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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系统，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其包括依

序连通的过滤池、絮凝池、厌氧池和湿地池，所述

厌氧池连通一能够向该厌氧池输送厌氧气体以

保持厌氧环境的厌氧发酵装置。本技术通过过滤

池能够过滤生活污水的餐余垃圾，该餐余垃圾被

投掷在厌氧发酵装置中发酵以产生甲烷，产生的

甲烷能够灌入厌氧发酵装置内以保证厌氧池的

厌氧环境，实现废物回收利用；另外厌氧池和湿

地池组合使用实现了生活污水的有机物去除，实

现了污水净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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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依序连通的过滤池(10)、絮凝池(20)、厌氧池(30)和湿地池(40)，所述厌氧池(30)

连通一能够向该厌氧池(30)输送厌氧气体以保持厌氧环境的厌氧发酵装置(5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池(10)内具有能够过滤杂质的过滤槽(101)，污水进水端位于该过滤槽(101)

上方；

其中，该过滤槽(101)与一液压升降机构(102)固定连接，当该液压升降机构(102)工作

时带动过滤槽(101)上下移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池(10)通过一第一水管(103)与所述絮凝池(20)连通，其中该第一水管(103)

设置一位于所述过滤池(10)内的第一水泵(104)。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槽(101)与所述液压升降机构(102)转动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絮凝池(20)内具有一搅拌器(201)以及用于向该絮凝池(20)内加药的加药装置

(202)；其中该絮凝池(20)的底部具有一侧向布置的排污口(203)。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厌氧发酵装置(50)包括发酵池(501)、输送管(502)和出气机构(503)，所述输送管

(502)连通所述发酵池(501)和出气机构(503)；其中所述输送管(502)上设置曝甲烷泵

(504)，所述出气机构(503)设置在所述厌氧池(30)内。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出气机构(503)包括总管(5031)和与该总管(5031)固定连通的若干支管(5032)，

每个支管(5032)上具有若干出气孔。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总管(5031)横向布置在所述厌氧池(30)的底部位置，且所述若干支管(5032)与总

管(5031)垂直均布并沿厌氧池(30)的高度方向设置。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湿地池(40)由上而下包括土壤层(401)、细砂层(402)、陶粒层(403)、沸石层

(404)、瓦砾层(405)以及种植在土壤层(401)处的植被层(406)；

其中，土壤层(401)的厚度介于10-15cm，细砂层(402)的厚度介于15-20cm，陶粒层

(403)的厚度介于20-30cm，沸石层(404)的厚度介于20-35cm，瓦砾层(405)的厚度介于30-

50cm。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湿地池(40)的侧部与瓦砾层(405)相对的部分具有排水口(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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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约有6.74亿农村人口，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每年约为80亿-90亿t，  90％以上

小城镇的水体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8％的城镇河段不宜作饮用水，50％的城镇地下

水受到影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的比例越来越大，就污染量而言，农村生活污水的比重达到

50％左右。现阶段，我国小城镇污水处理率还不到10％。普通的农村家庭在饲养牲畜、洗衣

做饭及厨余垃圾会将这些废水废弃物直接排放到河流或者地下会造成河湖的富营养化，地

下水污染等严重的环境问题。

[0003] 目前，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有很相关多研究，多针对于人工湿地、生物接触等方

法，而对于农村原有厨余垃圾等废弃物没有得到很好地处理。

[0004] 例如专利公告号为CN108862829A，名为一种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技术，其包括预

过滤池、水解酸化池、生态湿地和生态净化池。生活污水经预过滤池中的过滤格栅的初步过

滤，经导流管进入水解酸化池，将水中高分子难降解的有机物转变为低分子易降解的有机

物；污水再经过生态湿地的植物根系吸收和微生物作用对有机性污染物质进行去除，经过

多层过滤后出水自流至生态净化池，利用生态的手段对生态湿地出水进一步提升，确保出

水水质达到本项目的设计出水水质，保证出水达标。尽管对污水实现了净化但是其没有很

好的将生活餐余垃圾等进行处理，而且其对有机物的处理效果不佳。

[0005] 针对这一技术问题，出现有因此，上述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目的在于实现生活污水的餐余垃圾的清除并回收利用的功能，同时提高有机物分解效果。

[0007]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基本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依序连通的过滤池、絮凝池、厌氧池和湿

地池，所述厌氧池连通一能够向该厌氧池输送厌氧气体以保持厌氧环境的厌氧发酵装置。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池内具有能够过滤杂质的过滤槽，污水进水端位于该过滤槽

上方；

[0010] 其中，该过滤槽与一液压升降机构固定连接，当该液压升降机构工作时带动过滤

槽上下移动。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池通过一第一水管与所述絮凝池连通，其中该第一水管设置

一位于所述过滤池内的第一水泵。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槽与所述液压升降机构转动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絮凝池内具有一搅拌器以及用于向该絮凝池内加药的加药装置；

其中该絮凝池的底部具有一侧向布置的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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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的，所述厌氧发酵装置包括发酵池、输送管和出气机构，所述输送管连通所

述发酵池和出气机构；其中所述输送管上设置曝甲烷泵，所述出气机构设置在所述厌氧池

内。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出气机构包括总管和与该总管固定连通的若干支管，每个支管上

具有若干出气孔。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总管横向布置在所述厌氧池的底部位置，且所述若干支管与总管

垂直均布并沿厌氧池的高度方向设置。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湿地池由上而下包括土壤层、细砂层、陶粒层、沸石层、瓦砾层以及

种植在土壤层处的植被层；

[0018] 其中，土壤层的厚度介于10-15cm，细砂层的厚度介于15-20cm，陶粒层的厚度介于

20-30cm，沸石层的厚度介于20-35cm，瓦砾层的厚度介于30-50cm。

[0019] 进一步的，在湿地池的侧部与瓦砾层相对的部分具有排水口。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依序连通的过滤

池、絮凝池、厌氧池和湿地池，所述厌氧池连通一能够向该厌氧池输送厌氧气体以保持厌氧

环境的厌氧发酵装置。本技术通过过滤池能够过滤生活污水的餐余垃圾，该餐余垃圾被投

掷在厌氧发酵装置中发酵以产生甲烷，产生的甲烷能够灌入厌氧发酵装置内以保证厌氧池

的厌氧环境，实现废物回收利用；另外厌氧池和湿地池组合使用实现了生活污水的有机物

去除，实现了污水净化作用。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过滤槽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过滤槽被液压升降机构提升并翻转一定角度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附图1至附图3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

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

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需要说明，若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有涉及方向性指示(诸如上、下、左、右、前、

后……)，则该方向性指示仅用于解释在某一特定姿态(如附图所示)  下各部件之间的相对

位置关系、运动情况等，如果该特定姿态发生改变时，则该方向性指示也相应地随之改变。

[0027] 参见图1，本方案一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依序连通的过滤池10、

絮凝池20、厌氧池30和湿地池40，所述厌氧池30连通一能够向该厌氧池30输送厌氧气体以

保持厌氧环境的厌氧发酵装置50。该过滤池10用于过滤污水中的餐余垃圾，这些餐余垃圾

将被用于厌氧发酵装置50进行发酵，通过絮凝池20能够将污水中的泥土及絮凝体沉淀并排

出，氧池30和湿地池40 的组合使用能够将生活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清除，例如氮、磷。通过

该技术，实现了生活污水的餐余垃圾分拣以及有机物的清除功能，而且还能实现餐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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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收利用。

[0028] 详细的，参见图1所述过滤池10内具有能够过滤杂质的过滤槽101，污水进水端位

于该过滤槽101上方；其中，该过滤槽101与一液压升降机构102固定连接，当该液压升降机

构102工作时带动过滤槽101上下移动。生活污水的进水端位于该过滤槽101的正上方，当生

活污水流入时直接流入至该过滤槽  101，餐余垃圾等大尺寸杂质被该过滤槽101隔离，生活

污水沿过滤槽101的孔流向所述过滤池10内。其中过滤槽101可以采用多种能够过滤餐余垃

圾的技术实现。

[0029] 优选的，在本实施例中，该过滤槽101包括本体1011和位于该本体1011  底部的滤

网1012，具体如图2所示。其中，该本体1011的周侧为封闭结构，底部为镂空部，顶部为敞开

端，在镂空部处设置滤网1012，工作时生活污水由该本体1011的顶部进入，在滤网1012处餐

余垃圾被阻隔，生活污水透过滤网  1012流向过滤池10内。其中，所述滤网1012的目数优先

在60-80目之间。详细的，该本体1011的形状可以是任意的合适的形状，例如圆柱形、立方体

形等。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本体1011与所述液压升降机构102连接，当该液压升降机构

102上下移动的时候，带动所述本体1011上下移动以实现将餐余垃圾捞出。具体的，该液压

升降机构102设置在过滤池10内，其采用公知的液压升降结构实现，因此本实施例中不进行

赘述，但不应当以此认为本技术方案公开不充分。

[0031] 应当说明，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过滤槽101与所述液压升降机构102转动连接。即本

体1011与所述液压升降机构102是转动连接的，即当本体1011接受外力驱动时其能够相对

该液压升降机构102转动。具体参见图3，该图为本体1011被提升并受力翻转一定角度后的

示意图。当过滤槽101被翻转后，里面的餐余垃圾能够被方便的倒出，这样方便餐余垃圾的

清理。

[0032]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所述过滤池10通过一第一水管103与所述絮凝池20连通，

其中该第一水管103设置一位于所述过滤池10内的第一水泵104。在运作时，第一水泵104抽

取过滤池10内的生活污水并输送至絮凝池20内。该絮凝池20用于沉降污泥、絮凝体。具体

的，所述絮凝池20内具有一搅拌器  201以及用于向该絮凝池20内加药的加药装置202；其中

该絮凝池20的底部具有一侧向布置的排污口203。工作时，通过加药装置202像该絮凝池20

内加入絮凝剂，于此同时所述搅拌器201不断搅拌生活污水，形成絮凝体，然后经过沉淀作

用，生活污水中的泥土和絮凝体沉降，并最终由排污口203排出。另外，本实施例中，所述絮

凝池20通过第二水管204与厌氧池30连接，该第二水管204上安装有第二水泵203，通过第二

水泵203的抽吸作用絮凝池20内的污水抽吸至厌氧池30。

[0033] 参见图1，所述厌氧发酵装置50包括发酵池501、输送管502和出气机构  503，所述

输送管502连通所述发酵池501和出气机构503；其中所述输送管  502上设置曝甲烷泵504，

所述出气机构503设置在所述厌氧池30内。发酵池  501用于发酵产生厌氧气体，具体为甲

烷。在本实施例中，经过过滤池10后得到的餐余垃圾将被投入该发酵池501内，餐余垃圾在

发酵池501内发酵形成甲烷气体，甲烷气体通过输送管502和出气机构503被输送至厌氧池

30内，以保证厌氧池30内的厌氧环境。详细的，所述出气机构503包括总管5031和与该总管

5031固定连通的若干支管5032，每个支管5032上具有若干出气孔。其中，优选的所述总管

5031横向布置在所述厌氧池30的底部位置，且所述若干支管5032与总管5031垂直均布并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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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池30的高度方向设置。发酵池501  产生的甲烷气体被输送至厌氧池30内，且相对比较

均匀的在厌氧池30内均匀分布，保证整个厌氧池30内的厌氧环境更加均衡。具体的，每个支

管5032上都均匀不满了出气孔，这些出气孔的孔径为1-3mm之间。通过该技术增强厌氧池内

的反硝化作用，有利于降低全氮全磷含量。

[0034] 具体的，在厌氧池30内厌氧条件下，污水中的聚磷菌把细胞内聚磷水解成为正磷

酸盐，并降解污水中的胶态和非溶性有机物。在厌氧池30的厌氧条件下，硝态氮被反硝化成

氮气排出，实现脱氮除磷等功能。

[0035] 参见图1，厌氧池30与湿地池40通过第三水管301和第三水泵302实现连通，工作时

第三水泵302将厌氧池30内的污水抽吸至湿地池40。具体的，所述湿地池40由上而下包括土

壤层401、细砂层402、陶粒层403、沸石层404、瓦砾层405以及种植在土壤层401处的植被层

406；其中，土壤层401的厚度介于10-15cm，细砂层402的厚度介于15-20cm，陶粒层403的厚

度介于  20-30cm，沸石层404的厚度介于20-35cm，瓦砾层405的厚度介于30-50cm。该技术能

够使得污水经水生植物根系与下层基质垫层物理与微生物双层作用下，可有效去除水中的

悬浮物(SS)，化学需氧量(COD)，生物需氧量(BOD5)  等指标，使得经过处理的水达到排放标

准。具体的，在湿地池40的侧部与瓦砾层405相对的部分具有排水口407，经过本实用新型的

技术方案处理的水能够达到排放标准，并最终由所述排水口407排出。

[0036] 具体来说，经过厌氧池30的污水在湿地池40内，由植被层406的根系吸附重金属离

子实现重金属离子的清理。细砂层402具有过滤作用，阻隔细小颗粒；陶粒层403具有隔水保

气作用；沸石层404具有离子吸附能力，能够实现除氮；瓦砾层405具有过滤透水作用。其中，

细砂层402的颗粒粒径为  1mm-2mm.

[0037] 总之，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一方面能够过滤清除污水中的餐余垃圾，另一方面

该餐余垃圾能够被回收利用，放入至厌氧发酵装置50产生厌氧气体以保证厌氧池30内的厌

氧坏境；同时厌氧池30和湿地池40的组合实用能够处理污水中的有机物并降低污染指标。

[0038] 根据上述说明书的揭示和教导，本实用新型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以对上述实

施方式进行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

本实用新型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此外，尽

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实用新型

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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