4g，填料

负荷1kg/m3*d，可计算出碳化为149.4min，取160min；

[0090] 步骤5、循环工序2步骤包括关闭曝气，开启循环系统，此时水中硝态氮含量

18.33g，计算得反硝化时间为74min，消耗碳源45.3g，取80min；

[0091] 步骤6、循环工序3加曝气工序2步骤包括循环工序2步骤结束后，罐体内剩余部分

COD和凯氏氮，质量分别为：6.43g、9.16g，循环与曝气同时开启，进行最后的碳化与硝化，时

间为22.7min，取30min；理论上出水COD能达到0，总氮为硝态氮6.11mg/L；

[0092] 步骤7、结束步骤或者循环至步骤1。

[0093] 综合上述工艺处理时间为460min，则一次工艺时间定为8h，静置时间延长为

170min，一天进行三次进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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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罐体采用耐腐蚀塑料便于运输、便于长期埋藏地下，罐体周边填充保温材料便于

寒冷地区使用，管材管件选用upvc工程塑料；电气设备只有一台鼓风气泵，曝气、汽提都由

其提供风量和动力，一个进水阀，一个电子计时器；根据罐体结构污水收集室与好氧区容积

相同：污水收集室容积＝2倍厌氧区容积＝好氧区容积。

[0095] 好氧区填料上的微生物膜脱落之后通过底部筛板孔沉降在厌氧区填料上，好氧菌

会在厌氧区降解、减量，最后无法降解的物质落入底部泥斗。

[0096] 如上所述，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详细地说明，但是只要实质上没有脱离本发

明的发明点及效果可以有很多的变形，这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

样的变形例也全部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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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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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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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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