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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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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

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及其工艺，包括尾水排放

沟、引水渠、调蓄池、布水渠、多孔生态复合填料

床、集水渠、出水渠；引水渠两端分别连通尾水排

放沟、调蓄池，由引水渠将尾水排放沟内一级A尾

水引至调蓄池内；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包括多个

填料床，调蓄池与多个填料床间均连通设有布水

渠，由布水渠将调蓄池内的污水引进至各个填料

床内；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一端与集水渠相连

通，集水渠另一端由出水渠连通，经由出水渠实

现最终排放，本发明通过合理的设备分布，采用

调蓄池、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依次对排放的一级

A尾水进行多层次的吸附处理，有效提高了出水

水质的净化率，达到地表III类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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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尾水排放沟、引

水渠、调蓄池、布水渠、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集水渠、出水渠；

由该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对污水进行处理的具体工艺步骤为：所述引水渠两端分别连通

所述尾水排放沟、调蓄池，由引水渠将尾水排放沟上游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引进至调蓄池

内；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包括多个阵列排布的填料床，所述调蓄池与多个填料床间均

连通设有所述布水渠，由布水渠将调蓄池内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引进至各个填料床内；所述

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一端与所述集水渠相连通，所述集水渠另一端连通出水渠，经过多孔

生态复合填料床吸附后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进入集水渠中，最后由出水渠引出实现最终排

放，形成连续性操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尾水排放沟内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还包括农田退水或雨季地表径流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尾水排放沟与引水渠连通处设有节制闸。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引水渠与调蓄池连通处设有细格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包括至少5个填料床，所述填料床为生态砾石床。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包括至少5个填料床，所述填料床为曝气生态砾石床。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填料床由活化沸石、天然沸石、生物陶粒、砾石、火山石岩中的一种或者多种复合

而成的多孔生态复合填料组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规格10-12cm，孔隙率≥40％，比表面积≥0.5×104cm2/g，盐酸可

溶率≤1％，含泥量≤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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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及其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

生态组合装置及其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污水处理是指为使污水达到排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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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对污染

治理的要求标准也越来越高，污水治理问题已成为当下发展必须要解决的拦路虎。

[0003] 其中，普通群众接触最多、感受最直观的就是城镇污水的形成排放。城镇污水是指

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机关、学校、医院、商业服务机构及各种公共设施排水，以及允许排入城

镇污水收集系统的工业废水和初期雨水等。城镇污水处理具有以下特点：①由于人口少，用

水量标准较低，污水处理规模小；②产业结构区域特定差异、受雨季影响及用水量时变化系

数较大，因此污水水量、水质变化大；③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经济承受能力弱，可供选择的适

用技术少；④由于处理规模小而造成工程建设费及运行费用过高；⑤维护管理技术人员及

运行管理经验严重缺乏等。由上述特点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城镇污水的处理仍存在很多的难

题，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难点问题。

[0004] 目前，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的一级A尾水，虽然经过了一定程序的处理，但是对天

然水体而言仍旧是污水，需要进一步的净化处理。而且，农田退水或雨季地表径流水也同样

会混杂在污水中，需要合理的净化排放。对此，本发明针对性的提出一种深度处理城镇污水

厂排放的一级A尾水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及工艺，采用本发明工艺处理后出水达到地表水

III类水标准。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

组合装置及其工艺，通过合理的设备分布，采用调蓄池、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依次对排放的

一级A尾水进行多层次的吸附处理，有效提高了出水水质的净化率，达到地表III类水标准。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7] 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包括尾水排放沟、引水渠、调蓄

池、布水渠、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集水渠、出水渠；

[0008] 由该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对污水厂一级A尾水进行处理的具体工艺步骤为：所述引

水渠两端分别连通所述尾水排放沟、调蓄池，由引水渠将尾水排放沟上游的污水厂一级A尾

水引进至调蓄池内；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包括多个阵列排布的填料床，所述调蓄池与

多个填料床间均连通设有所述布水渠，由布水渠将调蓄池内的污水引进至各个填料床内；

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一端与所述集水渠相连通，所述集水渠另一端连通出水渠，经过

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吸附后的污水进入集水渠中，最后由出水渠引出实现最终排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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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操作。

[0009] 优选的，所述尾水排放沟内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还包括农田退水或雨季地表径流

水。

[0010] 优选的，所述尾水排放沟与引水渠连通处设有节制闸。

[0011] 优选的，所述引水渠与调蓄池连通处设有细格栅。

[0012] 优选的，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包括至少5个填料床，所述填料床为生态砾石

床。

[0013] 优选的，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包括至少5个填料床，所述填料床为曝气生态砾

石床，其中连通曝气生态砾石床的气流为85-95vt％的空气和5-15vt％的氧气。

[0014] 优选的，所述填料床由活化沸石、天然沸石、生物陶粒、砾石、火山石岩中的一种或

者多种复合而成的多孔生态复合填料组成。其中活化沸石具体制备为，取沸石原料，先用去

离子水清洗2-3遍，然后置于聚乙二醇400水溶液中，45℃恒温震荡2-3h，取出后置于65-70

℃恒温干燥8-10h，取出后再置于饱和氯化钠溶液中，先50-55℃恒温震荡1-3h，再向其中滴

加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为9.5-10，继续保温震荡1-3h，取出后，先去离子水冲洗至少15s，

然后置于100-110℃干燥5-10h。生物陶粒采购自合肥纳森生物陶粒或河北鹏程生物陶粒。

[0015] 优选的，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规格10-12cm，孔隙率≥40％，比表面积≥0.5×

104cm2/g，盐酸可溶率≤1％，含泥量≤0.5％。

[0016] 由于采用上述的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合理的设备分布，采

用调蓄池、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依次对城镇污水厂排放的一级A尾水进行多层次的吸附处

理，有效提高了出水水质的净化率，达到地表III类水标准。

[0017] 针对性的对生态填料进行配比组合，形成高效的功能性水处理滤料，特别是对污

水中氮磷的含量处理具有显著的成效，磷吸附量大于0.3mg/g，氮吸附量大于0.02mg/g，且

填料床有效周期长，氧化再生25-30次，磷、氨氮去除率仍达50％以上，经吸附后排放的水流

中总氮含量小于0.9mg/L，总磷含量小于0.05mg/L，综合水质显著提高。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图。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工程平面布置图；

[0021] 图中：1尾水排放沟、2引水渠、3调蓄池、4布水渠、5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6集水渠、

7出水渠、8节制闸、9细格栅。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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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0023] 一种污水厂一级A尾水深度处理的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包括尾水排放沟、引水渠、

调蓄池、布水渠、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集水渠、出水渠；排放沟内污水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排

放的一级A尾水，还包括混杂或单纯的农田退水或雨季地表径流水；

[0024] 由该多孔生态组合装置对污水厂一级A尾水进行处理的具体工艺步骤为：

[0025] 1)所述引水渠两端分别连通所述尾水排放沟、调蓄池，由引水渠将尾水排放沟上

游的污水厂一级A尾水引进至调蓄池内；所述尾水排放沟与引水渠连通处设有节制闸，所述

引水渠与调蓄池连通处设有细格栅；

[0026] 2)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包括多个阵列排布的填料床，所述调蓄池与多个填料

床间均连通设有所述布水渠，由布水渠将调蓄池内的污水引进至各个填料床内；多孔生态

复合填料床包括至少5个填料床，所述填料床为生态砾石床或曝气生态砾石床，填料床由活

化沸石、天然沸石、生物陶粒、砾石、火山石岩中的一种或者多种复合而成的多孔生态复合

填料组成，且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包括以下技术指标：规格10-12cm，孔隙率≥40％，比表面积

≥0.5×104cm2/g，盐酸可溶率≤1％，含泥量≤0.5％，破碎率与磨损率之和≤6％，简压强度

≥5MPa；

[0027] 3)所述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一端与所述集水渠相连通，所述集水渠另一端连通出

水渠，经过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吸附后的污水进入集水渠中，最后由出水渠引出实现最终

排放，形成连续性操作。

[0028] 实施例1：

[0029] 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为5个填料床，所述填料床为生态砾石床，填料床为由活化沸

石、生物陶粒、砾石组成的多孔生态复合颗粒填料，三者质量比为1.5:1.5:2，且多孔复合生

态颗粒填料包括以下技术指标(平均值)：规格11.3cm，堆积密度1.2cm3/g，孔隙率47％，比

表面积0.62×104cm2/g，盐酸可溶率0.78％，含泥量0.46％，破碎率与磨损率之和5.5％，简

压强度5.2MPa。

[0030] 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A标尾水的排放量为1万m3/d，对该尾水进行拦截处理，装置

系统调蓄池进水COD、TN、TP浓度分别为37mg/L、2.53mg/L、0.26mg/L，经调蓄池处理后出水

COD、TN、TP浓度分别为29mg/L、0.76mg/L、0.07mg/L，再经由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吸附处理，

出水COD、BOD、TN、TP、SS去除率分别为77.3％、43.6％、32.3％、33.8％、87 .5％，具体为

COD15.6mg/L、BOD3.62mg/L、TN0.83mg/L、TP0.041mg/L，出水达地表水III类水平。

[0031] 实施例2：

[0032] 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为5个填料床，所述填料床为生态砾石床，填料床为由活化沸

石、生物陶粒、砾石组成的多孔生态复合颗粒填料，三者质量比为1:1:2，且多孔复合生态颗

粒填料包括以下技术指标(平均值)：规格11.1cm，堆积密度1.3cm3/g，孔隙率44％，比表面

积0.55×104cm2/g，盐酸可溶率0.82％，含泥量0.46％，破碎率与磨损率之和5.6％，简压强

度5.5MPa。

[0033] 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A标尾水的排放量为1万m3/d，对该尾水进行拦截处理，装置

系统调蓄池进水COD、TN、TP浓度分别为44mg/L、3.61mg/L、0.45mg/L，经调蓄池处理后出水

COD、TN、TP浓度分别为31mg/L、0.98mg/L、0.15mg/L，再经由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吸附处理，

出水COD、BOD、TN、TP、SS去除率分别为76.3％、44 .6％、35.3％、34 .1％、86.2％，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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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16.3mg/L、BOD3.58mg/L、TN0.77mg/L、TP0.042mg/L，出水达地表水III类水平。

[0034] 实施例3：

[0035] 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为5个填料床，所述填料床为曝气生态砾石床，曝气填料床为

由天然沸石、生物陶粒、砾石组成的多孔生态复合颗粒填料，三者质量比为1:1.5:1，且多孔

复合生态颗粒填料包括以下技术指标(平均值)：规格11.4cm，堆积密度1.1cm3/g，孔隙率

50％，比表面积0.68×104cm2/g，盐酸可溶率0.83％，含泥量0.45％，破碎率与磨损率之和

5.4％，简压强度5.3MPa。

[0036] 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A标尾水的排放量为1万m3/d，对该尾水进行拦截处理，装置

系统调蓄池进水COD、TN、TP浓度分别为43mg/L、4.05mg/L、0.33mg/L，经调蓄池处理后出水

COD、TN、TP浓度分别为28mg/L、1.15mg/L、0.11mg/L，再经由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吸附处理，

出水COD、BOD、TN、TP、SS去除率分别为72.3％、45.1％、35.7％、32.7％、89.2％，具体为

COD17.9mg/L、BOD3.63mg/L、TN0.90mg/L、TP0.040mg/L，出水达地表水III类水平。

[0037] 实施例4：

[0038] 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为5个填料床，所述填料床为曝气生态砾石床，曝气填料床为

由天然沸石、砾石、火山岩石组成的多孔生态复合颗粒填料，三者质量比为1:1：1，且多孔复

合生态颗粒填料包括以下技术指标(平均值)：规格10 .7cm，堆积密度1.4cm3/g，孔隙率

48％，比表面积0.64×104cm2/g，盐酸可溶率0.84％，含泥量0.44％，破碎率与磨损率之和

5.4％，简压强度5.5MPa。

[0039] 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A标尾水的排放量为1万m3/d，对该尾水进行拦截处理，装置

系统调蓄池进水COD、TN、TP浓度分别为45.6mg/L、3.66mg/L、0.41mg/L，经调蓄池处理后出

水COD、TN、TP浓度分别为32.7mg/L、1.20mg/L、0.13mg/L，再经由多孔生态复合填料床吸附

处理，出水COD、BOD、TN、TP、SS去除率分别为70.2％、42.3％、31.8％、34.2％、86.5％，具体

为COD17.4mg/L、BOD3.81mg/L、TN0.82mg/L、TP0.05mg/L，出水达地表水III类水平。

[0040]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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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0041]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

适的方式结合。

[0042]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可作

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的原

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受权

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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