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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该方法中使用的城

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包括本体、推板、伸缩气缸、

导向管、进气盘、搅拌混合单元、静置室和沉淀

室，推板位于本体的上端，推板由伸缩气缸驱动，

导向管的内壁为螺旋状；进气盘镶嵌在本体内壁

上，进气盘外接有臭氧通入管；搅拌混合单元用

于将进气盘内通入的臭氧和沉淀剂引入到污水

中并充分混合搅拌；静置室位于搅拌混合单元下

方，使污水分为上层清液和沉淀的颗粒物，沉淀

室用于接收静置室沉淀的颗粒物；本发明以低能

耗的方式处理城市污水，并利用城市污水氧化处

理设备使污水被充分净化和消毒灭菌并易于沉

淀，提高污水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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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布置在具有减速带的马路下的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处，并

使污水经过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进行处理，同时，将减速带更换为弹性气囊四，并通过输

气管一连通弹性气囊四和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中的伸缩气缸；

S2：在S1中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和城市地下污水通道之间设置有污水粉碎机，在马

路两侧设置太阳能电池板，用污水粉碎机将污水中的大颗粒物粉碎，避免大颗粒物堵塞城

市地下污水通道和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用太阳能电池板为污水粉碎机提供电能；

S3：在S2中的减速带旁侧布置弹性气囊五，在弹性气囊五上设置单向出气阀，弹性气囊

五与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的出料口之间布置出料管，并在出料管上开有料口一，在料口

一与弹性气囊五之间的出料管上布置有单向进气阀；

S4：将S3中料口一流出的颗粒物通入到污泥榨干机进行榨干，将榨干后的颗粒物投入

到投入到黑水虻或蛆的饲养槽内进行分解；

所述S1至S3中的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包括本体(1)、推板(14)、伸缩气缸、导向管

(15)、进气盘(2)、搅拌混合单元(3)、静置室(4)和沉淀室(5)，所述本体(1)的上部设置有进

水口(11)；所述推板(14)位于本体(1)的上端，推板(14)由伸缩气缸驱动，推板(14)上升使

本体(1)内产生负压而使污水从进水口(11)进入，推板(14)下降使污水沿着本体(1)内壁被

下压；所述导向管(15)与本体(1)内壁相适配，导向管(15)的内壁为螺旋状，导向管(15)用

于引导污水螺旋转动；所述进气盘(2)镶嵌在进水口(11)下方的本体(1)内壁上，进气盘(2)

外接有臭氧通入管(21)；所述臭氧通入管(21)还用于向进气盘(2)内加入沉淀剂；所述搅拌

混合单元(3)与进气盘(2)之间设置有硬质气管一(22)和硬质气管二(23)，搅拌混合单元

(3)通过硬质气管一(22)和硬质气管二(23)连通于进气盘(2)，搅拌混合单元(3)用于将进

气盘(2)内通入的臭氧和沉淀剂引入到污水中并充分混合搅拌；所述硬质气管一(22)和硬

质气管二(23)转动连接；所述硬质气管二(23)上均布有至少三片螺旋叶片(24)；其中，

所述静置室(4)位于搅拌混合单元(3)下方，静置室(4)用于使流动污水逐渐静止分层，

使污水分为上层清液和沉淀的颗粒物，静置室(4)处设置有用于排出上层清液的出水口

(12)，静置室(4)包括由上出水板(41)和下出水板(42)，静置室(4)由上出水板(41)和下出

水板(42)以及本体(1)内壁围合而成，静置室(4)中部固设有隔板(43)；所述隔板(43)与本

体(1)内壁固连，隔板(43)用于降低污水流动；所述上出水板(41)和下出水板(42)用于阻止

污水流动；所述沉淀室(5)用于接收静置室(4)沉淀的颗粒物，沉淀室(5)处设置有用于排出

沉淀物的出料口(13)，沉淀室(5)由下出水板(42)和本体(1)内壁围合而成，颗粒物通过下

出水板(42)沉淀到沉淀室(5)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1)的内

壁上倾斜设置有多个弹性挡板(31)，且弹性挡板(31)临近搅拌混合单元(3)；所述搅拌混合

单元(3)包括空心轴(32)、弧形弹性叶片(33)、弹性气囊一(34)、弹性气囊二(35)和固定块

(36)；所述空心轴(32)与硬质气管二(23)固连并接通，且空心轴(32)的下端封闭；所述弧形

弹性叶片(33)均布于空心轴(32)的轴面上，弧形弹性叶片(33)的长度长于空心轴(32)与弹

性挡板(31)之间的距离，弧形弹性叶片(33)转动将挤压弹性挡板(31)而使自身以及弹性挡

板(31)均弯曲变形，且弧形弹性叶片(33)、螺旋叶片(24)以及导向管(15)的内壁旋向相同；

所述弹性气囊一(34)布置空心轴(32)的轴面上，弹性气囊一(34)紧贴弧形弹性叶片(33)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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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内凹的一侧，弹性气囊一(34)包括气腔一(341)和气腔二(342)；所述气腔一(341)内部与

空心轴(32)连通，气腔一(341)上布置有多个气孔一；所述固定块(36)固定于与弧形弹性叶

片(33)连接处的空心轴(32)上，固定块(36)用于辅助弧形弹性叶片(33)挤压弹性气囊一

(34)；所述弹性气囊二(35)位于弧形弹性叶片(33)的端部并朝向弹性挡板(31)的一侧，弹

性气囊二(35)上设置有朝向弧形弹性叶片(33)长度方向的气孔，弹性气囊二(35)和弹性气

囊一(34)在弧形弹性叶片(33)变形后均受到弧形弹性叶片(33)压迫。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腔二(342)

上设置有多个孔二(343)；所述孔二(343)呈一端大另一端小的圆台状，且孔二(343)的小端

朝向气腔二(342)内侧；所述气腔二(342)内设置有一个弹性气囊三(344)；所述弹性气囊三

(344)上布满有孔三，且孔三远小于孔二(343)。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块(36)一

侧斜面一(361)与弧形弹性叶片(33)外凸的曲面之间的夹角为钝角，且斜面一(361)与固定

块(36)另一侧的斜面二(362)之间夹角为钝角。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挡板(31)

的端部连接有刮料杆(37)；所述刮料杆(37)的端部固连有截面为三角状的刮料块(37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混合单元

(3)下端设置有切割刀具(38)；所述切割刀具(38)用于跟随搅拌混合单元(3)转动而切割污

水中的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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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工合成化合物进入到水体中，造成水体中存在一

些高稳定性、难氧化的有机物，该类有机物对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经济有效地去除水

中这类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已成为目前水处理领域研究和工程应用的热点。近年来研究开发

的以臭氧为氧化剂的高级氧化技术能够氧化分解水中有毒、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0003] 近年来，我国环境工作者在污水处理，再生循环利用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一部分污

水处理厂用酶处理污水后，再经过滤和臭氧消毒而生产再生水，但用臭氧发生器制造臭氧，

制造成本大，在用臭氧氧化处理污水时，臭氧与污水的混合程度不高，使得臭氧处理污水的

效果不明显；同时，在污水处理过程中，需要消耗很多能源来支撑设备运转，长期如此，对能

源消耗很大。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本发明的

目的在于以低能耗的方式处理城市污水，使污水与臭氧和沉淀剂充分混合并反应，使污水

被充分净化和消毒灭菌并易于沉淀，提高污水处理效率。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

理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将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布置在具有减速带的马路下的城市地下污水通道

处，并使污水经过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进行处理，同时，将减速带更换为弹性气囊四，并

通过输气管一连通弹性气囊四和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中的伸缩气缸；在有车辆经过减速

带时，弹性气囊四被压缩，弹性气囊四为伸缩气缸供气，使伸缩气缸具有动力，使城市污水

氧化处理设备正常运行，使得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无需额外提供能源，有利于降低污水

处理成本，并节能降耗；

[0007] S2：在S1中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和城市地下污水通道之间设置有污水粉碎机，

在马路两侧设置太阳能电池板，用污水粉碎机将污水中的大颗粒物粉碎，避免大颗粒物堵

塞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和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用太阳能电池板为污水粉碎机提供电能，

有利于污水处理的节能降耗；

[0008] S3：在S2中的减速带旁侧布置弹性气囊五，在弹性气囊五上设置单向出气阀，在弹

性气囊五与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的出料口之间连通有出料管，并在出料管上开有料口

一，在料口一与弹性气囊五之间的出料管上布置有单向进气阀；在车辆通过弹性气囊五后，

弹性气囊五恢复时将通过单向进气阀单向吸气，使出料管内产生负压，使城市污水氧化处

理设备中沉淀室沉积的颗粒物被抽出而从料口一流出，使得沉积室内颗粒物的抽取无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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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提供能源，有利于节能降耗；

[0009] S4：将S3中料口一流出的颗粒物通入到污泥榨干机进行榨干，将榨干后的颗粒物

投入到投入到黑水虻或蛆的饲养槽内进行分解，使得污水处理更加环保；

[0010] 所述S1至S3中的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包括本体、推板、伸缩气缸、导向管、进气盘、搅

拌混合单元、静置室和沉淀室，所述本体的上部设置有进水口；所述推板位于本体的上端，

推板由伸缩气缸驱动，推板上升使本体内产生负压而使污水从进水口进入，推板下降使污

水沿着本体内壁被下压；所述导向管与本体内壁相适配，导向管的内壁为螺旋状，导向管用

于引导污水螺旋转动；所述进气盘镶嵌在进水口下方的本体内壁上，进气盘外接有臭氧通

入管；所述臭氧通入管还用于向进气盘内加入沉淀剂；所述沉淀剂为絮凝剂和助凝剂；所述

搅拌混合单元与进气盘之间设置有硬质气管一和硬质气管二，搅拌混合单元通过硬质气管

一和硬质气管二连通于进气盘，搅拌混合单元用于将进气盘内通入的臭氧和沉淀剂引入到

污水中并充分混合搅拌；所述硬质气管一和硬质气管二转动连接；所述硬质气管二上均布

有至少三片螺旋叶片；其中，

[0011] 所述静置室位于搅拌混合单元下方，静置室用于使流动污水逐渐静止分层，使污

水分为上层清液和沉淀的颗粒物，静置室处设置有用于排出上层清液的出水口，静置室包

括由上出水板和下出水板，静置室由上出水板和下出水板以及本体内壁围合而成，静置室

中部固设有隔板；所述隔板与本体内壁固连，隔板用于降低污水流动；所述上出水板和下出

水板用于阻止污水流动；所述沉淀室用于接收静置室沉淀的颗粒物，沉淀室处设置有用于

排出沉淀物的出料口，沉淀室由下出水板和本体内壁围合而成，颗粒物通过下出水板沉淀

到沉淀室内。工作时，将污水从进水口引入，在伸缩气缸的作用下，推板在本体内上下运动，

一方面，推板上升使本体内产生负压而使污水从进水口进入，另一方面，推板下降使污水沿

着本体内壁被下压，使得污水既有进入本体内的动力，污水又有在本体内继续流动的压力，

提高了污水被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内流动的效率；在污水沿着本体内壁向下流动时，污水在

通过导向管时会沿着导向管内壁呈螺旋流动，而进气盘通过外接臭氧通入管，向进气盘内

通入臭氧以及沉淀剂，并通过硬质气管一和硬质气管二将臭氧和沉淀剂通入到搅拌混合单

元内，由搅拌混合单元向污水中释放臭氧和沉淀剂，用臭氧氧化污水，并使沉淀剂与污水混

合，使污水中的颗粒物沉淀，提高了污水被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净化的效果；螺旋流动的污水

将驱动搅拌混合单元转动，在螺旋流动的污水驱动下，螺旋叶片叶片将带动硬质气管二转

动，进而促进搅拌混合单元转动，搅拌混合单元搅拌污水使臭氧和沉淀剂与污水充分混合，

提高了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对污水处理的能力；被臭氧和沉淀剂处理后的污水进入静置室，

一方面，上出水板和下出水板可有效降低了污水的流动，使污水内的颗粒物便于沉淀，另一

方面，静置室中部的隔板将辅助上出水板和下出水板使污水逐渐趋于静置，有利于污水中

颗粒物穿过下出水板而降沉，有效提高静置室静置污水使颗粒物沉淀的效果；最后将沉淀

室积攒较多的颗粒物抽走，使污水中颗粒物被分离，实现污水的洁净处理。

[0012] 所述本体的内壁上倾斜设置有多个弹性挡板，且弹性挡板临近搅拌混合单元；所

述搅拌混合单元包括空心轴、弧形弹性叶片、弹性气囊一、弹性气囊二和固定块；所述空心

轴与硬质气管二固连并接通，且空心轴的下端封闭；所述弧形弹性叶片均布于空心轴的轴

面上，弧形弹性叶片的长度长于空心轴与弹性挡板之间的距离，弧形弹性叶片转动将挤压

弹性挡板而使自身以及弹性挡板均弯曲变形，且弧形弹性叶片、螺旋叶片以及导向管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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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旋向相同；所述弹性气囊一布置空心轴的轴面上，弹性气囊一紧贴弧形弹性叶片弯曲内

凹的一侧，弹性气囊一包括气腔一和气腔二；所述气腔一内部与空心轴连通，气腔一上布置

有多个气孔一；所述固定块固定于与弧形弹性叶片连接处的空心轴上，固定块用于辅助弧

形弹性叶片挤压弹性气囊一；所述弹性气囊二位于弧形弹性叶片的端部并朝向弹性挡板的

一侧，弹性气囊二上设置有朝向弧形弹性叶片长度方向的气孔，弹性气囊二和弹性气囊一

在弧形弹性叶片变形后均受到弧形弹性叶片压迫。工作时，搅拌混合单元转动，进气盘内的

臭氧和沉淀剂通过硬质气管一、硬质气管二、空心轴和气腔一流入到污水中，一方面，弧形

弹性叶片转动促进污水与臭氧和沉淀剂混合；弧形弹性叶片转动将挤压弹性挡板而使自身

以及弹性挡板均弯曲变形，弯曲变形的弧形弹性叶片一端将挤压弹性气囊一，使气腔一加

速向外溢出臭氧和沉淀剂，弧形弹性叶片的另一端将与弹性挡板拍打而挤压弹性气囊二，

使弹性气囊二内进入的污水沿着弧形弹性叶片放向被挤出，促进了污水的流动，提高污水

与臭氧以及沉淀剂的混合，同时，被弧形弹性叶片拍打的弹性挡板也将向本体内壁压迫，促

进污水的流动，使污水更好的被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

[0013] 所述气腔二上设置有多个孔二；所述孔二呈一端大另一端小的圆台状，且孔二的

小端朝向气腔二内侧；所述气腔二内设置有一个弹性气囊三；所述弹性气囊三上布满有孔

三，且孔三远小于孔二。工作时，因孔二的小端朝向气腔二内侧，使得污水内的颗粒物难以

进入到气腔二内，降低气腔二内颗粒物沉淀的量，同时，在气腔二内布置一个弹性气囊三，

使得弹性气囊三在受外界的弧形弹性叶片压迫后，弹性气囊三内的污水将被挤压出而促进

气腔二内污水的流动，使得气腔二内的颗粒物容易浮起而便于排出，避免气腔二内颗粒物

沉积过多。

[0014] 所述固定块一侧斜面一与弧形弹性叶片外凸的曲面之间的夹角为钝角，且斜面一

与固定块另一侧的斜面二之间夹角为钝角。工作时，气腔一内的臭氧和沉淀剂将部分沿着

斜面二流动，因斜面一与固定块另一侧的斜面二之间夹角为钝角，可使得斜面一与斜面二

处不易存集颗粒物，同时，部分臭氧和沉淀剂将沿着斜面一向弧形弹性叶片凸起的弧面处

流动，流动的臭氧和沉淀剂将与弹性气囊二受压排出的污水碰撞而产生扰流，有利于提高

污水与臭氧和沉淀剂的混合，促进使污水中的颗粒物易于沉淀，使污水与臭氧更好的发生

氧化反应。

[0015] 所述弹性挡板的端部连接有刮料杆；所述刮料杆的端部固连有截面为三角状的刮

料块。工作时，弹性挡板受弧形弹性叶片挤压后向本体内壁压迫，使弹性挡板不断来回摆

动，弹性挡板将驱使刮料杆沿着本体内壁来回滑动，刮料块将刮除附着在本体内壁上的颗

粒物，疏通本体内壁，使本体内壁内污水流通更加顺畅，有利于提高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

污水的效率。

[0016] 所述搅拌混合单元下端设置有切割刀具；所述切割刀具用于跟随搅拌混合单元转

动而切割污水中的颗粒物。工作时，切割刀具用于跟随搅拌混合单元转动而切割污水中的

颗粒物，使污水中的颗粒物颗粒变小，可降低或避免颗粒物堵在上出水板处，有利于促进污

水在本体内壁内流通顺畅，有利于提高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污水的效率。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8] 1 .本发明通弹性气囊四为伸缩气缸供气，使伸缩气缸具有动力，使城市污水氧化

处理设备正常运行，使得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无需额外提供能源，有利于降低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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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并节能降耗；通过在减速带旁侧布置弹性气囊五，在弹性气囊五与城市污水氧化处理

设备的出料口之间连通有出料管，利用车辆通过弹性气囊五后，弹性气囊五恢复时将通过

单向进气阀单向吸气，使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中沉淀室沉积的颗粒物被抽出而从料口一

流出，使得沉积室内颗粒物的抽取无需额外提供能源，有利于节能降耗；将产生的颗粒物投

入到投入到黑水虻或蛆的饲养槽内进行分解，使得污水处理更加环保。

[0019] 2.本发明通过推板在本体内上下运动，一方面，推板上升使本体内产生负压而使

污水从进水口进入，另一方面，推板下降使污水沿着本体内壁被下压，使得污水既有进入本

体内的动力，污水又有在本体内继续流动的压力，提高了污水被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内流动

的效率；并通过进气盘和搅拌混合单元向污水中释放臭氧和沉淀剂，使污水被充分净化和

消毒灭菌并易于沉淀，有利于提高污水被处理的效果和效率；通过静置室使污水中的沉淀

物可充分的沉淀于沉淀室，使得污水更加洁净。

[0020] 3.本发明通过使被臭氧和沉淀剂处理后的污水进入静置室，一方面，上出水板和

下出水板可有效降低了污水的流动，使污水内的颗粒物便于沉淀，另一方面，静置室中部的

隔板将辅助上出水板和下出水板使污水逐渐趋于静置，有利于污水中颗粒物穿过下出水板

而降沉，有效提高静置室静置污水使颗粒物沉淀的效果；最后将沉淀室积攒较多的颗粒物

抽走，使污水中颗粒物被分离，实现污水的洁净处理。

[0021] 4.本发明通过搅拌混合单元转动搅拌污水，进气盘内的臭氧和沉淀剂通过硬质气

管一、硬质气管二、空心轴和气腔一流入到污水中，一方面，弧形弹性叶片转动促进污水与

臭氧和沉淀剂混合；弧形弹性叶片转动将挤压弹性挡板而使自身以及弹性挡板均弯曲变

形，弯曲变形的弧形弹性叶片一端将挤压弹性气囊一，使气腔一加速向外溢出臭氧和沉淀

剂，弧形弹性叶片的另一端将与弹性挡板拍打而挤压弹性气囊二，使弹性气囊二内进入的

污水沿着弧形弹性叶片放向被挤出，促进了污水的流动，提高污水与臭氧以及沉淀剂的混

合，同时，被弧形弹性叶片拍打的弹性挡板也将向本体内壁压迫，促进污水的流动，提高污

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污水的效率。

[0022] 5.本发明通过使弹性挡板受弧形弹性叶片挤压而向本体内壁压迫，使弹性挡板不

断来回摆动，弹性挡板将驱使刮料杆沿着本体内壁来回滑动，刮料块将刮除附着在本体内

壁上的颗粒物，疏通本体内壁，使本体内壁内污水流通更加顺畅，有利于提高污水氧化处理

设备处理污水的效率。

[0023] 6.本发明通过切割刀具跟随搅拌混合单元转动而切割污水中的颗粒物，使污水中

的颗粒物颗粒变小，可降低或避免颗粒物堵在上出水板处，有利于促进污水在本体内壁内

流通顺畅，有利于提高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污水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的弹性气囊五与出料口连接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的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总体结构图；

[0027] 图4是关于图3的A-A剖视图；

[0028] 图5是关于图3的B-B剖视图；

[0029] 图6是关于图3的C-C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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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7是关于图5的D处剖视图；

[0031] 图8是本发明的刮料杆和刮料块连接图；

[0032] 图中：本体1、进水口11、出水口12、出料口13、推板14、导向管15、进气盘2、臭氧通

入管21、硬质气管一22、硬质气管二23、螺旋叶片24、搅拌混合单元3、弹性挡板31、空心轴

32、弧形弹性叶片33、弹性气囊一34、气腔一341、气腔二342、孔二343、弹性气囊三344、弹性

气囊二35、固定块36、斜面一361、斜面二362、刮料杆37、刮料块371、切割刀具38、静置室4、

上出水板41、下出水板42、隔板43、沉淀室5、弹性气囊五6、单向出气阀61、出料管62、单向进

气阀63、料口一64。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使用图1至图8对本发明的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进行如下说明。

[0034]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城市污水氧化处理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35] S1：将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布置在具有减速带的马路下的城市地下污水通道

处，并使污水经过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进行处理，同时，将减速带更换为弹性气囊四，并

通过输气管一连通弹性气囊四和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中的伸缩气缸；在有车辆经过减速

带时，弹性气囊四被压缩，弹性气囊四为伸缩气缸供气，使伸缩气缸具有动力，使城市污水

氧化处理设备正常运行，使得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无需额外提供能源，有利于降低污水

处理成本，并节能降耗；

[0036] S2：在S1中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和城市地下污水通道之间设置有污水粉碎机，

在马路两侧设置太阳能电池板，用污水粉碎机将污水中的大颗粒物粉碎，避免大颗粒物堵

塞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和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用太阳能电池板为污水粉碎机提供电能，

有利于污水处理的节能降耗；

[0037] S3：在S2中的减速带旁侧布置弹性气囊五6，在弹性气囊五6上设置单向出气阀61，

弹性气囊五6与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的出料口之间连通有出料管62，并在出料管62上开

有料口一64，在料口一64与弹性气囊五6之间的出料管62上布置有单向进气阀63；在车辆通

过弹性气囊五6后，弹性气囊五6恢复时将通过单向进气阀63单向吸气，使出料管62内产生

负压，使城市污水氧化处理设备中沉淀室沉积的颗粒物被抽出而从料口一64流出，使得沉

积室内颗粒物的抽取无需额外提供能源，有利于节能降耗；

[0038] S4：将S3中料口一64流出的颗粒物通入到污泥榨干机进行榨干，将榨干后的颗粒

物投入到投入到黑水虻或蛆的饲养槽内进行分解，使得污水处理更加环保；

[0039] 所述S1至S3中的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包括本体1、推板14、伸缩气缸、导向管15、进气

盘2、搅拌混合单元3、静置室4和沉淀室5，所述本体1的上部设置有进水口11；所述推板14位

于本体1的上端，推板14由伸缩气缸驱动，推板14上升使本体1内产生负压而使污水从进水

口11进入，推板14下降使污水沿着本体1内壁被下压；所述导向管15与本体1内壁相适配，导

向管15的内壁为螺旋状，导向管15用于引导污水螺旋转动；所述进气盘2镶嵌在进水口11下

方的本体1内壁上，进气盘2外接有臭氧通入管21；所述臭氧通入管21还用于向进气盘2内加

入沉淀剂；所述沉淀剂为絮凝剂和助凝剂；所述搅拌混合单元3与进气盘2之间设置有硬质

气管一22和硬质气管二23，搅拌混合单元3通过硬质气管一22和硬质气管二23连通于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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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2，搅拌混合单元3用于将进气盘2内通入的臭氧和沉淀剂引入到污水中并充分混合搅拌；

所述硬质气管一22和硬质气管二23转动连接；所述硬质气管二23上均布有至少三片螺旋叶

片24；其中，

[0040] 所述静置室4位于搅拌混合单元3下方，静置室4用于使流动污水逐渐静止分层，使

污水分为上层清液和沉淀的颗粒物，静置室4处设置有用于排出上层清液的出水口12，静置

室4包括由上出水板41和下出水板42，静置室4由上出水板41和下出水板42以及本体1内壁

围合而成，静置室4中部固设有隔板43；所述隔板43与本体1内壁固连，隔板43用于降低污水

流动；所述上出水板41和下出水板42用于阻止污水流动；所述沉淀室5用于接收静置室4沉

淀的颗粒物，沉淀室5处设置有用于排出沉淀物的出料口13，沉淀室5由下出水板42和本体1

内壁围合而成，颗粒物通过下出水板42沉淀到沉淀室5内。工作时，将污水从进水口11引入，

在伸缩气缸的作用下，推板14在本体1内上下运动，一方面，推板14上升使本体1内产生负压

而使污水从进水口11进入，另一方面，推板14下降使污水沿着本体1内壁被下压，使得污水

既有进入本体1内的动力，污水又有在本体1内继续流动的压力，提高了污水被污水氧化处

理设备内流动的效率；在污水沿着本体1内壁向下流动时，污水在通过导向管15时会沿着导

向管15内壁呈螺旋流动，而进气盘2通过外接臭氧通入管21，向进气盘2内通入臭氧以及沉

淀剂，并通过硬质气管一22和硬质气管二23将臭氧和沉淀剂通入到搅拌混合单元3内，由搅

拌混合单元3向污水中释放臭氧和沉淀剂，用臭氧氧化污水，并使沉淀剂与污水混合，使污

水中的颗粒物沉淀，提高了污水被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净化的效果；螺旋流动的污水将驱动

搅拌混合单元3转动，在螺旋流动的污水驱动下，螺旋叶片24叶片将带动硬质气管二23转

动，进而促进搅拌混合单元3转动，搅拌混合单元3搅拌污水使臭氧和沉淀剂与污水充分混

合，提高了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对污水处理的能力；被臭氧和沉淀剂处理后的污水进入静置

室4，一方面，上出水板41和下出水板42可有效降低了污水的流动，使污水内的颗粒物便于

沉淀，另一方面，静置室4中部的隔板43将辅助上出水板41和下出水板42使污水逐渐趋于静

置，有利于污水中颗粒物穿过下出水板42而降沉，有效提高静置室4静置污水使颗粒物沉淀

的效果；最后将沉淀室5积攒较多的颗粒物抽走，使污水中颗粒物被分离，实现污水的洁净

处理。

[0041] 如图3和图5所示，所述本体1的内壁上倾斜设置有多个弹性挡板31，且弹性挡板31

临近搅拌混合单元3；所述搅拌混合单元3包括空心轴32、弧形弹性叶片33、弹性气囊一34、

弹性气囊二35和固定块36；所述空心轴32与硬质气管二23固连并接通，且空心轴32的下端

封闭；所述弧形弹性叶片33均布于空心轴32的轴面上，弧形弹性叶片33的长度长于空心轴

32与弹性挡板31之间的距离，弧形弹性叶片33转动将挤压弹性挡板31而使自身以及弹性挡

板31均弯曲变形，且弧形弹性叶片33、螺旋叶片24以及导向管15的内壁旋向相同；所述弹性

气囊一34布置空心轴32的轴面上，弹性气囊一34紧贴弧形弹性叶片33弯曲内凹的一侧，弹

性气囊一34包括气腔一341和气腔二342；所述气腔一341内部与空心轴32连通，气腔一341

上布置有多个气孔一；所述固定块36固定于与弧形弹性叶片33连接处的空心轴32上，固定

块36用于辅助弧形弹性叶片33挤压弹性气囊一34；所述弹性气囊二35位于弧形弹性叶片33

的端部并朝向弹性挡板31的一侧，弹性气囊二35上设置有朝向弧形弹性叶片33长度方向的

气孔，弹性气囊二35和弹性气囊一34在弧形弹性叶片33变形后均受到弧形弹性叶片33压

迫。工作时，搅拌混合单元3转动，进气盘2内的臭氧和沉淀剂通过硬质气管一22、硬质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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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3、空心轴32和气腔一341流入到污水中，一方面，弧形弹性叶片33转动促进污水与臭氧

和沉淀剂混合；弧形弹性叶片33转动将挤压弹性挡板31而使自身以及弹性挡板31均弯曲变

形，弯曲变形的弧形弹性叶片33一端将挤压弹性气囊一34，使气腔一341加速向外溢出臭氧

和沉淀剂，弧形弹性叶片33的另一端将与弹性挡板31拍打而挤压弹性气囊二35，使弹性气

囊二35内进入的污水沿着弧形弹性叶片33放向被挤出，促进了污水的流动，提高污水与臭

氧以及沉淀剂的混合，同时，被弧形弹性叶片33拍打的弹性挡板31也将向本体1内壁压迫，

促进污水的流动，使污水更好的被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

[0042] 如图5和图7所示，所述气腔二342上设置有多个孔二343；所述孔二343呈一端大另

一端小的圆台状，且孔二343的小端朝向气腔二342内侧；所述气腔二342内设置有一个弹性

气囊三344；所述弹性气囊三344上布满有孔三，且孔三远小于孔二343。工作时，因孔二343

的小端朝向气腔二342内侧，使得污水内的颗粒物难以进入到气腔二342内，降低气腔二342

内颗粒物沉淀的量，同时，在气腔二342内布置一个弹性气囊三344，使得弹性气囊三344在

受外界的弧形弹性叶片33压迫后，弹性气囊三344内的污水将被挤压出而促进气腔二342内

污水的流动，使得气腔二342内的颗粒物容易浮起而便于排出，避免气腔二342内颗粒物沉

积过多。

[0043] 如图5所示，所述固定块36一侧斜面一361与弧形弹性叶片33外凸的曲面之间的夹

角为钝角，且斜面一361与固定块36另一侧的斜面二362之间夹角为钝角。工作时，气腔一

341内的臭氧和沉淀剂将部分沿着斜面二362流动，因斜面一361与固定块36另一侧的斜面

二362之间夹角为钝角，可使得斜面一361与斜面二362处不易存集颗粒物，同时，部分臭氧

和沉淀剂将沿着斜面一361向弧形弹性叶片33凸起的弧面处流动，流动的臭氧和沉淀剂将

与弹性气囊二35受压排出的污水碰撞而产生扰流，有利于提高污水与臭氧和沉淀剂的混

合，促进使污水中的颗粒物易于沉淀，使污水与臭氧更好的发生氧化反应。

[0044] 如图5和图8所示，所述弹性挡板31的端部连接有刮料杆37；所述刮料杆37的端部

固连有截面为三角状的刮料块371。工作时，弹性挡板31受弧形弹性叶片33挤压后向本体1

内壁压迫，使弹性挡板31不断来回摆动，弹性挡板31将驱使刮料杆37沿着本体1内壁来回滑

动，刮料块371将刮除附着在本体1内壁上的颗粒物，疏通本体1内壁，使本体1内壁内污水流

通更加顺畅，有利于提高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污水的效率。

[0045] 如图3所示，所述搅拌混合单元3下端设置有切割刀具38；所述切割刀具38用于跟

随搅拌混合单元3转动而切割污水中的颗粒物。工作时，切割刀具38用于跟随搅拌混合单元

3转动而切割污水中的颗粒物，使污水中的颗粒物颗粒变小，可降低或避免颗粒物堵在上出

水板41处，有利于促进污水在本体1内壁内流通顺畅，有利于提高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污

水的效率。

[0046] 具体使用流程如下：

[0047] 使用时，将污水从进水口11引入，在伸缩气缸的作用下，推板14在本体1内上下运

动，一方面，推板14上升使本体1内产生负压而使污水从进水口11进入，另一方面，推板14下

降使污水沿着本体1内壁被下压，使得污水既有进入本体1内的动力，污水又有在本体1内继

续流动的压力，提高了污水被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的效率；在污水沿着本体1内壁向下流

动时，污水在通过导向管15时会沿着导向管15内壁呈螺旋流动，而进气盘2通过外接臭氧通

入管21，向进气盘2内通入臭氧以及沉淀剂，并通过硬质气管一22和硬质气管二23将臭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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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剂通入到搅拌混合单元3内，由搅拌混合单元3向污水中释放臭氧和沉淀剂，用臭氧氧

化污水，并使沉淀剂与污水混合，使污水中的颗粒物沉淀，提高了污水被污水氧化处理设备

净化的效果；螺旋流动的污水将驱动搅拌混合单元3转动，在螺旋流动的污水驱动下，螺旋

叶片24叶片将带动硬质气管二23转动，进而促进搅拌混合单元3转动，搅拌混合单元3搅拌

污水使臭氧和沉淀剂与污水充分混合，提高了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对污水处理的能力；被臭

氧和沉淀剂处理后的污水进入静置室4，一方面，上出水板41和下出水板42可有效降低了污

水的流动，使污水内的颗粒物便于沉淀，另一方面，静置室4中部的隔板43将辅助上出水板

41和下出水板42使污水逐渐趋于静置，有利于污水中颗粒物穿过下出水板42而降沉，有效

提高静置室4静置污水使颗粒物沉淀的效果；最后将沉淀室5积攒较多的颗粒物抽走，使污

水中颗粒物被分离，实现污水的洁净处理；

[0048] 在搅拌混合单元3转动工作过程中，进气盘2内的臭氧和沉淀剂通过硬质气管一

22、硬质气管二23、空心轴32和气腔一341流入到污水中，一方面，弧形弹性叶片33转动促进

污水与臭氧和沉淀剂混合；弧形弹性叶片33转动将挤压弹性挡板31而使自身以及弹性挡板

31均弯曲变形，弯曲变形的弧形弹性叶片33一端将挤压弹性气囊一34，使气腔一341加速向

外溢出臭氧和沉淀剂，而气腔一341内的臭氧和沉淀剂将部分沿着斜面二362流动，因斜面

一361与固定块36另一侧的斜面二362之间夹角为钝角，可使得斜面一361与斜面二362处不

易存集颗粒物，同时，部分臭氧和沉淀剂将沿着斜面一361向弧形弹性叶片33凸起的弧面处

流动，流动的臭氧和沉淀剂将与弹性气囊二35受压排出的污水碰撞而产生扰流，有利于提

高污水与臭氧和沉淀剂的混合；而弧形弹性叶片33的另一端将与弹性挡板31拍打而挤压弹

性气囊二35，使弹性气囊二35内进入的污水沿着弧形弹性叶片33放向被挤出，促进了污水

的流动，提高污水与臭氧以及沉淀剂的混合，同时，被弧形弹性叶片33拍打的弹性挡板31也

将向本体1内壁压迫，促进污水的流动，使污水更好的被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同时气腔

二342内的孔二343的小端朝向气腔二342内侧，使得污水内的颗粒物难以进入到气腔二342

内，降低气腔二342内颗粒物沉淀的量，同时，在气腔二342内布置一个弹性气囊三344，使得

弹性气囊三344在受外界的弧形弹性叶片33压迫后，弹性气囊三344内的污水将被挤压出而

促进气腔二342内污水的流动，使得气腔二342内的颗粒物容易浮起而便于排出，避免气腔

二342内颗粒物沉积过多；

[0049] 而弹性挡板31受弧形弹性叶片33挤压后向本体1内壁压迫时，将使弹性挡板31不

断来回摆动，弹性挡板31将驱使刮料杆37沿着本体1内壁来回滑动，刮料块371将刮除附着

在本体1内壁上的颗粒物，疏通本体1内壁，使本体1内壁内污水流通更加顺畅，有利于提高

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污水的效率；而切割刀具38用于跟随搅拌混合单元3转动而切割污

水中的颗粒物，使污水中的颗粒物颗粒变小，可降低或避免颗粒物堵在上出水板41处，有利

于促进污水在本体1内壁内流通顺畅，有利于提高污水氧化处理设备处理污水的效率。

[0050] 以上，关于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

脱离本发明主旨的范围内能够进行各种变更。

[0051] 工业实用性

[0052] 根据本发明，可实现以低能耗的方式处理城市污水，使污水与臭氧和沉淀剂充分

混合并反应，使污水被充分净化和消毒灭菌并易于沉淀，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因此该城市污

水氧化处理方法在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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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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