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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

工艺系统，包括常规处理单元和深度处理单元，

所述常规处理单元为混凝沉淀池，所述深度处理

单元包括臭氧活性炭处理单元和超滤膜处理单

元，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臭氧活性炭处理单元包

括臭氧接触池和活性炭吸附池，所述的超滤膜处

理单元包括超滤膜池及其附属设施，所述混凝沉

淀池、臭氧接触池、活性炭吸附池和超滤膜池依

次顺序连通。该系统将臭氧活性炭技术和超滤技

术结合起来，既保障了水处理的化学安全性，又

保障了水处理的生物安全性，有效地保证出厂水

满足或优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

要求，提供安全卫生的优质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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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包括常规处理单元和深度处理单元，所述常规

处理单元为混凝沉淀池，所述深度处理单元包括臭氧活性炭处理单元和超滤膜处理单元，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臭氧活性炭处理单元包括臭氧接触池和活性炭吸附池，所述的超滤膜

处理单元包括超滤膜池及其附属设施，所述混凝沉淀池、臭氧接触池、活性炭吸附池和超滤

膜池依次顺序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沉

淀池包括机械混合池、机械絮凝池和斜管沉淀池，机械混合池中投加混凝剂，机械絮凝池中

设置多挡功率逐渐递减的机械絮凝器，机械絮凝池前端投加助凝剂，末端设置扫粒絮凝区

兼和沉淀池衔接的过渡区，斜管沉淀池下部为沉淀区，池中设悬挂式中心传动刮泥机，池上

部为澄清区，设斜管、集水槽和澄清水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接

触池为封闭结构，池内分隔成多个反应区，每个反应区内均设置臭氧扩散器，池顶设置双向

通气阀和尾气破坏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炭

吸附池为上向流池型，包括进水部分和出水部分，进水部分包括进水总渠、配水堰、配水渠、

进水阀和进水井，进水总渠与臭氧接触池的出水口连通，进水井与位于主池体底部的配气

配水渠连通，配气配水渠顶部设布水布气管，出水部分包括集水槽、出水渠、出水堰和出水

总渠，出水总渠与超滤膜池的进水口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超滤膜

池包括进水部分和出水部分，进水部分包括进水总渠、进水闸板、配水渠和配水堰，进水总

渠与活性炭吸附池的出水总渠连通，膜池内设有多组膜箱，膜箱顶部设有集水管和曝气管，

集水管通过膜池滤后水母管与清水渠连接，曝气管通过曝气主管与气反冲洗系统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沉

淀池的机械混合池和机械絮凝池合建，机械混合池中设搅拌器，机械絮凝池中设置三挡功

率逐渐递减的机械絮凝器，斜管沉淀池采用上方下圆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接

触池内部用隔墙分隔成三个反应区。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布水布

气管上面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和活性炭层。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炭

吸附池出水渠底设有初滤水排放管道和排放阀，所述配气配水渠底设有放空管道和放空排

水阀，反冲洗空气的进气管和反冲洗进气阀门。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超滤

膜池进水侧设有排水渠，位于配水渠下方，通过排水闸板与超滤膜池连通。

11.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膜池

滤后水母管和清水渠之间设置有抽吸泵或出水调节阀门。

12.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膜池

滤后水母管与水反冲洗系统连接，且在连接管道上安装反冲洗阀门。

13.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膜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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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后水母管与化学清洗循环系统连接，且在连接管道上安装药洗吸液阀和药洗循环泵，膜

池滤后水母管上安装药洗进池阀，所述超滤膜池底部另一侧设有药洗循环进池管兼废液排

出口，通过药洗进池阀和废液排放阀切换完成药洗的循环和废液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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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自来水厂的水处理工艺大部分采用常规处理，即采用混凝、沉淀、过滤、消毒

的工艺。

[0003] 近年来，由于农业面源污染和城市污水排放未完全得到妥善处理，使得众多的地

表水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微污染，主要表现为CODMn和氨氮等指标超标，给自来水厂的水处

理带来很大压力。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饮用水的要

求越来越高，同时，国家对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更加严格，水厂深度处理工艺势在必行。

[0004] 一般深度处理工艺以臭氧生物活性炭技术居多，是水处理化学安全性的重要保

障，相应的构筑物是臭氧接触池和活性炭吸附池。传统的工艺流程是常规处理砂滤池后设

置臭氧活性炭吸附池，称之为“臭氧活性炭后置”。臭氧活性炭后置作为水厂深度处理最后

一道把关的工艺，存在着微生物泄露潜在的风险，生物安全性降低，迫使消毒剂投量增加，

消毒副产物也易超标。另外，臭氧活性炭后置通常是采用下向流活性炭吸附池的池型。

[0005] 超滤技术是第三代给水处理新技术，能够有效地保障出水的浊度，能够完全去除

水中的细菌、病毒和两虫(贾第鞭毛虫、隐抱子虫)等，是水处理生物安全性的重要保障。超

滤技术的应用有浸没式超滤膜池和压力式超滤膜型式。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该系统将臭氧活性

炭技术和超滤技术结合起来，既保障了水处理的化学安全性，又保障了水处理的生物安全

性，有效地保证出厂水满足或优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要求，提供安全卫生

的优质饮用水。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

统，包括常规处理单元和深度处理单元，所述常规处理单元为混凝沉淀池，所述深度处理单

元包括臭氧活性炭处理单元和超滤膜处理单元，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臭氧活性炭处理单元

包括臭氧接触池和活性炭吸附池，所述的超滤膜处理单元包括超滤膜池及其附属设施，所

述混凝沉淀池、臭氧接触池、活性炭吸附池和超滤膜池依次顺序连通。

[0008] 进一步，所述混凝沉淀池包括机械混合池、机械絮凝池和斜管沉淀池，机械混合池

中投加混凝剂，机械絮凝池中设置多挡功率逐渐递减的机械絮凝器，机械絮凝池前端投加

助凝剂，末端设置扫粒絮凝区兼和沉淀池衔接的过渡区，斜管沉淀池下部为沉淀区，池中设

悬挂式中心传动刮泥机，池上部为澄清区，设斜管、集水槽和澄清水渠。

[0009] 进一步，所述臭氧接触池为封闭结构，池内分隔成多个反应区，每个反应区内均设

置臭氧扩散器，池顶设置双向通气阀和尾气破坏器。

[0010] 进一步，所述活性炭吸附池为上向流池型，包括进水部分和出水部分，进水部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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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进水总渠、配水堰、配水渠、进水阀和进水井，进水总渠与臭氧接触池的出水口连通，进水

井与位于主池体底部的配气配水渠连通，配气配水渠顶部设布水布气管，出水部分包括集

水槽、出水渠、出水堰和出水总渠，出水总渠与超滤膜池的进水口连通。

[0011] 进一步，所述超滤膜池包括进水部分和出水部分，进水部分包括进水总渠、进水闸

板、配水渠和配水堰，进水总渠与活性炭吸附池的出水总渠连通，膜池内设有多组膜箱，膜

箱顶部设有集水管和曝气管，集水管通过膜池滤后水母管与清水渠连接，曝气管通过曝气

主管与气反冲洗系统连接。

[0012] 进一步，所述混凝沉淀池的机械混合池和机械絮凝池合建，机械混合池中设搅拌

器，机械絮凝池中设置三挡功率逐渐递减的机械絮凝器，斜管沉淀池采用上方下圆结构。

[0013] 进一步，所述臭氧接触池内部用隔墙分隔成三个反应区。

[0014] 进一步，所述布水布气管上面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和活性炭层。

[0015] 进一步，所述活性炭吸附池出水渠底设有初滤水排放管道和排放阀，所述配气配

水渠底设有放空管道和放空排水阀，反冲洗空气的进气管和反冲洗进气阀门。

[0016] 进一步，所述超滤膜池进水侧设有排水渠，位于配水渠下方，通过排水闸板与超滤

膜池连通。

[0017] 进一步，所述集水管通过膜池滤后水母管与清水渠连接，膜池滤后水母管和清水

渠之间设置有抽吸泵或出水调节阀门。

[0018] 进一步，所述膜池滤后水母管与水反冲洗系统连接，且在连接管道上安装反冲洗

阀门。

[0019] 进一步，所述膜池滤后水母管与化学清洗循环系统连接，且在连接管道上安装药

洗吸液阀和药洗循环泵，膜池滤后水母管上安装药洗进池阀，所述超滤膜池底部另一侧设

有药洗循环进池管兼废液排出口，通过药洗进池阀和废液排放阀切换完成药洗的循环和废

液的排放。

[0020]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的优点和积极效果：

[0021] 1、本实用新型适合于处理微污染原水，将臭氧活性炭技术和超滤技术组合在一

起，既保证了自来水水处理的化学安全性，又保证了生物安全性，有效地保证出厂水满足或

优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要求，提供安全卫生的优质饮用水。

[0022] 2、本实用新型投加助凝剂后的机械絮凝池可实现澄清水的浊度在1NTU左右，有利

于臭氧活性炭工艺的运行。

[0023] 3、本实用新型采用的前置上向流活性炭吸附池滤速高、占地小。活性炭层呈悬浮

状态，生物量高，活性强，吸附池可对小分子有机物吸附和生物降解，同时去除一定浓度的

氨氮。且上向流生物活性炭吸附池不需水冲洗，可节省水厂自用水量，另外过滤水头损失

小，可降低水厂运行能耗。

[0024] 4、本实用新型的超滤膜池起屏障作用，保证水厂出水浊度低于0.1NTU，能够有效

去除水中的细菌、病毒、两虫(贾第鞭毛虫、隐抱子虫)和藻类等，减少消毒剂的投加量。

[0025] 5、本实用新型组合系统可充分发挥各处理单元对原水中目标去除污染物质的去

除功能，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可以提供安全卫生的优质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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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描述。

[0028]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包括常规处理单

元101和深度处理单元201。所述的常规处理单元101为混凝沉淀池102，深度处理单元201包

括臭氧活性炭处理单元和超滤膜处理单元。所述的臭氧活性炭处理单元包括臭氧接触池

202和上向流活性炭吸附池203，所述的超滤膜处理单元包括浸没式超滤膜池204及其附属

设施。上述混凝沉淀池102、臭氧接触池202、上向流活性炭吸附池203和超滤膜池204顺序组

成工艺流程系统。

[0029] 所述的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混凝沉淀池102包括机械混合池103、机械

絮凝池104和斜管沉淀池105。混凝混合池103和机械絮凝池104合建，机械混合池103中设快

速搅拌器1，投加混凝剂，机械絮凝池104中设三挡功率逐渐递减的机械絮凝器2，在前端投

加助凝剂，絮凝池104末端设置扫粒絮凝区兼和沉淀池衔接的过渡区，斜管沉淀池105采用

上方下圆结构，池体下部为沉淀区，池中设悬挂式中心传动刮泥机3；池上部为澄清区，设斜

管4、集水槽5和澄清水渠6。

[0030] 所述的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臭氧接触池202为封闭结构，池中投加臭氧

(O3)，设置臭氧扩散器7；臭氧接触池202分成三个反应区，用隔墙分隔成相应的通道；池顶

设双向通气阀8和尾气破坏器系统9。

[0031] 所述的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活性炭吸附池203为上向流池型。进水部分

包括进水总渠10、配水堰11、配水渠12、进水阀13和进水井14，进水井14与位于主池体底部

的配气配水渠15连通，配气配水渠15顶部设布水布气管16，布水布气管16上面自下而上依

次设有承托层17和活性炭层18。出水部分设不锈钢集水槽19、出水渠20、出水堰21和出水总

渠22。出水渠20底设有初滤水排放管道23和排放阀24。配气配水渠15底设有放空管道25和

放空排水阀26，另外还设有反冲洗空气的进气管27和反冲洗进气阀门28。

[0032] 所述浸没式超滤膜池204进水部分包括进水总渠29、进水闸板30、配水渠31和配水

堰32。膜池内设有多组膜箱33，膜箱33顶部设有集水管34和曝气管35，集水管34通过膜池滤

后水母管36与清水渠37连接，曝气管35通过曝气主管38与气反冲洗系统39连接。膜池滤后

水母管36和清水渠37之间设置有抽吸泵40或出水调节阀门41，超滤产水通过抽吸泵40或虹

吸出水(调节阀41控制)进入清水渠37。膜池滤后水母管36还与水反冲洗系统42连接且在连

接管道上安装反冲洗阀门44，膜池滤后水母管36与化学清洗循环系统43连接且在连接管道

上安装药洗吸液阀45和药洗循环泵46，膜池滤后水母管36上安装药洗进池阀47，膜池底部

另一侧设有药洗循环进池管兼废液排出口50，通过药洗进池阀47和废液排放阀51切换完成

药洗的循环和废液的排放。浸没式超滤膜池204进水侧还设有排水渠48，位于配水渠31下

方，通过排水闸板49与超滤膜池204连通。

[003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4] 所述的微污染水处理的组合工艺系统，特别适合于微污染水源水的处理。首先，微

污染原水进入混合池103，投加混凝剂后和原水快速搅拌，然后进入机械絮凝池104，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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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凝池104前端投加助凝剂增强絮凝效果，出水经过过渡区进行扫粒絮凝，然后进入斜管沉

淀池105，在斜管沉淀池105中絮体向下沉淀下来，在池底形成排泥水进入水厂排泥水处理

系统，澄清水向上通过斜管4、集水槽5和澄清水渠6进入下一个流程——臭氧接触池202。

[0035] 澄清水进入臭氧接触池202，投加臭氧(O3)，臭氧将水中大分子的有机物转化为小

分子的有机物，便于微生物在后续活性炭吸附池203中降解。臭氧接触池202分成三个反应

区，澄清水依次通过三个反应区，臭氧的投加比例分别为50％:25％:25％。与臭氧接触反应

的水最后溢流跌水流出臭氧接触池202，尾气通过池顶的尾气破坏器9妥善处理后达标排入

大气。

[0036] 臭氧接触池202出水进入上向流活性炭吸附池203，通过配水堰11、配水渠12、进水

阀13和进水井14进入吸附池主池体底部的配气配水渠15，经布水布气管16配水，水流向上

依次透过承托层17和活性炭层18，由出水集水槽19汇集至出水渠20，翻过出水堰21经出水

总渠22进入下一个流程——超滤膜池204。

[0037] 活性炭吸附池203出水进入超滤膜池204，由进水总渠29通过进水闸板30进入配水

渠31，翻过配水堰32进入每一格超滤膜池204，待滤水从膜箱33中膜丝的外部进入膜丝中空

的内部，形成超滤产水，汇集后由集水管34收集到滤后水母管36，通过抽吸泵40或虹吸出水

(调节阀41控制)进入清水渠37，最后产水进入清水池。

[0038] 活性炭吸附池203运行一段时间后需要按照时间或水头损失自动进行反冲洗。反

冲洗仅采用空气反洗，无需进行水反冲洗。反冲洗时，关闭进水阀13，打开池底放空排水阀

26，待池中水位下降到设计冲洗水位时，关闭放空排水阀26开始空气反冲洗；反冲洗结束，

打开进水阀13，空气冲洗后的水和初滤水通过打开初滤水排放阀24排至排水调节池；初滤

水排放结束，关闭初滤水排放阀24，正常过滤重新开始。

[0039] 超滤膜池204运行一段时间后需要按照时间或水头损失(跨膜压差)自动进行反冲

洗。反冲洗采用空气和膜滤后水进行反冲洗。反冲洗时，关闭进水闸板30，产水继续运行，膜

池水位降至设计冲洗水位时，关闭抽吸泵40或出水调节阀41，开启反洗进气阀52，膜池曝

气，同时开启反冲洗水阀44，气水同时冲洗。反洗结束，打开排水闸板49，排污一定水量后关

闭，再打开进水闸板30，下一过滤周期重新开始。另外，超滤膜的化学清洗分为维护性清洗

和恢复性清洗，均为在线清洗，通过化学清洗吸液阀45、循环泵46、循环管路43、进池阀47和

废液排放阀51等完成。

[0040] 本实用新型依次按混凝沉淀池102、臭氧接触池202、上向流活性炭吸附池203和超

滤膜池204顺序组成工艺流程系统，原水首先进入混凝沉淀池102，最终从超滤膜池204流

出，进入水厂清水池。

[0041]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

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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