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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用于生活污水处理的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

系统，其包括储泥池、带式脱水机、热气发生装

置、气液分离器、多个依次串联连接在一起的第

一旋流分离器，储泥池与带式脱水机相连接，第

一旋流分离器包括第一器体、第一进料管，热气

发生装置、带式脱水机均与排在第一个的第一旋

流分离器的第一进料管相连接，所有第一溢流口

均与气液分离器相连接。相对于热烘干和热蒸发

脱除污泥中水分的方式，本发明的污泥处理系统

结构简单，能耗也相对较低，单位时间脱水效率

较高，降低了污水处理系统的成本，而且，占地面

积小、设备简单易操作，利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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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污水的处理系统，包括一级处理系统、二级处理系统、污泥处理系统，一级处理

系统包括依次连接在一起的粗格栅组件(11)、细格栅组件(12)，二级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

接的生化池(21)、沉淀池(22)，生化池(21)与一级处理系统相连接，所述一级处理系统还包

括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收集器(14)、形状聚结器(15)、储油罐(16)，细格栅组件(12)与

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相连接，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与形状聚结器(15)、收集器(14)相

连接，储油罐(16)与形状聚结器(15)相连接；

二级处理系统还包括第二旋流分离器(23)、动力泵(24)，第二旋流分离器(23)包括第

二器体(231)、第二进料管(232)，第二进料管(232)设置在第二器体(231)的侧部，第二器体

(231)的一侧设置有第二底流口(233)，另外一侧设置有第二溢流口(234)，动力泵(24)一端

通过管道与沉淀池(22)的污泥出口相连接，动力泵(24)另一端与第二旋流分离器(23)的第

二进料管(232)相连接，第二底流口(233)通过管道与生化池(21)相连接，第二溢流口(234)

通过管道与污泥处理系统相连接；

还包括深度处理系统，深度处理系统与二级处理系统、污泥处理系统相连接，深度处理

系统包括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纳滤装置(32)，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与第一沸腾床分

离器(13)结构相同，沉淀池(22)与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相连接，纳滤装置(32)与第二沸

腾床分离器(31)相连接；

污泥处理系统包括储泥池(41)、带式脱水机(42)、热气发生装置(43)、气液分离器

(45)、两个依次串联连接在一起的第一旋流分离器(44)，热气发生装置(43)产生的热气体

介质温度在60‑80℃之间，储泥池(41)与二级处理系统、带式脱水机(42)相连接，第一旋流

分离器(44)包括第一器体(441)、第一进料管(442)，第一进料管(442)垂直设置在第一器体

(441)的侧部，第一器体(441)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底流口(443)，顶部设置有第一溢流口

(444)，沿污泥流动方向，热气发生装置(43)、带式脱水机(42)均与排在第一个的第一旋流

分离器(44)的第一进料管(442)相连接，所有第一溢流口(444)均与气液分离器(45)相连

接；

污泥处理系统还包括分选柱(46)，沿污泥流动方向，排在第一个的第一旋流分离器

(44)的第一底流口(443)与分选柱(46)的进料口相连接，分选柱(46)的出料口与另外一个

第一旋流分离器(44)的第一进料管(442)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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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的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用于生活污水处理的剩余污泥非相变

干化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城镇生活污水由城市管网系统收集输送污水处理厂，并在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目前污水处理厂的生活污水的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一级处理系统、二级处理系统与

深度处理系统。一级处理系统为依次连接在一起的粗格栅组件、细格栅组件、曝气沉砂池；

二级处理系统为依次连接的生化池、沉淀池，生化池与曝气沉砂池相连接，沉淀池与深度处

理系统相连接；深度处理系统为依次连接的混凝沉淀池、消毒池。具体的处理为：生活污水

首先通过粗格栅组件和细格栅组件，将污水中的较粗大漂浮物和悬浮物去除，随后污水进

入曝气沉砂池中，在曝气沉砂池中污水以螺旋状流动形式前进，进一步将砂粒物去除，同时

将污水中的部分有机污染得以去除，然后出水进入生化池进行二级处理，生化池中含有大

量的微生物，微生物将污水中可降解有机物进行分解代谢，微生物得以生长、聚集形成活性

污泥，处理后污水再进入沉淀池中使得泥水得以分离，从而完成污水的一级处理、二级处

理；经过一级处理、二级处理的污水中还含有一些的微小悬浮物、胶体、微生物、病毒、重金

属和导致富营养化的氮磷等物质，所以还需进行深度处理，以便达到污水的排放标准；随后

从二级处理系统出来的污水依次进入混凝沉淀池、消毒池，在消毒池中经过消毒杀菌即可

排入自然水体或回用，沉淀池中剩余污泥直接进入污泥处理系统中进行处理后外排。

[0003] 沉淀池中的剩余污泥含水率高达99％且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致病菌等，其中污泥

中含有的有机污染物不易降解、毒性残留时间长，这些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水体与土壤中将

造成环境污染，所以需要在污泥处理系统进行处理。目前，污泥处理系统先将污泥通过热烘

干和热蒸发等相变干化的方式降低污泥中的含水率，降低污泥中的含水率后再通过堆肥、

焚烧、作建材或者填埋进行最终处理。根据我国现行污泥处理处置含水率的相关规定：生活

污水处理厂污泥经处理后污泥含水率小于60％时，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污

泥用于好氧堆肥时，含水率应小于65％；污泥用于制砖时，污泥含水率应小于等于40％；污

泥焚烧时，须将污泥含水率降低至20％‑5％，可见对污泥含水率降低要求较高，而目前采用

的热烘干和热蒸发法存在能耗高、单位时间脱水效率低的问题，污泥含水率降低成本较高，

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污泥脱水效率较高

的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生活污水处理的剩余污泥

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包括储泥池、带式脱水机、热气发生装置、气液分离器、多个依次串联

连接在一起的第一旋流分离器，储泥池与带式脱水机相连接，第一旋流分离器包括第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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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第一进料管，第一进料管垂直设置在第一器体的侧部，第一器体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底流

口，顶部设置有第一溢流口，沿污泥流动方向，热气发生装置、带式脱水机均与排在第一个

的第一旋流分离器的第一进料管相连接，所有第一溢流口均与气液分离器相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是，第一进料管垂直设置在第一器体的侧部。

[0007] 进一步的是，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包括两个串联连接在一起的第一旋流

分离器。

[0008] 进一步的是，还包括分选柱，沿污泥流动方向，排在第一个的第一旋流分离器的第

一底流口与分选柱的进料口相连接，分选柱的出料口与另外一个第一旋流分离器的第一进

料管相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是，热气发生装置产生的热气体介质温度在60‑80℃之间。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包括储泥池、带式

脱水机、热气发生装置、气液分离器、多个依次串联连接在一起的第一旋流分离器，污泥处

理时，二级处理系统、深度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通过物料输送装置输送至储泥池中，通过物

料输送装置将储泥池中污泥进入带式脱水机中进行初步处理，带式脱水机能够脱除污泥中

部分含水量，降低污泥的黏度，减小水和固体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提高污泥颗粒的分散

性；然后将经过带式脱水机初步处理的污泥通过物料输送装置进入第一个的第一旋流分离

器中进行处理，同时，热气发生装置工作产生热气体介质通入第一个的第一旋流分离器中，

热气体介质能够进一步降低污泥的黏度，第一旋流分离器工作，并在热气体介质的作用下，

使第一器体中产生高速旋转场，在高速旋转场作用下，污泥固体颗粒在高速旋流场中产生

高速自转、公转运动，由此产生的离心力来克服固体颗粒间吸附水的毛细阻力，污泥中固体

颗粒与水的第一次分离，从污泥中脱除的水以及气体介质经过顶部的第一溢流口进入气液

分离器中，并在气液分离器中实现气液分离，污泥则从第一个第一旋流分离器的第一底流

口进入第二个第一旋流分离器中，污泥经过多个依次串联连接在一起的第一旋流分离器

后，实现污泥中的固体颗粒与水的多次分离，从而达到后续处理对污泥含水量的要求；相对

于热烘干和热蒸发脱除污泥中水分的方式，本发明的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结构简

单，能耗也相对较低，单位时间脱水效率较高，降低了污泥处理系统的成本，而且，占地面积

小、设备简单易操作，利于推广。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流程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第一沸腾床分离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第一沸腾床分离器清洗状态下的示意图；

[0014] 图4是旋流三相分离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形状聚结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是第二旋流分离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是第一旋流分离器和分选柱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零部件、部位及编号：粗格栅组件11、细格栅组件12、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壳

体131、第一进水口132、第一出水口133、分离媒质床层134、出料分布器135、分隔板1351、水

帽1352、气体入口136、清洗水入口137、旋流三相分离器138、第四器体1381、进料口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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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1383、出气口1384、收集器14、形状聚结器15、第三器体151、第二进水口  152、第二出

水口153、净化油出口154、流体均布器155、粗粒化模块156、快速分离模块  157、深度分离模

块158、储油罐16、生化池21、沉淀池22、第二旋流分离器23、第二器体  231、第二进料管232、

第二底流口233、第二溢流口234、动力泵24、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纳滤装置32、储泥池41、

带式脱水机42、热气发生装置43、第一旋流分离器44、第一器体  441、第一进料管442、第一

底流口443、第一溢流口444、气液分离器45、分选柱46。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如图1、图7所示，生活污水的处理系统，包括一级处理系统、二级处理系统、深度处

理系统、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一级处理系统与二级处理系统相连接，二级处理系

统与深度处理系统、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相连接，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

也即是污泥处理系统，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包括储泥池41、带式脱水机42、热气发

生装置43、气液分离器45、多个依次串联连接在一起的第一旋流分离器44，储泥池41与二级

处理系统、带式脱水机42相连接，第一旋流分离器44包括第一器体441、第一进料管442，第

一进料管442垂直设置在第一器体441的侧部，第一器体441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底流口443，

顶部设置有第一溢流口444，沿污泥流动方向，热气发生装置43、带式脱水机42均与排在第

一个的第一旋流分离器44的第一进料管442相连接，所有第一溢流口444均与气液分离器 

45相连接。

[0021] 二级处理系统与深度处理系统均会产生一定的污泥，污泥处理时，二级处理系统、

深度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通过物料输送装置输送至储泥池41中，通过物料输送装置将储泥

池41  中污泥进入带式脱水机42中进行初步处理，带式脱水机42能够脱除污泥中部分含水

量，降低污泥的黏度，减小水和固体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提高污泥颗粒的分散性；然后

将经过带式脱水机42初步处理的污泥通过物料输送装置进入第一个的第一旋流分离器44

中进行处理，同时，热气发生装置43工作产生热气体介质通入第一个的第一旋流分离器44

中，热气体介质能够进一步降低污泥的黏度，第一旋流分离器44工作，并在热气体介质的作

用下，使第一器体441中产生高速旋转场，在高速旋转场作用下，污泥固体颗粒在高速旋流

场中产生高速自转、公转运动，由此产生的离心力来克服固体颗粒间吸附水的毛细阻力，污

泥中固体颗粒与水的第一次分离，从污泥中脱除的水以及气体介质经过顶部的第一溢流口

444进入气液分离器45中，并在气液分离器45中实现气液分离，污泥则从第一个第一旋流分

离器44的第一底流口443进入第二个第一旋流分离器44中，污泥经过多个依次串联连接在

一起的第一旋流分离器44后，实现污泥中的固体颗粒与水的多次分离，从而达到后续处理

对污泥含水量的要求；相对于热烘干和热蒸发脱除污泥中水分的方式，本发明的剩余污泥

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结构简单，能耗也相对较低，单位时间脱水效率较高，降低了污泥处理

系统的成本，而且，占地面积小、设备简单易操作，利于推广。

[0022] 带式脱水机42对污泥进行初步处理，脱除污泥中部分含水量，使污泥含水率99％

降至80％，甚至更低。热气发生装置43能够产生热气体介质，通过大量实践得出，热气体介

质加热温度范围为60‑80℃，热气体介质可以为空气、氮气等。多个依次串联连接在一起的

第一旋流分离器44指的是：沿污泥流动方向，第一个第一旋流分离器44的第一底流口443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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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第一旋流分离器44的第一进料管442相连接，第二个第一旋流分离器44的第一底流

口443与第三个第一旋流分离器44的第一进料管442相连接，依次类推，直至倒数第二个第

一旋流分离器44的第一底流口443与最后一个第一旋流分离器44的第一进料管442相连接。

通过大量实践得出，当污泥固体颗粒在高速旋流场内自转的转速范围为20000r/min‑

60000r/min时，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只需两个串联连接在一起的第一旋流分离器

44，两个第一旋流分离器44就能够使污泥的含水率降低至20％以下。为了进一步降低污泥

的含水率，本发明还设置有分选柱46，沿污泥流动方向，排在第一个的第一旋流分离器44的

第一底流口443与分选柱46的进料口相连接，分选柱46的出料口与另外一个第一旋流分离

器44的第一进料管  442相连接。污泥经第一个的第一旋流分离器44后，发生非相变脱水干

化，污泥含水率和体积发生改变，污泥经热气体介质带动进入分选柱46中，体积较小的、含

少量水分的轻质污泥在分选柱46中继续随热气体介质进入另外一个第一旋流分离器44中

干化，而仍含有较多水分的大块污泥，因其体积较重而在分选柱46中下沉，下沉后的污泥由

其它方式处理，分选柱  46完成对污泥的分选作用，保证最后得到的污泥干化效果。

[0023] 本发明一级处理系统优选的一种方式为：再如图1所示，一级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

接在一起的粗格栅组件11、细格栅组件12，所述一级处理系统还包括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

收集器14、形状聚结器15、储油罐16，细格栅组件12与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相连接，第一沸

腾床分离器13与形状聚结器15、收集器14相连接，储油罐16与形状聚结器15相连接。生活污

水处理时，生活污水依次经过粗格栅组件11、细格栅组件12、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形状聚

结器15进行相应地处理。为了实现污水能够依次通过粗格栅组件11、细格栅组件12、第一沸

腾床分离器13、形状聚结器15，粗格栅组件11、细格栅组件12，粗格栅组件11与细格栅组件

12之间、细格栅组件12与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之间、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与形状聚结器15

之间均设置有物料输送装置。具体为：生活污水处理时，经过细格栅组件12处理后的污水进

入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中，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中的分离媒质床层134将污水中的砂粒、固

体悬浮物及部分有机物去除，砂粒、固体悬浮物及部分有机物通过输送装置输送至收集器

14存储，污水中的砂粒、固体悬浮物及部分有机物达到处理要求后进入形状聚结器15，有机

物乳化油在形状聚结器15中经过破乳、聚结和分离，将污水中有机物乳化油去除，净化油通

过输送装置进入储油罐16中存储，污水中有机物乳化油达到处理要求后，从而完成生活污

水的一级处理，可见，本发明仅通过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形状聚结器15就完成了砂粒、有

机物乳化油去除处理，显著降低了一级处理系统的占地面积和成本；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

也方便操作使用，结构更简单，处理过程中不会产生大量恶臭气体，提高了清洁环境，同时，

大量有机物乳化油得以去除，降低了对后续污水处理的影响，提高污水处理效果。

[0024] 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的作用是将通过细格栅组件12处理后的污水中的砂粒、固体

悬浮物及部分有机物去除，使污水中的砂粒达到处理要求，本发明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优

选的一种方式为：如图2所示，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包括壳体131、第一进水口132、第一出水

口  133、分离媒质床层134、出料分布器135，第一进水口132设置在壳体131的顶部，第一出

水口133设置在壳体131的底部，分离媒质床层134、出料分布器135设置在壳体131中，且分

离媒质床层134设置在出料分布器135上，分离媒质床层134为颗粒状的分离媒质，颗粒状优

选为球形，分离媒质粒径在0.1‑0.2mm之间，分离媒质床层134为一种或多种颗粒状分离媒

质构成，其材质为对污水中污染物具有较强的吸附性的有机或者无机材料，特别是对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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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砂粒、固体悬浮物及部分有机物有较强的吸附作用，比如石英砂、无烟煤、活性炭等，细格

栅组件12处理后的污水从第一进水口132进入壳体131中，污水依次通过分离媒质床层 

134、出料分布器135，最后从出水口133出去，分离媒质床层134对污水中的砂粒、固体悬浮

物及部分有机物进行拦截、吸附，使污水中的砂粒、固体悬浮物及部分有机物逐渐降低，直

至达到处理的要求。

[0025] 为了便于安装和使用，再如图2所示，出料分布器135包括分隔板1351以及设置在

分隔板1351上的水帽1352，分隔板1351横向固定在壳体131中，污水经过分离媒质床层134

后，再通过水帽1352出去。

[0026] 为了降低污水处理的成本，实现分离媒质床层134中的分离媒质的重复使用，提高

分离媒质的使用时间，还可在第一进水口132处设置有第一阀门，第一出水口133处设置有

第二阀门，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还设置有气体入口136、清洗水入口137、旋流三相分离器

138，气体入口136、清洗水入口137均设置在壳体131的底部，且气体入口136处设置有第三

阀门，清洗水入口137处设置有第四阀门，旋流三相分离器138设置在壳体131中，且旋流三

相分离器138位于壳体131的顶部，如图4所示，旋流三相分离器138包括第四器体1381、进料

口1382、排污口1383、出气口1384，进料口1382设置在第四器体1381的底部，出气口1384设

置在第四器体1381的顶部，排污口1383设置在第四器体1381的侧部，进料口1382 处设置有

第五阀门，排污口1383处设置有第六阀门，出气口1384处设置有第七阀门。第一沸腾床分离

器13使用一段时间后，分离媒质床层134中的分离媒质的表面上吸附了很多的污染物，需要

对分离媒质床层134进行反冲洗实现分离媒质的再生，达到分离媒质重复使用的目的，反冲

洗具体为：关闭第一阀门、第二阀门，打开第三阀门、第四阀门、第五阀门、第六阀门、第七阀

门，将带有一定压力的清洗水液从清洗水入口137通入壳体131中，以及带有一定压力的气

体从气体入口136通入壳体131中，清洗水液、气体通过出料分布器135后由下至上使得颗粒

状的分离媒质沸腾，如图3所示，使吸附在分离媒质上的污染物与分离媒质分离，分离后的

分离媒质、污染物从进料口1382进入旋流三相分离器138的第四器体1381  中，在第四器体

1381内通过颗粒自转、公转耦合强化，使分离媒质和污染物彻底分开，污染物从排污口1383

排放出去进入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进行处理，气体从出气口1384  排放出去，分离

媒质回流至出料分布器135上，重新形成分离媒质床层134。待分离媒质床层134再生完成

后，关闭第三阀门、第四阀门、第五阀门、第六阀门、第七阀门，打开第一阀门、第二阀门，从

而进行污水的一级处理。为了便于使用，上述阀门通过控制器进行控制。

[0027] 形状聚结器15的作用是将污水中的乳化油去除，使污水中乳化油达到处理要求，

本发明形状聚结器15优选的一种方式为：如图5所示，形状聚结器15包括第三器体151，第三

器体151上设置有第二进水口152、第二出水口153、净化油出口154，第三器体151的内部依

次设置有流体均布器155、粗粒化模块156、快速分离模块157、深度分离模块158，污水处理

时，污水通过第二进水口152进入第三器体151中，通过流体均布器155调节流量及流速，然

后再依次通过粗粒化模块156、快速分离模块157、深度分离模块158后实现油水破乳分离，

分离后的乳化油由净化油出口154并存储在储油罐16中，污水由第二出水口153流出进入后

续的处理。

[0028] 本发明二级处理系统优选的一种方式为：再如图1所示，二级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

接的生化池21、沉淀池22，生化池21与形状聚结器15相连接，沉淀池22与深度处理系统、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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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相连接。经过形状聚结器15处理后的污水在依次通过生化池

21、沉淀池22进行处理，为了实现污水能够依次通过生化池21、沉淀池22进行处理，形状聚

结器15与生化池21之间、生化池21与沉淀池22之间均设置有物料输送装置。生化池21中含

有大量的微生物，微生物将污水中可降解有机物进行分解代谢，微生物得以生长、聚集形成

活性污泥，处理后污水再进入沉淀池22，在沉淀池22中泥水得以分离，产生的处理后污水最

后进入深度处理系统在进行处理，沉淀池22中剩余的污泥直接进入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

理系统中进行处理。沉淀池22中的剩余的活性污泥，由于其表面含有许多微生物呼吸、自身

氧化的残留物以及一些微生物难降解的有机物等，这些物体在活性污泥的表面聚集而形成

胞外聚合物，胞外聚合物将微生物包裹在内部，影响微生物降解有机物，从而降低了活性污

泥的活性，将沉淀池中的剩余的活性污泥直接进入污泥处理装置中进行处理后外排，这样

处理会损失活性还较高的活性污泥、微生物等资源的浪费，资源利用率较低，提高了市政生

活污水处理的成本。通过大量实践中得出，如图1、图6所示，本发明的二级处理系统还包括

第二旋流分离器23、动力泵24，第二旋流分离器23包括第二器体231、第二进料管232，第二

进料管232垂直设置在第二器体231的侧部，第二器体231的一侧设置有第二底流口233，另

外一侧设置有第二溢流口234，动力泵24一端通过管道与沉淀池22的污泥出口相连接，动力

泵24另一端与第二旋流分离器23的第二进料管232相连接，第二底流口233通过管道与生化

池21相连接，第二溢流口234通过管道与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相连接。动力泵24将

沉淀池22中剩余的活性污泥输送至第二旋流分离器23，活性污泥从第二进料管232  进入第

二器体231中，并在第二器体231内产生高速旋转场，活性污泥外表面包裹的胞外聚合物在

高速旋转场作用下，活性污泥在自转和自公转耦合作用下，部分胞外聚合物从活性污泥外

表面脱落，脱落的胞外聚合物由于重量较轻，从第二旋流分离器23的第二溢流口234外排出

去，其余的活性污泥从第二旋流分离器23的第二底流口233出去回流至生化池21中，由于活

性污泥外表面包裹的部分胞外聚合物脱落，使可降解污水中的微生物重新附着在活性污泥

的表面，微生物再次用于降解污水中的有机物，从而提高了沉淀池22中剩余的活性污泥的

活性，经过检测，通过旋流分离器处理后，活性污泥的活性至少提高了15％。第二旋流分离

器23不但能够提高活性污泥的活性，还能通过调整第二旋流分离器23分流比，优化旋流强

度，实现污泥活性分选，也即是将活性较高的活性污泥筛选出来，活性较低的污泥筛选出去

进入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处理，进一步提高回流至生化池21中活性污泥的活性，

提高生化池21中的降解效率。可见，本发明避免了沉淀池22中剩余的活性污泥直接浪费，提

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减小了微生物的消耗量，降低了整个二级处理系统的成本，也同时提高

了生化池中的降解效率。再经过大量试验和实践得出，将第一器体231水平设置，第二进料

管232竖向设置在第一器体231的侧部，第二底流口233设置在第一器体231的左侧，第二溢

流口234设置在第一器体231的右侧，这样设置后沉淀池22中剩余的活性污泥通过第二旋流

分离器23处理后，活性污泥的活性至少提高了20％。

[0029] 目前，深度处理系统包括混凝沉淀池、消毒池，在混凝沉淀池、消毒池中的处理方

式为根据水质情况投加药剂来达到去除污染物的目的，混凝沉淀池中加入混凝剂，混凝剂

通常选用铝盐，消毒池中加入消毒剂，消毒剂通常选用液氯、次氯酸钠、二氧化氯，通过药剂

去除污染物的效果不但容易受污水水质影响，污水处理效果较差，若调控不当则会增加制

水成本，而且占地面积大，还会产生其他不良影响。本发明深度处理系统优选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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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再如图  1所示，深度处理系统包括连接的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纳滤装置32，纳滤装置

32与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相连接，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与第一沸腾床分离器13结构相同，

沉淀池  22与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相连接。生活污水处理时，当通过沉淀池22处理后的污水

直接进入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中，沉淀池22中的剩余污泥一部分回流进入生化池21中继续

使用，一部分进入剩余污泥非相变干化处理系统中进行处理，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中的分

离媒质床层将污水中的悬浮物及部分的溶解性有机物去除，随后污水经过纳滤装置32进一

步的去除污水中的悬浮物、胶体、有机物、总氮，直至达到外排入自然水体或回用的标准。分

离媒质床层为颗粒状的分离媒质，颗粒状优选为球形，分离媒质粒径在0.1‑0.2mm之间，分

离媒质床层为一种或多种颗粒状分离媒质构成，其材质为对污水中污染物具有较强的吸附

性的有机或者无机材料，特别是对污水中悬浮物及部分的溶解性有机物有较强的吸附作

用，同样可以是无烟煤、活性炭等。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使用一段时间后，分离媒质床层中

的分离媒质的表面上吸附了很多的污染物，也可以对分离媒质床层进行反冲洗实现分离媒

质的再生，达到分离媒质重复使用的目的，降低成本。可见，仅通过第二沸腾床分离器31、纳

滤装置32就能完成污水处理的深度处理，不再需要修建混凝沉淀池、消毒池，也不需要使用

化学药剂及消毒剂，处理效果不易受水质及环境条件的影响，提高了污水的处理效果，结构

简单，深度处理系统占地面积小，成本低，易实现自动化，效率高，利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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