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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装置技术领域，公

开了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包括

与养殖区域排水口相连通的集水管，集水管通入

前处理池中将杂物、浮渣去除，前处理池的尾端

依次与缺氧池和好氧池连通，进行缺氧处理和好

样处理，实现养殖污水中有机物的分解，好氧池

尾端与后处理塔底部连通，对污水进行过滤吸

附，后处理塔顶部设有供处理后水体排出的排水

管，占地面积小、成本较低、养护便捷，可适应小

型养殖户污水处理需求，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和

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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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包括与养殖区域排水口相连通的集水管(1)，

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管(1)通入前处理池(2)，所述前处理池(2)中设有可拦截固体残渣的

第一框板(21)和第二框板(25)，所述第一框板(21)的框孔大于第二框板(25)的框孔，所述

前处理池(2)的尾端依次与缺氧池(3)和好氧池(4)连通，所述好氧池(4)尾端与后处理塔

(5)底部连通，所述后处理塔(5)顶部设有供处理后水体排出的排水管(8)，所述后处理塔

(5)内部从下往上分为多层腔室，相邻所述腔室之间由多孔筛板隔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框板(21)的中部向集水管(1)方向凸起，所述第二框版与第一框板(21)并列平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框板(21)的板面由若干竹板交错穿插而成，且竹板的板面与水流方向平行；所述第一框板

(21)的板面由若干竹板交错穿插而成，且竹板的板面与水流方向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腔室

设置为三层，且从下往上层高逐渐减小，从下往上三层所述腔室中分别盛装第一填料(51)、

第二填料(52)、第三填料(53)，所述第二填料(52)的粒径小于第一填料(51)且大于第三填

料(5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填料(51)与第二填料(52)之间多孔筛板的孔径介于第一填料(51)的粒径和第二填料(52)

的粒径；所述第二填料(52)与第三填料(53)之间多孔筛板的孔径介于第二填料(52)的粒径

和第三填料(53)的粒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处

理塔(5)侧壁对应第一填料(51)、第二填料(52)和第三填料(53)底部的位置分别设置第一

排料口(61)、第二排料口(62)、第三排料口(63)；所述后处理塔(5)侧壁对应第一填料(51)、

第二填料(52)和第三填料(53)顶部的位置分别设置第一注料口(64)、第二注料口(65)、第

三注料口(66)。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处

理塔(5)底部靠近第一注料口(64)的一侧设有伸缩支脚(67)。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处

理塔(5)顶部设有清水入口(71)，所述后处理塔(5)底部设有浊水出口(7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缺氧

池(3)和好氧池(4)的池壁靠近池底的位置分别设有排泥通道，所述排泥通道远离池壁一端

设有污泥挤压机构(9)，所述污泥挤压机构(9)包括叠合放置的托板(91)和压板(92)，所述

托板(91)位于下层且托板(91)与压板(92)叠合面倾斜向下延伸，所述托板(91)的上表面设

有与污泥运动方向垂直的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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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

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污水处理技术领域中，有一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的污水类型，那就是养殖污水，

养殖污水具有典型的“三高”特征，即有机物浓度高，悬浮物含量高，氨氮和有机磷含量高，

其中，COD高达3000‑12000mg/l，氨氮高达800‑2200mg/l，SS超标数十倍，色度深，并含有大

量的细菌，同时还具有可生化性好，冲洗排放时间集中，冲击负荷大的特性。

[0003]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越发重视，大型、集中的养殖企业都配备了专业的污水处

理装置，除了大型养殖厂商之外，我国还有很多中小型养殖企业，在光大农村偏远地区，更

是存在大量以家庭为单位的规模微小、距离分散的养殖户，随着环保政策的逐步推进和民

众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中小微型企业也越发重视污水处理问题，但是中小微型企业通常

又要面对土地面积紧张、地域偏远，不便于传统基础建设，或者采用传统基础建设方式成本

高昂的困境。

[0004] 因此，污水处理装置技术领域亟需一种占地面积小、成本较低、养护便捷的集成

式、模块化、可适应小型养殖户污水处理需求的污水处理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占地面积小、成本较低、养护便捷的

集成式、模块化、可适应小型养殖户污水处理需求的污水处理装置。

[0006] 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包括与养殖区域排水口相连通的集水管，

所述集水管通入前处理池，所述前处理池中设有可拦截固体残渣的第一框板和第二框板，

所述第一框板的框孔大于第二框板的框孔，所述前处理池的尾端依次与缺氧池和好氧池连

通，所述好氧池尾端与后处理塔底部连通，所述后处理塔顶部设有供处理后水体排出的排

水管，所述后处理塔内部从下往上分为多层腔室，相邻所述腔室之间由多孔筛板隔开。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框板的中部向集水管方向凸起，所述第二框版与第一框板并

列平行。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框板的板面由若干竹板交错穿插而成，且竹板的板面与水流

方向平行；所述第一框板的板面由若干竹板交错穿插而成，且竹板的板面与水流方向垂直。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腔层设置为三层，且从下往上层高逐渐减小，从下往上三层所述腔

室中分别盛装第一填料、第二填料、第三填料，所述第二填料的粒径小于第一填料且大于第

三填料。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填料与第二填料之间多孔筛板的孔径介于第一填料的粒径和

第二填料的粒径；所述第二填料与第三填料之间多孔筛板的孔径介于第二填料的粒径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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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料的粒径。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后处理塔侧壁对应第一填料、第二填料和第三填料底部的位置分

别设置第一排料口、第二排料口、第三排料口；所述后处理塔侧壁对应第一填料、第二填料

和第三填料顶部的位置分别设置第一注料口、第二注料口、第三注料口。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后处理塔底部靠近第一注料口的一侧设有伸缩支脚。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后处理塔顶部设有清水入口，所述后处理塔底部设有浊水出口。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缺氧池和好氧池的池壁靠近池底的位置分别设有排泥通道，所述

排泥通道远离池壁一端设有污泥挤压机构，所述污泥挤压机构包括叠合放置的托板和压

板，所述托板位于下层且托板与压板叠合面倾斜向下延伸，所述托板的上表面设有与污泥

运动方向垂直的条纹。

[0016]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包括与养殖区域排水口相连通的集水管，集水管通入前处理池中将杂

物、浮渣去除，前处理池的尾端依次与缺氧池和好氧池连通，进行缺氧处理和好样处理，实

现养殖污水中有机物的分解，好氧池尾端与后处理塔底部连通，对污水进行过滤吸附，后处

理塔顶部设有供处理后水体排出的排水管，占地面积小、成本较低、养护便捷，可适应小型

养殖户污水处理需求，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8]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

部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污泥挤压机构的正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2的俯视图。

[0022] 附图中标记及对应的零部件名称：

[0023] 1‑集水管，2‑前处理池，21‑第一框板，25‑第二框板，3‑缺氧池，4‑好氧池，5‑后处

理塔，51‑第一填料，52‑第二填料，53‑第三填料，61‑第一排料口，62‑第二排料口，63‑第三

排料口，64‑第一注料口，65‑第二注料口，66‑第三注料口，67‑伸缩支脚，71‑清水入口，72‑

浊水出口，8‑排水管，9‑污泥挤压机构，91‑托板，92‑压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5] 一种模块化集成式养殖污水处理装置，包括与养殖区域排水口相连通的集水管1，

集水管1通入前处理池2，前处理池2中设有可拦截固体残渣的第一框板21和第二框板25，第

一框板21的框孔大于第二框板25的框孔，前处理池2的尾端依次与缺氧池3和好氧池4连通，

好氧池4尾端与后处理塔5底部连通，后处理塔5顶部设有供处理后水体排出的排水管8，后

处理塔5内部从下往上分为多层腔室，相邻腔室之间由多孔筛板隔开。可以理解的是，集水

管1通入前处理池2中将杂物、浮渣去除，前处理池2的尾端依次与缺氧池3和好氧池4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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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缺氧处理和好样处理，实现养殖污水中有机物的分解，好氧池4尾端与后处理塔5底部

连通，对污水进行过滤吸附，后处理塔5顶部设有供处理后水体排出的排水管8，占地面积

小、成本较低、养护便捷，可适应小型养殖户污水处理需求。

[0026] 进一步的，第一框板21的中部向集水管1方向凸起，第二框版与第一框板21并列平

行。更进一步的，第一框板21的板面由若干竹板交错穿插而成，且竹板的板面与水流方向平

行；第一框板21的板面由若干竹板交错穿插而成，且竹板的板面与水流方向垂直。可以理解

的是，第一框板21、第二框板25设为中部凸起的形状，可以使被拦截的杂物、浮渣积攒在两

侧，避免阻挡后续水流穿过，也降低了框板中部所受的冲击和挤压。

[0027] 进一步的，腔层设置为三层，且从下往上层高逐渐减小，从下往上三层腔室中分别

盛装第一填料51、第二填料52、第三填料53，第二填料52的粒径小于第一填料51且大于第三

填料53。可以理解的是，第一填料51设置为沸石、蛭石等具有过滤吸附作用的石料，第二填

料52为竹条、竹块等农村地区易得的、具有一定杀菌净化效果的材料，第三填料53为木炭、

竹炭等具有较强吸附作用的材料。

[0028] 进一步的，第一填料51与第二填料52之间多孔筛板的孔径介于第一填料51的粒径

和第二填料52的粒径；第二填料52与第三填料53之间多孔筛板的孔径介于第二填料52的粒

径和第三填料53的粒径。更进一步的，后处理塔5侧壁对应第一填料51、第二填料52和第三

填料53底部的位置分别设置第一排料口61、第二排料口62、第三排料口63；后处理塔5侧壁

对应第一填料51、第二填料52和第三填料53顶部的位置分别设置第一注料口64、第二注料

口65、第三注料口66。更进一步的，后处理塔5底部靠近第一注料口64的一侧设有伸缩支脚

67。可以理解的是，多孔筛板的孔径介于相邻填料的粒径，可以获得最佳的通过性，同时避

免上层填料漏到下层填料，而设置排料口、注料口，可以使达到更换时间的填料进行分别更

换，并灌注新的填料。

[0029] 进一步的，后处理塔5顶部设有清水入口71，后处理塔5底部设有浊水出口72。可以

理解的是，设置清水入口71可以将清水从顶部灌入，对填料和塔内壁进行清洗，浊水出口72

将清洗后的水收集后汇入集水管1。

[0030] 进一步的，缺氧池3和好氧池4的池壁靠近池底的位置分别设有排泥通道，排泥通

道远离池壁一端设有污泥挤压机构9，污泥挤压机构9包括叠合放置的托板91和压板92，托

板91位于下层且托板91与压板92叠合面倾斜向下延伸，托板91的上表面设有与污泥运动方

向垂直的条纹。可以理解的是，污泥挤压机构9可以设置在猪圈、牛棚、马厩等牲畜活动场所

的地面上，通过动物的活动实现污泥的挤压去水缩小体积，每隔一段时间掀开压板92即可

进行收集和统一处理。

[0031]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32] 可以理解的是，术语“纵向”、“横向”、“上”、“下”、“前”、“后”、“左”、“右”、“竖直”、

“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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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组件或机构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33]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

一步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

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

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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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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