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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

理装置；该装置内设置有厌氧池、缺氧池、好氧

池、沉淀池、清水池，根据Bardenpho工艺特点，在

工艺前段增加了厌氧池I段、厌氧池II段，形成了

五段AO改良工艺；该装置内的厌氧区、缺氧区、好

氧区为圆形分区分段布置，整体环形布置，自然

折流、推流进、出水方式，有利于水体流动无死

角，降低能耗；该装置内设置的第一污水提升器、

第二污水提升器、污泥回流导流槽、第一硝化液

回流导流槽，可以回流污泥，按比例分配分别回

流污泥到厌氧池和缺氧池，利用进水中的有机物

和内源反硝化去除回流硝态氮，增加了污泥的反

硝化，有利于总氮的去除率；该装置结构严谨，布

局紧凑，节约占地空间，节约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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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它由厌氧池I段(1)、缺氧II池

(2)、第一污水提升器(4)、厌氧池II段(5)、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6)、污泥回流导流槽

(7)、曝气器(8)、缺氧I池(9)、好氧I池(10)、出水堰(12)、沉淀池(13)、好氧II池(15)、清水

池(16)、出水管(17)、污水进水管(19)、空气泵(21)、上罐体(23)、下罐体(24)部分组成，其

特征是：罐体内通过隔板设置有厌氧池I段(1)、缺氧II池(2)、厌氧池II段(5)、缺氧I池(9)、

好氧I池(10)、沉淀池(13)、好氧II池(15)、清水池(16)，缺氧II池(2)、好氧I池(10)、好氧II

池(15)位于罐体内中心，厌氧池I段(1)、厌氧池II段(5)、缺氧I池(9)、沉淀池(13)、清水池

(16)环绕在缺氧II池(2)、好氧I池(10)、好氧II池(15)外侧，形成圆形分区分段布置，罐体

侧壁上设置有出水管(17)、污水进水管(19)，出水管(17)另一端穿过罐体伸入到清水池

(16)内，污水进水管(19)另一端穿过罐体伸入到厌氧池I段(1)内，罐体上端设置有上罐口

(22)，上罐口(22)上设置有上盖(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厌氧池I段(1)通过导流孔(3)与厌氧池II段(5)相连通，厌氧池II段(5)通过导流孔(3)

与缺氧I池(9)相连通，厌氧池II段(5)内设置有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6)，缺氧I池(9)内

设置有污泥回流导流槽(7)，缺氧I池(9)通过导流孔(3)与好氧I池(10)相连通，好氧I池

(10)一端通过第一污水提升器(4)与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6)相连通，好氧I池(10)内回

流经第一污水提升器(4)、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6)回流到缺氧I池(9)前端，好氧I池(10)

通过导流孔(3)与缺氧II池(2)，缺氧II池(2)通过导流孔(3)与好氧II池(15)相连通，好氧

II池(15)通过第三污水提升器(14)、第二硝化液回流导流槽(18)与缺氧II池(2)相连接，好

氧II池(15)通过出水堰(12)与沉淀池(13)相连通，沉淀池(13)内的沉淀污泥经第二污水提

升器(11)、污泥回流导流槽(7)将回流污泥按比例分配分别回流到厌氧池I段(1)和缺氧I池

(9)，沉淀池(13)通过第二污水提升器(11)与污泥回流导流槽(7)相连通，沉淀池(13)通过

出水堰(12)与清水池(16)相连通，清水池(16)通过导管与出水管(17)相连通，沉淀池(13)、

清水池(16)、厌氧池I段(1)内设置有污泥回流导流槽(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缺氧I池(9)、好氧II池(15)内设置有曝气器(8)，曝气器(8)通过导管与空气泵(21)相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厌氧池I段(1)、厌氧池II段(5)、缺氧I池(9)中均投加聚氨酯悬浮填料到池容的30-

45％，加聚氨酯悬浮填料块料为25*25*2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缺氧II池(2)、好氧I池(10)、好氧II池(15)中均添加柱状固定填料到池容的7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罐体由上罐体(23)、下罐体(24)组成，上罐体(23)、下罐体(24)之间通过法兰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空气泵(21)供电电源可采用220V市网供电或太阳能供电方式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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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属于污水处理

环保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我国农村人口多达8亿，每

年产生的生活污水达80多亿吨，96％的农村没有污水处理及收集系统，80％的村庄垃圾堆

放在路边甚至水源地、泄洪槽及水塘边，严重危害饮用水源安全和影响居民身体健康。

[0003] 目前，村镇污水环境综合整治迫在眉睫，且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我国村镇污水治理

起步较晚，市场份额很大，村镇污水治理技术种类和方式很多，应用比较好的工艺技术比

如，A/O工艺、A2/O工艺、SBR工艺、生物滤床、厌氧+人工湿地、净化槽工艺、一体化工艺技术

和设备类型，污水处理工艺技术和处理效果良莠不齐，普遍存在的缺点是：渗漏问题、堵塞

问题、建设成本高、施工期长、运行费用高、管理费用高、出水水质不稳定，造成农村污水处

理效率低下，环境治理效果甚微，而常规一体化A/O工艺采用机械搅拌，设备能耗大，混合效

果不佳，工艺脱氮效率低，回流要求高，难度大，分离效率低等不足。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了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

体化污水处理装置；通过该装置内设置有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清水池，根据

Bardenpho工艺特点，在工艺前段增加了厌氧池I段、厌氧池II段，形成了五段AO改良工艺；

而且，该装置内的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为圆形分区分段布置，整体环形布置，自然折流、

推流进、出水方式，有利于水体流动无死角，降低能耗；同时，该装置内设置的第一污水提升

器、第二污水提升器、污泥回流导流槽、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可以回流污泥，按比例分配

分别回流污泥到厌氧池和缺氧池，利用进水中的有机物和内源反硝化去除回流硝态氮，增

加了污泥的反硝化，有利于总氮的去除率；另外，该装置结构严谨，设计合理，布局紧凑，节

约占地空间，节约运行成本，适合面向社会推广使用。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的。

[0006] 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它由厌氧池I段、缺氧II池、第

一污水提升器、厌氧池II段、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污泥回流导流槽、曝气器、缺氧I池、好

氧I池、出水堰、沉淀池、好氧II池、清水池、出水管、污水进水管、空气泵、上罐体、下罐体部

分组成，其特征是：罐体内通过隔板设置有厌氧池I段、缺氧II池、厌氧池II段、缺氧I池、好

氧I池、沉淀池、好氧II池、清水池，缺氧II池、好氧I池、好氧II池位于罐体内中心，厌氧池I

段、厌氧池II段、缺氧I池、沉淀池、清水池环绕在缺氧II池、好氧I池、好氧II池外侧，形成圆

形分区分段布置，罐体侧壁上设置有出水管、污水进水管，出水管另一端穿过罐体伸入到清

水池内，污水进水管另一端穿过罐体伸入到厌氧池I段内，罐体上端设置有上罐口，上罐口

上设置有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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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的厌氧池I段通过导流孔与厌氧池II段相连通，厌氧池II段通过导流孔与缺

氧I池相连通，厌氧池II段内设置有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缺氧I池内设置有污泥回流导

流槽，缺氧I池通过导流孔与好氧I池相连通，好氧I池一端通过第一污水提升器与第一硝化

液回流导流槽相连通，好氧I池内回流经第一污水提升器、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回流到缺

氧I池前端，好氧I池通过导流孔与缺氧II池，缺氧II池通过导流孔与好氧II池相连通，好氧

II池通过第三污水提升器、第二硝化液回流导流槽与缺氧II池相连接，好氧II池通过出水

堰与沉淀池相连通，沉淀池内的沉淀污泥经第二污水提升器、污泥回流导流槽将回流污泥

按比例分配分别回流到厌氧池I段和缺氧I池，沉淀池通过第二污水提升器与污泥回流导流

槽相连通，沉淀池通过出水堰与清水池相连通，清水池通过导管与出水管相连通，沉淀池、

清水池、厌氧池I段内设置有污泥回流导流槽。

[0008] 所述的缺氧I池、好氧II池内设置有曝气器，曝气器通过导管与空气泵相连接。

[0009] 所述的厌氧池I段、厌氧池II段、缺氧I池中均投加聚氨酯悬浮填料到池容的30-

45％，加聚氨酯悬浮填料块料为25*25*25mm。

[0010] 所述的缺氧II池、好氧I池、好氧II池中均添加柱状固定填料到池容的70％。

[0011] 所述的罐体由上罐体、下罐体组成，上罐体、下罐体之间通过法兰固定连接。

[0012] 所述的空气泵供电电源可采用220V市网供电或太阳能供电方式均可。

[0013] 本实用新型主要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4] 1、该装置内设置有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清水池，根据Bardenpho工艺

特点，在工艺前段增加了厌氧池I段、厌氧池II段，形成了五段AO改良工艺。

[0015] 2、该装置内的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为圆形分区分段布置，整体环形布置，自然

折流、推流进、出水方式，有利于水体流动无死角，降低能耗。

[0016] 3、该装置内设置的第一污水提升器、第二污水提升器、污泥回流导流槽、第一硝化

液回流导流槽，可以回流污泥，按比例分配分别回流污泥到厌氧池和缺氧池，利用进水中的

有机物和内源反硝化去除回流硝态氮，增加了污泥的反硝化，有利于总氮的去除率。

[0017] 4、该装置结构严谨，设计合理，布局紧凑，节约占地空间，节约运行成本，适合面向

社会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的俯视结构

示意图。

[0019]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的立面结构

示意图。

[0020] 如图1-图2所示，图中各个部分由下列阿拉伯数字表示：

[0021] 厌氧池I段-1、缺氧II池-2、导流孔-3、第一污水提升器-4、厌氧池II段-5、第一硝

化液回流导流槽-6、污泥回流导流槽-7、曝气器-8、缺氧I池-9、好氧I池-10、第二污水提升

器-11、出水堰-12、沉淀池-13、第三污水提升器-14、好氧II池-15、清水池-16、出水管-17、

第二硝化液回流导流槽-18、污水进水管-19、上盖-20、空气泵-21、上罐口-22、上罐体-23、

下罐体-24。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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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

[0024] 如图1-图2所示，一种适合农村分散式户用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它由厌氧池I

段1、缺氧II池2、第一污水提升器4、厌氧池II段5、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6、污泥回流导流

槽7、曝气器8、缺氧I池9、好氧I池10、出水堰12、沉淀池13、好氧II池15、清水池16、出水管

17、污水进水管19、空气泵21、上罐体23、下罐体24部分组成。

[0025] 如图1-图2所示，罐体内通过隔板设置有厌氧池I段1、缺氧II池2、厌氧池II段5、缺

氧I池9、好氧I池10、沉淀池13、好氧II池15、清水池16，缺氧II池2、好氧I池10、好氧II池15

位于罐体内中心，厌氧池I段1、厌氧池II段5、缺氧I池9、沉淀池13、清水池16环绕在缺氧II

池2、好氧I池10、好氧II池15外侧，形成圆形分区分段布置，罐体侧壁上设置有出水管17、污

水进水管19，出水管17另一端穿过罐体伸入到清水池16内，污水进水管19另一端穿过罐体

伸入到厌氧池I段1内，罐体上端设置有上罐口22，上罐口22上设置有上盖20。

[0026] 所述的厌氧池I段1通过导流孔3与厌氧池II段5相连通，厌氧池II段5通过导流孔3

与缺氧I池9相连通，厌氧池II段5内设置有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6，缺氧I池9内设置有污

泥回流导流槽7，缺氧I池9通过导流孔3与好氧I池10相连通，好氧I池10一端通过第一污水

提升器4与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6相连通，好氧I池10内回流经第一污水提升器4、第一硝

化液回流导流槽6回流到缺氧I池一9前端，好氧I池10通过导流孔3与缺氧II池2，缺氧II池2

通过导流孔3与好氧II池15相连通，好氧II池15通过第三污水提升器14、第二硝化液回流导

流槽18与缺氧II池2相连接，好氧II池15通过出水堰12与沉淀池13相连通，沉淀池13内的沉

淀污泥经第二污水提升器11、污泥回流导流槽7将回流污泥按比例分配分别回流到厌氧池I

段1和缺氧I池9，沉淀池13通过第二污水提升器11与污泥回流导流槽7相连通，沉淀池13通

过出水堰12与清水池16相连通，清水池16通过导管与出水管17相连通，沉淀池13、清水池

16、厌氧池I段1内设置有污泥回流导流槽7。

[0027] 所述的缺氧I池9、好氧II池15内设置有曝气器8，曝气器8通过导管与空气泵21相

连接。

[0028] 所述的厌氧池I段1、厌氧池II段5、缺氧I池9中均投加聚氨酯悬浮填料到池容的

30-45％，加聚氨酯悬浮填料块料为25*25*25mm。

[0029] 所述的缺氧II池2、好氧I池10、好氧II池15中均添加柱状固定填料到池容的70％。

[0030] 所述的罐体由上罐体23、下罐体24组成，上罐体23、下罐体24之间通过法兰固定连

接。

[0031] 所述的空气泵21供电电源可采用220V市网供电或太阳能供电方式均可。

[0032] 经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经污水进水管19进入厌氧池I段1，污水从底部出水孔进入

厌氧池II段5，出水经导流孔3进入进入缺氧I池9，反硝化细菌利用原水中有机碳将回流混

合液中的硝酸氮还原；污水在缺氧I池9，经导流孔3从底部进入好氧I池10，在好氧I池10区

中通过曝气器8提供生物反应所需氧气进行生化反应，降解有机物，在好氧I池10中发生含

碳有机物的氧化降解，同时进行含氮有机物的硝化反应，使有机氮和氨氮转化为硝酸盐氮，

硝化液回流经第一污水提升器4、第一硝化液回流导流槽6回流到缺氧I池9前端；

[0033] 好氧I池10反应后的污水经上部导流孔3进入缺氧II池2，好氧I池10的处理出水进

入缺氧II池2，利用好氧段产生的硝酸盐作为电子受体，利用剩余的碳源或内碳源作为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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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进一步提高反硝化效果，废水中的硝酸氮进一步被还原为氮气，降低了出水中的总氮

量，提高了污泥的沉降性能，污水经导流孔3进入好氧II池15；

[0034] 好氧II池15中，通过曝气器8提供生物反应所需氧气进行生化反应，吹脱剩余的氮

气，同时，硝化液进一步经第三污水提升器14、第二硝化液回流导流槽18回流到缺氧II池2

前端，污水经出水堰12进入沉淀池13；

[0035] 在沉淀池13中经过泥水分离，沉淀污泥经第二污水提升器11、污泥回流导流槽-7

将回流污泥按比例分配分别回流到厌氧池I段1和缺氧I池9，上清液经出水堰12进入清水池

16；清水池16储存清水经出水管17外排；

[0036] 在以上的处理方法中，经预处理后的污水通过污水进水管19进入厌氧池I段1，沉

淀池13回流的污泥经污泥回流导流槽7调节回分配回流污泥量，其中回流污泥的10-20％回

流到厌氧池I段1，与原污水混合后进入缺氧I池9，另一部分回流污泥的80-90％回流到缺氧

I池9，与好氧池硝化液回流污水，厌氧池进水完全混合，这样的回流分配将避免使大量的

NO3-(N02-)带回至厌氧段，保证了聚磷菌对磷的有效释放，提高了聚磷菌在好氧段的吸磷

效果；在有效降解有机物的同时，保证了聚磷菌和反硝化菌有足够的有机营养物，使系统内

达到同步除磷脱氮的目的。

[0037] 沉淀池13回流污泥通过第二污水提升器11经污泥回流导流槽7，按比例合理分配

分别回流到厌氧池I段1和缺氧I池9，微生物利用进水中的有机物和内源反硝化去除回流硝

态氮，调节厌氧池I段1回流量，消除硝态氮对厌氧池的不利影响，有利于聚磷菌的释磷，从

而为好氧区的吸磷提供更大的潜力，增加了污泥的反硝化，有利于进水中总氮的去除率。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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