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2047410.8

(22)申请日 2018.12.07

(73)专利权人 上海海澄水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01707 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鹤国路

599号4幢2层第3间

(72)发明人 拾井凯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唯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1229

代理人 汪家瀚

(51)Int.Cl.

C02F 9/1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污水处理设备

(57)摘要

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

域，其技术要点在于：包括集水池、调节池、水解

池、好氧池、MBR池和清水集水池；所述集水池一

端设置有若干组污水进水管，所述集水池内设置

有一级过滤装置，所示集水池通过管路和水泵依

次与调节池、水解池、好氧池、MBR池、和清水集水

池连通，所述MBR池还与污泥池连通，所述污泥池

内设置有辅助除泥装置。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水

解池、好氧池和MBR池，依次处理生活污水，增加

污水处理效果，同时在集水池内设置有一级过滤

装置和在污泥池内设置辅助除泥装置，在污水处

理的同时，具有辅助排除废弃物的功能，减少污

水处理的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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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集水池(1)、调节池(2)、水解池(3)、好氧

池(4)、MBR池(5)和清水集水池(6)；所述第一集水池(1)一端设置有若干组污水进水管，所

述第一集水池(1)内设置有一级过滤装置(7)，所述一级过滤装置(7)右侧的第一集水池(1)

内设置有集水出水管，所述集水出水管与第一水泵(9)的进水口连通，所述第一水泵(9)的

出水口与一组集水排水管连接，所述集水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调节池(2)的池底，所述调

节池(2)内还设置有调节出水管，所述调节出水管与第二水泵(10)的进水口连通，所述第二

水泵(10)的出水口与一组调节排水管连通，所述调节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所述水解池

(3)的池底，所述水解池(3)内还设置有水解出水管，所述水解出水管与第三水泵(11)的进

水口连通，所述第三水泵(11)的出水口与一组水解排水管连接，所述水解排水管的出水口

设置在所述好氧池(4)的池底，所述好氧池(4)内设置有曝气装置，所述好氧池(4)内还设置

有好氧出水管，所述好氧出水管与第四水泵(12)的进水口连通，所述第四水泵(12)的出水

口与好氧排水管连通，所述好氧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MBR池(5)的池底，所述MBR池(5)内

设置有若干组并列设置的MBR膜，所述MBR池(5)内还设置有一组清水出水管，所述清水出水

管与清水水泵(13)连接，所述清水水泵(13)通过管路与清水集水池(6)连通；所述MBR池(5)

还通过污泥管与一组污泥泵(16)连通，所述污泥泵(16)的另一端通过污泥管与污泥池(15)

连接，所述污泥池(15)内设置有辅助除泥装置(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过滤装置(7)包括竖

直过滤框架(71)，所述竖直过滤框架(71)垂直设置在所述第一集水池(1)内部，所述竖直过

滤框架(71)内镶嵌有并列的过滤网罩(72)，所述过滤网罩(72)的网眼的尺寸从左到右依次

减小，所述竖直过滤框架(71)将所述第一集水池(1)分割为排污池(73)和循环池(74)，所述

排污池(73)内设置有污物去除装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污物去除装置包括一组去

除框架(75)，所述去除框架(75)内部镶嵌有去除网，所述去除框架(75)还与两组升降液压

缸(76)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液压缸(76)设置在第一集水池(1)的池壁上加工的安装凹槽内。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装置包括若干组曝气

管(41)，所有曝气管(41)均与一组气源管连通，所述气源管连接曝气气源(42)。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除泥装置(8)包括除

泥槽(81)，所述除泥槽(81)设置在污泥池(15)池底，所述除泥槽(81)的两端分别与一组升

降驱动装置连接，所述升降驱动装置设置在所述污泥池(15)的两端。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驱动装置包括一组升

降驱动电机(82)，所述升降驱动电机(82)主轴通过减速器与驱动滚筒(83)连接，所述驱动

滚筒(83)上缠绕有升降钢丝绳(84)，所述升降钢丝绳(84)通过转向滚轮(85)与除泥槽(81)

的侧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向滚轮(85)通过滚轮架设置在所述污泥池(15)的池壁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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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污水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污水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问题，而我国

的缺水形势更为严峻。与此同时，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己成为制约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迫切要求适合时代发展的污水资源化技术，以缓解水资

源短缺状况。因此，近年来各种新型、改良型的处理生活污水技术不断出现。但是目前的生

活污水处理处理效果较差，且处理过程中不具有辅助排污功能，虽然污水处理达标，但是无

形中增加了处理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克服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污水处理设备，其通过设置水解池、

好氧池和MBR池，依次处理生活污水，增加污水处理效果，同时在第一集水池内设置有一级

过滤装置和在污泥池内设置辅助除泥装置，在污水处理的同时，具有辅助排除废弃物的功

能，减少污水处理的人工成本。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污水处理设备，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在于：包括第一

集水池、调节池、水解池、好氧池、MBR池和清水集水池；所述第一集水池一端设置有若干组

污水进水管，所述第一集水池内设置有一级过滤装置，所述一级过滤装置右侧的第一集水

池内设置有集水出水管，所述集水出水管与第一水泵的进水口连通，所述第一水泵的出水

口与一组集水排水管连接，所述集水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调节池的池底，所述调节池内

还设置有调节出水管，所述调节出水管与第二水泵的进水口连通，所述第二水泵的出水口

与一组调节排水管连通，所述调节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所述水解池的池底，污水在水解

池内停留2～4小时，起厌氧的作用，利用厌氧反应的水解酸化机理，主要分解废水中难于好

氧生物处理的大分子有机污染物，在消解BOD的过程中，使难降解的大分子、高分子有机污

染物水解断链，降解为易于好氧生物处理的低分子有机酸等，使原水的可生化性能得到了

极大的改善，水流通过自身流动对装置内部污泥进行搅拌，使厌氧消化进行的更加充分，提

高污泥负荷，所述水解池内还设置有水解出水管，所述水解出水管与第三水泵的进水口连

通，所述第三水泵的出水口与一组水解排水管连接，所述水解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所述

好氧池的池底，所述好氧池内设置有曝气装置，所述好氧池内还设置有好氧出水管，所述好

氧出水管与第四水泵的进水口连通，所述第四水泵的出水口与好氧排水管连通，所述好氧

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MBR池的池底，所述MBR池内设置有若干组并列设置的MBR膜，所述

MBR池内还设置有一组清水出水管，所述清水出水管与清水水泵连接，所述清水水泵通过管

路与清水集水池连通；所述MBR  池还通过污泥管与一组污泥泵连通，所述污泥泵的另一端

通过污泥管与污泥池连接，所述污泥池内设置有辅助除泥装置。

[0005] 进一步的，所述一级过滤装置包括竖直过滤框架，所述竖直过滤框架垂直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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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集水池内部，所述竖直过滤框架内镶嵌有并列的过滤网罩，所述过滤网罩的网眼

的尺寸从左到右依次减小，所述竖直过滤框架将所述第一集水池分割为排污池和循环池，

所述排污池内设置有污物去除装置；设置多层过滤网罩，增加过滤效果，避免小颗粒进入下

一级反应池内，影响反应的正常进行。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污物去除装置包括一组去除框架，所述去除框架内部镶嵌有去除

网，所述去除框架还与两组升降液压缸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液压缸设置在第一集水池的池

壁上加工的安装凹槽内。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曝气装置包括若干组曝气管，所有曝气管均与一组气源管连通，所

述气源管与曝气气源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辅助除泥装置包括除泥槽，所述除泥槽设置在污泥池池底，所述除

泥槽的两端分别与一组升降驱动装置连接，所述升降驱动装置设置在所述污泥池的两端。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升降驱动装置包括一组升降驱动电机，所述升降驱动电机主轴通

过减速器与驱动滚筒连接，所述驱动滚筒上缠绕有升降钢丝绳，所述升降钢丝绳通过转向

滚轮与除泥槽的侧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向滚轮通过滚轮架设置在所述污泥池的池壁上方。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水解池、好氧池和MBR池，依次处

理生活污水，增加污水处理效果，同时在第一集水池内设置有一级过滤装置和在污泥池内

设置辅助除泥装置，在污水处理的同时，具有辅助排除废弃物的功能，减少污水处理的人工

成本；

[0011]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第一集水池内设置有一级过滤装置，首先通过竖直过滤框架内

的过滤网罩将生活污水中污物隔绝在竖直过滤框架隔绝出的排污池内，排污池内设置有去

除框架，去除框架平时处在排污池底部，当需要将排污池内的污物一次性去除时，通过升降

液压缸将去除框架顶升，将水中污物完全过滤出水中，方便人工清理，不需要打捞，减少了

人工成本；

[0012] 本实用新型在第一集水池和水解池之间设置调节池，由于污水每天各时段的污水

量不尽相同，污水的水质状况差别也很大，为使污水处理过程持续、均衡进行，设立调节池

起到调节污水量、均衡水质的作用；

[0013]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污泥池内设置辅助除泥装置，大量污泥进入污泥池内，污泥池

内积攒大量污泥，当需要人工清除时，启动升降驱动装置，驱动除泥槽升起，除泥槽侧端加

工有污泥出口，污泥出口上设置有排污门，打开排污门将污泥排除，减少人工排污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级过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辅助除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好氧池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参照图1-4，该污水处理设备，包括第一集水池1、调节池2、水解池3、好氧池4、MBR 

池5和清水集水池6；所述第一集水池1一端设置有若干组污水进水管，所述第一集水池1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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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一级过滤装置7，所述一级过滤装置7右侧的第一集水池1内设置有集水出水管，所述

集水出水管与第一水泵9的进水口连通，所述第一水泵9的出水口与一组集水排水管连接，

所述集水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调节池2的池底，所述调节池2内还设置有调节出水管，所

述调节出水管与第二水泵10的进水口连通，所述第二水泵10的出水口与一组调节排水管连

通，所述调节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所述水解池3的池底，所述水解池3内还设置有水解出

水管，所述水解出水管与第三水泵11的进水口连通，所述第三水泵11的出水口与一组水解

排水管连接，所述水解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所述好氧池4的池底，所述好氧池4内设置有

曝气装置，所述好氧池4内还设置有好氧出水管，所述好氧出水管与第四水泵12的进水口连

通，所述第四水泵12的出水口与好氧排水管连通，所述好氧排水管的出水口设置在MBR池  5

的池底，所述MBR池5内设置有若干组并列设置的MBR膜，所述MBR池5内还设置有一组清水出

水管，所述清水出水管与清水水泵13连接，所述清水水泵13通过管路与清水集水池  6连通；

所述MBR池5还通过污泥管与一组污泥泵16连通，所述污泥泵16的另一端通过污泥管与污泥

池15连接，所述污泥池15内设置有辅助除泥装置8。

[0019] 具体的，所述一级过滤装置7包括竖直过滤框架71，所述竖直过滤框架71垂直设置

在所述第一集水池1内部，所述竖直过滤框架71内镶嵌有并列的过滤网罩72，所述过滤网罩 

72的网眼的尺寸从左到右依次减小，所述竖直过滤框架71将所述第一集水池1分割为排污

池73和循环池74，所述排污池73内设置有污物去除装置。

[0020] 具体的，所述污物去除装置包括一组去除框架75，所述去除框架75内部镶嵌有去

除网，所述去除框架75还与两组升降液压缸76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液压缸76设置在第一集

水池1 的池壁上加工的安装凹槽内。

[0021] 具体的，所述曝气装置包括若干组曝气管41，所有所述曝气管41均与一组气源管

连通，所述气源管与曝气气源42连接。

[0022] 具体的，所述辅助除泥装置8包括除泥槽81，所述除泥槽81设置在污泥池15池底，

所述除泥槽81的两端分别与一组升降驱动装置连接，所述升降驱动装置设置在所述污泥池

15 的两端。

[0023] 具体的，所述升降驱动装置包括一组升降驱动电机82，所述升降驱动电机82主轴

通过减速器与驱动滚筒83连接，所述驱动滚筒83上缠绕有升降钢丝绳84，所述升降钢丝绳

84  通过转向滚轮85与除泥槽81的侧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向滚轮85通过滚轮架设置在所述

污泥池15的池壁上方。

[0024]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

[0025] 首先，将生活污水通过污水进水管进入第一集水池，通过竖直过滤框架内的过滤

网罩将生活污水中污物隔绝在竖直过滤框架隔绝出的排污池内，排污池内设置有去除框

架，去除框架平时处在排污池底部，当需要将排污池内的污物一次性去除时，通过升降液压

缸将去除框架顶升，将水中污物完全过滤出水中，方便人工清楚，不需要打捞，减少了人工

成本，大块污物被隔绝后，通过第一水泵9将污水排入调节池2，由于污水每天各时段的污水

量不尽相同，污水的水质状况差别也很大，为使污水处理过程持续、均衡进行，设立调节池

起到调节污水量、均衡水质的作用，再由第二水泵10将污水排入水解池3，并以此经过好氧

池4、MBR  池5的净化和过滤，最终由清水水泵13排入清水集水池6，将污泥通过污泥泵排入

污泥池，积攒一定时间后，当需要人工清除时，启动升降驱动装置，驱动除泥槽升起，除泥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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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端加工有污泥出口，污泥出口上设置有排污门，打开排污门将污泥排除，减少人工排污成

本，由本过滤装置过滤前和过滤后的水质表如表1和表2所示；

[0026] 表1污水水质参数表

[0027]

[0028] 表2排水水质参数表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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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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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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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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