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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AAO+BAF污水处理系

统，该系统包括预处理单元、AAO单元、曝气生物

滤池（BAF）单元，预处理单元有两个区，分别为调

节区和污泥浓缩区，调节区设置格栅装置、预曝

气装置和污水提升装置，污泥浓缩区设置污泥提

升装置和上清液排放装置；AAO单元设有四个处

理区，四个处理区分别是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

和沉淀区，本实用新型污水处理效率，结构简单，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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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AO+BAF污水处理系统，包括预处理单元、AAO单元、曝气生物滤池BAF单元、消毒

单元，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处理单元设有调节区和污泥浓缩区，所述调节区设置格栅装置，

格栅装置附近设有预曝气装置，所述调节区一侧设有污水提升装置，所述污泥浓缩区安装

有污泥提升装置和上清液排放装置；所述AAO单元设有四个处理区，所述四个处理区分别是

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和沉淀区，所述厌氧区设有污泥回流和辫带式填料，所述缺氧区设

有混合液回流装置和弹性填料，所述好氧区设有悬浮生物填料、加药装置和第一曝气装置，

所述沉淀区设有斜管沉淀，所述曝气生物滤池BAF设有第二曝气装置、滤池和反冲洗水泵，

所述消毒单元设有紫外线消毒装置，所述消毒单元右侧设有一体监测仪。

2.如权利要求1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装置上方设有主进水管，格

栅装置设有机械传动，用于去除主进水管内污水中大的悬浮物，防止堵塞水泵。

3.如权利要求1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曝气装置设有穿孔曝气管，间

歇通风，均匀水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提升装置通过液位控制，所

述上清液排放装置设有上清液排放口，上清液排放口及时将上清液回流到调节区。

5.如权利要求1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区设有污水进水管，所述污

水进水管上设有电动阀门，在电动阀门附近设有流量计。

6.如权利要求1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和沉淀区

之间均设有连接通道，用于连接四个处理区。

7.如权利要求1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曝气装置设有鼓风机。

8.如权利要求1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消毒装置包括紫外线灯

管、高透光率石英套管、支架、清洗器和设备控制系统，所述支架为304/316L不锈钢支架。

9.如权利要求1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仪包括DO、PH、液位等监测功

能，监测仪位于水罐内，探头没入水面下0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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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AAO+BAF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AAO+BAF污水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人口的日益膨胀和工农业的不断发展，水环境污染事故发生频繁，严重

的危害了人、畜的健康乃至生命。许多湖泊和水库因氮、磷的排放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严重

威胁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平衡。污水处理设备能有效处理城区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

等，避免污水及污染物直接流入水域，对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但是目前的污水处理装置对污水净化效率低下，污水处理效果不佳，无法满足现

今更高的污水净化技术要求。同时污水循环利用低下，导致浪费巨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污水处理效果好，处理效率高的一种AAO+BAF污水处理

系统。

[0004] 一种AAO+BAF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预处理单元、AAO单元、曝气生物滤池

（BAF）单元、消毒单元，所述预处理单元设有两个区，分别为调节区和污泥浓缩区，所述调节

区设置格栅装置，格栅装置附近设有预曝气装置，所述调节区一侧设有污水提升装置，所述

污泥浓缩区安装有污泥提升装置和上清液排放装置；所述格栅装置设有机械传动，将拦截

的大颗粒悬浮物拦截并提升至地面去除；所述预曝气装置，设置穿孔曝气管，间歇通风，均

匀水质；所述污水提升装置设有液位控制，所述污水提升装置通过液位控制，将污水提升至

厌氧区；所述上清液排放装置设有上清液排放口，上清液排放口及时将上清液回流到调节

区；污泥提升装置将剩余污泥排出；所述AAO单元设有四个处理区，所述四个处理区分别是

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和沉淀区，所述厌氧区设有污泥回流和辫带式填料，辫带式填料为

厌氧区菌群提供附着面积，保证处理稳定，同时附着微生物的剥离是持续而非集中脱落；所

述缺氧区设有混合液回流和弹性填料，混合液回流主要用于反硝化脱氮，并为后续硝化反

应提供部分碱度，弹性填料主要提供缺氧区菌群的附着面积，保证缺氧菌区群在该区域的

生长；所述好氧区设有第一曝气装置、悬浮生物填料和加药装置，第一曝气装置主要为好氧

区的好氧菌群提供充足的溶解氧，悬浮生物填料主要为好氧区菌群提供有效的附着面积，

有利于硝化反应的进行，加药装置主要投加氯化铁，进行总磷的去除，同时能够为微生物提

供晶核，有利于菌胶团生成和后续沉淀；所述沉淀区设有斜管沉淀，对好氧区的出水进行高

效泥水分离，同时沉沉淀区污泥回流至厌氧区进行释磷；减少总磷的释放；所述曝气生物滤

池(BAF)设有第二曝气装置、滤池和反冲洗水泵，第二曝气装置主要为曝气生物滤池(BAF)

进行冲刷和为微生物提供溶解氧，滤池中装填一定量粒径较小的粒状滤料，滤料表面生长

着高活性的生物膜，滤池内部曝气。污水流经时，利用滤料的高比表面积带来的高浓度生物

膜的氧化降解能力对污水进行快速净化；同时，污水流经时，滤料呈压实状态，利用滤料粒

径较小的特点及生物膜的生物絮凝作用，截留污水中的悬浮物，且保证脱落的生物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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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水漂出；运行一定时间后，进行反冲洗，以释放截留的悬浮物以及更新生物膜。所述消毒

单元设有紫外线消毒装置，所述消毒单元右侧设有一体监测仪。

[0005] 进一步地，格栅装置上方设有主进水管，用于去除主进水管内污水中大的悬浮物，

防止堵塞水泵。

[0006] 进一步地，所述预曝气装置设有穿孔曝气管，间歇通风，均匀水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污水提升装置通过液位控制，所述上清液排放装置设有上清液排

放口，上清液排放口及时将上清液回流到调节区。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厌氧区设有污水进水管，所述污水进水管上设有电动阀门，在电动

阀门附近设有流量计，电动阀门在设于AAO单元附近的PLC控制系统的控制下，开启和关闭

电动阀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辫带式填料，具有挂膜快、持续脱膜、生物膜更新良好、耐高负荷冲

击。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缺氧区弹性填料为弹性填料，全方位均匀舒展满布，缺氧区菌附着

床在每一根丝条上，保持良好的活性和空隙可变性，在运行过程中既获得大的比表面积，又

能进行良好的新陈代谢。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悬浮生物填料为主要起生物膜载体的作用，同时兼有截留悬浮物

的作用，具有生物附着力强、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化学和生物稳定性好、经久耐用、不溶

出有害物、不引起二次污染、抗老化、亲水性能强等特点。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和沉淀区之间均设有连接通道，用于连接

四个处理区。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曝气生物滤池(BAF)下部曝气。污水流经时，利用滤料的高比表面

积带来的高浓度生物膜的氧化降解能力对污水进行快速净化。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曝气装置设有鼓风机，设备体积小、噪声低、风量大。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紫外线消毒装置包括紫外线灯管、高透光率石英套管、支架、清洗

器和设备控制系统，所述支架为304/316L不锈钢支架，所述紫外线灯管采用的是紫外线C

（254nm），其输出利用率高达95%以上，消毒可靠性高。

[0016] 进一步地，所述一体监测仪包括DO、PH、液位等监测功能，监测仪位于水罐内，探头

没入水面下0.5m。

[0017] 相对现有的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各个组成单元按次序一

体建设，单元与单元之间共壁，此设计节约投资、节约空间，同时还节约了运行费用；本实用

新型运行高效稳定、处理效果好，污水经过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的处理，去除污水中大部

分大分子有机污染物，沉淀区对污水进行泥水分离，曝气生物滤池对污水进行深度生化处

理和过滤处理。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污水处理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AAO单元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曝气生物滤池（BAF）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消毒单元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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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紫外线消毒装置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4]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和图5，示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例，一种AAO+BAF污水

处理系统10，该系统包括预处理单元20、AAO单元21、曝气生物滤池（BAF）单元22、消毒单元

48，所述预处理单元20设有两个区，分别为调节区23和污泥浓缩区24，所述调节区23设置格

栅装置25，格栅装置25附近设有预曝气装置26，所述调节区23一侧设有污水提升装置27，所

述污泥浓缩区24安装有污泥提升装置28和上清液排放装置29；所述格栅装置25设有机械传

动30，将拦截的大颗粒悬浮物拦截并提升至地面去除；所述预曝气装置26，设置穿孔曝气管

31，间歇通风，均匀水质；所述污水提升装置27设有液位控制32，所述污水提升装置27通过

液位控制32；所述上清液排放装置29设有上清液排放口33，上清液排放口33及时将上清液

回流到调节区23；污泥提升装置27将剩余污泥排出；所述AAO单元21设有四个处理区，所述

四个处理区分别是厌氧区34、缺氧区35、好氧区36和沉淀区37，所述厌氧区34设有污泥回流

38和辫带式填料39，辫带式填料39为厌氧区34菌群提供附着面积，保证处理稳定，同时附着

微生物的剥离是持续而非集中脱落；所述缺氧区35设有混合液回流40和弹性填料41，混合

液回流40主要用于反硝化脱氮，并为后续硝化反应提供部分碱度，弹性填料41主要提供缺

氧区35菌群的附着面积，保证缺氧区35菌群在该区域的生长；所述好氧区36设有第一曝气

装置42、悬浮生物填料43和加药装置44，第一曝气装置42主要为好氧区36的好氧菌群提供

充足的溶解氧，悬浮生物填料43主要为好氧区36菌群提供有效的附着面积，有利于硝化反

应的进行，加药装置44主要投加氯化铁，进行总磷的去除，同时能够为微生物提供晶核，有

利于菌胶团生成和后续沉淀；所述沉淀区37设有斜管沉淀45，对好氧区36的出水进行高效

泥水分离，同时沉沉淀区37污泥回流至厌氧区34进行释磷；减少总磷的释放；所述曝气生物

滤池(BAF)22设有第二曝气装置46、滤池47和反冲洗水泵48，第二曝气装置46主要为曝气生

物滤池(BAF)22进行冲刷和为微生物提供溶解氧，滤池47中装填一定量粒径较小的粒状滤

料，滤料表面生长着高活性的生物膜，滤池47内部曝气。污水流经时，利用滤料的高比表面

积带来的高浓度生物膜的氧化降解能力对污水进行快速净化；同时，污水流经时，滤料呈压

实状态，利用滤料粒径较小的特点及生物膜的生物絮凝作用，截留污水中的悬浮物，且保证

脱落的生物膜不会随水漂出；运行一定时间后，进行反冲洗，以释放截留的悬浮物以及更新

生物膜。所述消毒单元48设有紫外线消毒装置49，所述消毒单元48右侧设有一体监测仪50。

[0025]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格栅装置25上方设有主进水管51，用于去除主进

水管内污水中大的悬浮物，防止堵塞水泵。

[0026]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预曝气装置26设有穿孔曝气管31，间歇通

风，均匀水质。

[0027]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污水提升装置27通过液位控制32，所述上清

液排放装置29设有上清液排放口33，上清液排放口33及时将上清液回流到调节区23。

[0028]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厌氧区34设有污水进水管52，所述污水进水

管52上设有电动阀门53，在电动阀门53附近设有流量计54，电动阀门53在设于AAO单元21附

近的PLC控制系统55的控制下，开启和关闭电动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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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辫带式填料39，具有挂膜快、持续脱膜、生物

膜更新良好、耐高负荷冲击。

[0030]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缺氧区35的弹性填料41为弹性填料，全方位

均匀舒展满布，缺氧菌区35附着床在每一根丝条上，保持良好的活性和空隙可变性，在运行

过程中既获得大的比表面积，又能进行良好的新陈代谢。

[0031]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悬浮生物填料43为主要起生物膜载体的作

用，同时兼有截留悬浮物的作用，具有生物附着力强、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化学和生物稳

定性好、经久耐用、不溶出有害物、不引起二次污染、抗老化、亲水性能强等特点。

[0032]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厌氧区34、缺氧区35、好氧区36和沉淀区37

之间均设有连接通道56，用于连接四个处理区。

[0033]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曝气生物滤池(BAF)22下部曝气。污水流经

时，利用滤料的高比表面积带来的高浓度生物膜的氧化降解能力对污水进行快速净化。

[0034]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第二曝气装置46设有鼓风机（图中未显示），

设备体积小、噪声低、风量大。

[0035]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紫外线消毒装置48包括紫外线灯管57、高透

光率石英套管58、支架59、清洗器60和设备控制系统61，所述支架59为304/316L不锈钢支

架，所述紫外线灯管57采用的是紫外线C（254nm），其输出利用率高达95%以上，消毒可靠性

高。

[0036] 进一步地，作为本实施例的优选，所述一体监测仪50包括DO、PH、液位等监测功能，

监测仪位于水罐内，探头没入水面下0.5m。

[0037] 工作原理：污水在预处理单元处理后，依次通过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的处理，去

除污水中大部分大分子有机污染物，沉淀区对污水进行泥水分离，曝气生物滤池（BAF）对污

水进行深度处理和过滤处理。紫外线消毒装置对污水进行消毒处理。

[0038]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创造精

神，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以做出其他变化，这些依据本实用新型的创造精神所做的变化，都

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2076748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7

CN 212076748 U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8

CN 212076748 U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9

CN 212076748 U

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212076748 U

10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1

CN 212076748 U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