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838552.X

(22)申请日 2018.11.08

(73)专利权人 成都理工大学

地址 610059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东三路

一号

    专利权人 成都银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淼垚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谢燕华　唐勇　韩学威　张璐璐　

刘雪松　刘壮　李景吉　韩智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方圆聿联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1241

代理人 曹少华

(51)Int.Cl.

C02F 3/30(2006.01)

C02F 3/3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

标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

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配水箱的污水经蠕动

管道由蠕动泵将污水提升输送到生物滤池上端，

然后污水经布水器均匀布水。污水从上至下分别

流经高效生物滤池的保护层、生物炭层，生物炭

和聚已内酯(PCL)交替混合滤层、承托层，最后经

处理后的污水由高效生物滤池底部的出水口排

入回流池，再次循环，最后通过回流池出水口排

出。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将污水处理提升至

准四类水标准，污水处理效果好、能耗低、工艺流

程简单、占地面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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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配水箱(1)、蠕

动管道(2)、两个蠕动泵(3)、两个布水器(8)、橡胶管(10)、生物滤池柱体(12)、回流池(13)

和回流管(16)；

配水箱(1)连接蠕动管道(2)的入口，蠕动管道(2)的出口安装一布水器(8)，该布水器

(8)设置在生物滤池柱体(12)的上方，蠕动管道(2)还设有蠕动泵(3)，污水通过蠕动泵(3)

经过蠕动管道(2)输送至生物滤池柱体(12)上端，通过布水器(8)流出，进入生物滤池柱体

(12)；

所述生物滤池柱体(12)内由上至下设置有保护层(4)、生物炭滤层(5)、生物炭和聚已

内酯PCL交替混合的混合滤层(6)和承托层(7)；承托层(7)之下生物滤池装置(12)的底端侧

面设有出水口(9)，出水口(9)经橡胶管(10)连接回流池(13)的进水口(14)，回流管(16)的

入口与回流池(13)连接，出口设置一布水器(8)，该布水器(8)设置在生物滤池柱体(12)的

上方；回流管(16)中安装蠕动泵(3)，过滤的污水流入回流池(13)，经回流管(16)回流至生

物滤池柱体(12)顶部，再次循环；回流池(13)的侧面设有出水口(15)，循环后的污水最后由

出水口(15)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生物滤池柱体(12)侧面设有若干支点(11)，支点(11)从上至下垂直排列，两支点

(11)之间间距相等，将橡胶软管(10)挂靠在支点(11)上，便于灵活调节高效生物滤池装置

出水口高度，从而在混合滤层(6)形成一定的厌氧高度区，便于高效生物滤池装置对污水进

行脱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生物滤池柱体(12)由有机玻璃管制成，柱高1200mm，内径100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保护层(4)装填高度为100mm，粒径为3～5mm的混合河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生物炭滤层(5)装填高度为450mm，粒径为2～4mm青冈木生物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混合滤层(6)装填高度为450mm，粒径为2～4mm青冈木生物炭，每间隔100mm左右均

匀装填粒径为2～3mm约100g的聚已内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承托层(7)装填高度为100mm，粒径为10～30mm的鹅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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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深度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

厂出水的提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在不断急剧增加，导致产

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并且生活污水排放量每年以5％速度增长。然而，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数据，2015年年末，全国城镇共有污水处理厂3542座，其

中城市污水处理厂1943座，日处理能力14028万立方米，年污水处理总量428.8亿立方米，污

水处理率91.90％，县城共有污水处理厂1599  座，日处理能力2999万立方米，全年污水处理

总量78.9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85.22％。环保部发布的《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发现，开

展营养状态监测的61个湖泊(水库)中，贫营养的6个，中营养的  41个，轻度富营养的12个，

中度富营养的2个。虽然我国在不断加强对污水的收集和处理设施的建设，但湖泊和水库富

营养化的问题依然严重，是我国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氮、磷元素的过量排入是引起湖泊水

体富营养化的根本原因。

[0003] 目前用于污水脱氮反硝化的工艺主要有物化法、生物法。物化法包括离子交换、电

渗析、反渗透等，这些方法的基建和日常运行的费用均较高，且运行产生的高盐废水不好处

理。而生物法利用反硝化菌将NO3--N转化为无毒无害的氮气，成本低廉，是目前发展最好并

且使用最广泛的脱氮技术。在生物脱氮过程中，碳源有机物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既是异养反

硝化菌生存繁殖的碳源物质，又是硝酸盐脱氮转化的供氢体。

[0004] 因此，针对总氮的提标，在优化调控的基础上，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为

投加碳源。常用于投加的碳源有两种，一种是以甲醇、乙酸为主的液体碳源，这类碳源作为

传统碳源，易于被微生物利用，但存在运输不便、需配备碳源投加装置、出水有机物含量易

超标等问题。另一种是葡萄糖、蔗糖等固体易溶解物质，这类碳源虽易于运输，却存在出水

亚硝酸盐积累等问题。这两类碳源一旦进入反应器，在流体推动以及分子扩散作用下，会迅

速均匀分散在反应器中，很难实现外加碳源反硝化脱氮的目标导向。大量城镇污水厂提标

改造工程实例也表明，外加的液体碳源在很大程度上用于了微生物的细胞增殖，在宏观上

表现为剩余污泥量迅速增加、反硝化效率增加不显著，而且存在投加量难以控制，易影响出

水水质，运行维护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限制了这类碳源物质在污水处理厂总氮提标改

造中的应用。

[0005] 基于这些问题的存在，采用生物炭作为反硝化滤池主体材料，固体缓释碳源聚已

内酯(PCL)作为反硝化滤池碳源填料。生物炭具有一定的比表面积和发达的孔径结构，可为

微生物生长和繁殖提高良好的载体。其次，聚已内酯(PCL)经污水淋洗作用缓慢释放碳源，

保证反硝化细菌的生长和繁殖，有利于反硝化过程的顺利进行。同时，可以把对滤池硝化等

其他过程影响降到最低。因此，将生物炭作为生物滤池的核心填料，并添加部分固体缓释碳

源聚已内酯(PCL)，构建高效生物滤池处理装置，从而达到提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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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然而，如何科学合理地构建高效生物滤池装置，研究出较优的工艺参数，从而实现

对污染物的稳定去除，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了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

提标装置，能有效的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0008] 为了实现以上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包括：配水箱  1、蠕动管道2、两

个蠕动泵3、两个布水器8、橡胶管10、生物滤池柱体12、回流池13和回流管16；

[0010] 配水箱1连接蠕动管道2的入口，蠕动管道2的出口安装一布水器8，该布水器8设置

在生物滤池柱体12的上方，蠕动管道2还设有蠕动泵3，污水通过蠕动泵3经过蠕动管道2输

送至生物滤池柱体  12上端，通过布水器8流出，进入生物滤池柱体12。

[0011] 所述生物滤池柱体12内由上至下设置有保护层4、生物炭滤层5、生物炭和聚已内

酯PCL交替混合的混合滤层6和承托层7；承托层7  之下生物滤池装置12的底端侧面设有出

水口9，出水口9经橡胶管  10连接回流池13的进水口14，回流管16的入口与回流池13连接，

出口设置一布水器8，该布水器8设置在生物滤池柱体12的上方；回流管16中安装蠕动泵3，

过滤的污水流入回流池13，经回流管16  回流至生物滤池柱体12顶部，再次循环；回流池13

的侧面设有出水口15，循环后的污水最后由出水口15排出。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生物滤池柱体12侧面设有若干支点11，支点11  从上至下垂直排

列，两支点11之间间距相等，将橡胶软管10挂靠在支点11上，便于灵活调节高效生物滤池装

置出水口高度，从而在混合滤层6形成一定的厌氧高度区，便于高效生物滤池装置对污水进

行脱氮。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生物滤池柱体12由有机玻璃管制成，柱高  1200mm，内径100mm。

[0014] 作为优选，所述保护层4装填高度为100mm，粒径为3～5mm的混合河砂。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生物炭滤层5装填高度为450mm，粒径为2～4mm  青冈木生物炭。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混合滤层6装填高度为450mm，粒径为2～4mm  青冈木生物炭，每间

隔100mm左右均匀装填粒径为2～3mm约100g的聚已内酯(PCL)。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承托层7装填高度为100mm，粒径为10～30mm 的鹅卵石。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有效将污水处理厂出水处理提升至准四

类水标准。生物炭滤层中生物炭具有良好的孔隙结构，有利于氨氧化细菌和硝化细菌的生

长和繁殖。而污水通过生物炭滤层后，由于水中溶解氧被好氧微生物大量消耗，到达河砂层

中通过与出水口相连的橡胶软管灵活控制出水口高度，可使河砂层形成一定的厌氧环境，

利于反硝化细菌的生长和繁殖。此外，聚已内酯(PCL)  经过水流缓慢淋洗作用和微生物分

解作用，缓慢释放出碳源，促进反硝化细菌的生长和繁殖，确保反硝化过程的顺利进行。因

此，该装置可同时实现对污水处理厂出水有很好的脱氮效率，达到污水处理提标的目的。还

具有处理效果好、能耗低、工艺流程简单、占地面积少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9] 图1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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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并列举实

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提标装置，包括：配水箱1、蠕

动管道2、两个蠕动泵3、两个布水器8、橡胶管  10、生物滤池柱体12、回流池13和回流管16；

[0022] 配水箱1连接蠕动管道2的入口，蠕动管道2的出口安装一布水器8，布水器8设置在

生物滤池柱体12的上方，蠕动管道2还设有蠕动泵3，污水通过蠕动泵3经过蠕动管道2输送

至生物滤池柱体12 上端，通过布水器8流出，进入生物滤池柱体12。

[0023] 所述生物滤池柱体12内由上至下设置有保护层4、生物炭滤层5、生物炭和聚已内

酯PCL交替混合的混合滤层6和承托层7；承托层7  之下生物滤池装置12的底端侧面设有出

水口9，出水口9经橡胶管  10连接回流池13的进水口14，回流管16的入口与回流池13连接，

出口设置一布水器8，布水器8设置在生物滤池柱体12的上方；回流管16中安装蠕动泵3，过

滤的污水流入回流池13，经回流管16回流至生物滤池柱体12顶部，再次循环；回流池13的侧

面设有出水口  15，循环后的污水最后由出水口15排出。

[0024] 所述生物滤池柱体12侧面设有若干支点11，支点11从上至下垂直排列，两支点11

之间间距相等，将橡胶软管10挂靠在支点11  上，便于灵活调节高效生物滤池装置出水口高

度，从而在混合滤层6 形成一定的厌氧高度区，便于高效生物滤池装置对污水进行脱氮。

[0025] 所述生物滤池柱体12由有机玻璃管制成，柱高1200mm，内径  100mm。

[0026] 所述保护层4装填高度为100mm，粒径为3～5mm的混合河砂。

[0027] 所述生物炭滤层5装填高度为450mm，粒径为2～4mm青冈木生物炭。

[0028] 所述混合滤层6装填高度为450mm，粒径为2～4mm青冈木生物炭，每间隔100mm左右

均匀装填粒径为2～3mm约100g的聚已内酯  (PCL)。

[0029] 所述承托层7装填高度为100mm，粒径为10～30mm的鹅卵石。

[0030] 上述提标装置，运作流程包括：

[0031] 步骤1，调节污水流量,经过蠕动泵3将其输送至生物滤池柱体  12上端，污水中的

COD流经保护层4时，被滤料经物理吸附、沉淀和截留等作用，从而降低污水中的部分COD浓

度；

[0032] 步骤2，其次流经保护层4的污水进入生物炭滤层5时。由于水流在炭滤层里缓慢下

渗过程中，可带入空气中的部分氧气，从而在该层中形成好氧区。因生物炭滤层5中的青冈

木生物炭材料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和孔隙结构，可将污水中部分氮磷固定在材料上，从而

增加了污染物的停留时间，有利于好氧微生物对COD的降解、对氨氮转化为硝酸盐氮；

[0033] 步骤3，最后经生物炭滤层5处理过的污水进入砂滤层6上部时，水中大部分污染物

已被较好的去除，此时水中含氮的污染物主要以硝酸盐氮形态存在。由于混合滤层6中水淹

没区高度由出水口的橡胶软管10灵活控制，因此在混合滤层6中能形成一定的厌氧环境，使

得水中硝酸根离子经反硝化菌的反硝化作用，从而达到脱氮的目的。同时，固体缓释碳源聚

已内酯(PCL)经污水淋洗作用缓慢释放碳源，保证反硝化细菌的生长和繁殖，保证污水反硝

化效率。处理后的污水经过承托层后，由与高效生物滤池底部出水口相连的橡胶软管10排

水口排入回流池，再次循环，最后由回流池出水口排出。

[0034] 上述提标装置对污水提标具体过程如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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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步骤1)调节流量均保持在10mL/min，即表面水力负荷为  0.13cm3/(cm2·min)通过

自然挂膜的方法将微生物培养而成，自然挂膜30d后，高效生物滤池对NH4、NO3和TN去除率均

基本在75％、70％和60％左右，可视为自然挂膜成功。

[0036] 步骤2)随后在步骤1)的基础上，采用控制变量法依次改变高效生物滤池工艺参

数，如C/N比、表面水力负荷及回流比，以期为高效生物滤池装置寻找较适宜的运行工艺参

数。

[0037] 步骤3)通过步骤2)探讨出各个工艺参数独立的最优条件，其分别为C/N为1.31:1，

表面水力负荷为0.195cm3/(cm2·min)，回流比为200％，共同构成高效生物滤池装置较优的

工艺参数。连续一个月监测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染物的去除情况，得到主要污染物的平均去

除效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COD、NH4、NO3、TN和氨氮的出水浓度分别为15.10±5.11、1.42

±0.64、4.35±2.21和5.67±1.63mg/L，表明污水经高效生物滤池处理后，各个污染物的出

水浓度值均相对稳定，可达到准四类水标准。因此，本发明的高效生物滤池可有效对污水处

理厂水质进行提标，能较好地使得出水水质从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达到准四类水标准。

[0038] 表1高效生物滤池对污染物稳定去除单位:mg/L

[0039]

项目 COD NH4 NO3 TN 

进水 26.26～34.34 6.87～9.32 15.83～18.82 21.48～26.63 

出水 15.10±5.11 1.42±0.64 4.35±2.21 5.67±1.63 

去除率(％) 56.03 92.76 81.88 82.12 

[0040]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会意识到，这里所述的实施例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实

用新型的实施方法，应被理解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这样的特别陈述和实施

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公开的这些技术启示做出各种不脱离本实

用新型实质的其它各种具体变形和组合，这些变形和组合仍然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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