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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

净化工艺，污水净化系统包括沉淀池、一级净化

池、二级净化池、三级净化池和四级净化池，沉淀

池、一级净化池、二级净化池、三级净化池和四级

净化池之间设置有水泵和管道用于输送液体；所

述沉淀池为上端开口的水池结构，开口处设置有

倾斜的过滤池；所述一级净化池、二级净化池、三

级净化池和四级净化池的主体结构均为上端开

口侧池体，一级净化池、二级净化池和三级净化

池内均设置有搅拌装置，所述二级净化池上还设

置有曝气管，曝气管连接气泵，曝气管出气口位

于池体内下部。所述的多级污水净化系统设备简

单，建设成本低，利用所述净化系统的污水净化

工艺步骤合理，净化效果好，适于普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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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沉淀池(1)、一级净化池(2)、二级净化池

(3)、三级净化池(4)和四级净化池(5)，沉淀池(1)、一级净化池(2)、二级净化池(3)、三级净

化池(4)和四级净化池(5)之间设置有水泵(7)和管道用于输送液体；所述沉淀池(1)为上端

开口的水池结构，开口处边缘设置有倾斜的过滤池(11)，所述过滤池(11)底面为筛网(12)，

过滤池(11)开口朝向沉淀池(1)外侧，且过滤池(11)开口下方设置有传送带(13)；所述一级

净化池(2)、二级净化池(3)、三级净化池(4)和四级净化池(5)的主体结构均为上端开口侧

池体(20)，一级净化池(2)、二级净化池(3)和三级净化池(4)内均设置有搅拌装置，所述二

级净化池(3)上还设置有曝气管(31)，曝气管(31)连接气泵(32)，曝气管(31)出气口位于池

体(20)内下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装置包括在池体

(20)开口处均通过支架(23)设置有两条平行的无杆气缸(21)，无杆气缸(21)滑动头(22)下

端连接搅拌网(24)，所述搅拌网(24)包括两条分别与滑动头(22)连接的纵杆(25)，两条纵

杆(25)上均匀设置有多根互相平行的横杆(26)，搅拌网(24)可跟随无杆气缸(21)滑动头

(22)在池体(20)内往复运动。

3.一种多级污水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1)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1)底部的沉降物质；

b、将沉淀池(1)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到一级净化池(2)，将一级净化池(2)的pH值调

为7-8，进行搅拌20-30min，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清理一级污水净化层底

部的沉淀物质；

c、将一级净化池(2)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二级净化池(3)，通过气泵(32)和曝

气管(31)向二级净化池(3)内的曝气，曝气的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

12-24小时，进行沉淀，最后将二级净化池(3)的底部沉淀物质进行清理；

d、将二级净化池(3)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三级净化池(4)，在三级净化池(4)内

投入污水处理剂，进行搅拌后静置3-4小时，进行沉淀；

e、将三级净化池(4)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清除，上

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四级污水净化池，静置1-2天；

f、将四级污水净化池中静置后的水体送入自来水站(6)进行水处理，并送入各个供水

点。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

所述多孔吸附剂为冲洗过的燃烧后煤渣。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

气泵(32)向二级净化池(3)内曝入的气体为臭氧。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

污水处理剂包括按质量份数的以下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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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

处理剂中聚丙烯酰胺为液体，其余各物质均为粉末材料，粒径不超过1mm。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

污水处理剂添加的质量与污水质量之比为1∶5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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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污水，通常指受一定污染的、来自生活和生产的排出水。污水主要有生活污水、工

业废水和初期雨水。污水的主要污染物有病原体污染物、耗氧污染物、固体漂浮物和固体颗

粒物等。按照污水来源，污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工业废水来自制造采矿和工业生产活

动的污水，包括来自与工业或者商业储藏、加工的径流活渗沥液，以及其它不是生活污水的

废水。第二类：生活污水来自住宅、写字楼、机关或相类似的污水；卫生污水；下水道污水，包

括下水道系统中生活污水中混合的工业废水。第三类：商业污水来自商业设施而且某些成

分超过生活污水的无毒、无害的污水。如餐饮污水。洗衣房污水、动物饲养污水，发廊产生的

污水等。第四类：表面径流来自雨水、雪水、高速公路下水，来自城市和工业地区的水等等，

表面径流没有渗进土壤，沿街道和陆地进入地下水。

[0003] 由上述可知，现代城市生活中污水产量巨大，如何对污水进行处理已经是影响现

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传统的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需要在污水中添加许多

净化剂，且伴随有蒸馏等工艺，所需步骤繁杂，设备繁多，治理时间长，投入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目前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

及污水净化工艺，简化污水处理步骤，减少设备投入。

[0005]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包括沉淀池、一

级净化池、二级净化池、三级净化池和四级净化池，沉淀池、一级净化池、二级净化池、三级

净化池和四级净化池之间设置有水泵和管道用于输送液体；所述沉淀池为上端开口的水池

结构，开口处边缘设置有倾斜的过滤池，所述过滤池底面为筛网，过滤池开口朝向沉淀池外

侧，且过滤池开口下方设置有传送带；所述一级净化池、二级净化池、三级净化池和四级净

化池的主体结构均为上端开口侧池体，一级净化池、二级净化池和三级净化池内均设置有

搅拌装置，所述二级净化池上还设置有曝气管，曝气管连接气泵，曝气管出气口位于池体内

下部。

[0006]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所述搅拌装置包括在池体开口处均通过支架设置有两条

平行的无杆气缸，无杆气缸滑动头下端连接搅拌网，所述搅拌网包括两条分别与滑动头连

接的纵杆，两条纵杆上均匀设置有多根互相平行的横杆，搅拌网可跟随无杆气缸滑动头在

池体内往复运动。

[0007] 一种多级污水净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8]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底部的沉降物质；

[0009] b、将沉淀池上层污水通过水泵送到一级净化池，将一级净化池的pH值调为7-8，进

行搅拌20-30min，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清理一级污水净化层底部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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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0010] c、将一级净化池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送入二级净化池，通过气泵和曝气管向二级

净化池内的曝气，曝气的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12-24  小时，进行沉

淀，最后将二级净化池的底部沉淀物质进行清理；

[0011] d、将二级净化池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送入三级净化池，在三级净化池内投入污水

处理剂，进行搅拌后静置3-4小时，进行沉淀；

[0012] e、将三级净化池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清除，

上层污水通过水泵送入四级污水净化池，静置1-2天；

[0013] f、将四级污水净化池中静置后的水体送入自来水站进行水处理，并送入各个供水

点。

[0014]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步骤b中，所述多孔吸附剂为冲洗过的燃烧后煤渣。

[0015]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步骤c中，气泵向二级净化池内曝入的气体为臭氧。

[0016]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步骤d中，污水处理剂包括按质量份数的以下物质：

[0017]

[0018]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所述污水处理剂中聚丙烯酰胺为液体，其余各物质均为

粉末材料，粒径不超过1mm。

[0019]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步骤d中，污水处理剂添加的质量与污水质量之比为1∶

50-1∶40。

[0020] 有益效果：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提供了一种多

级污水净化系统，设备简单，投入成本低，可普遍用于各个化工厂或者小型污水站进行污水

处理，分散污水处理点，减少污水集中于污水处理厂的运输成本，提高污水净化效率。

[0021] 同时，利用所述的多级污水净化系统，所使用的污水净化工艺步骤简单，无需使用

蒸馏塔等大型设备，大大减少设备投入成本。所述的污水净化工艺步骤合理，可连续不断的

进行污水处理，大大提高污水处理效率。步骤b中，一级净化池通过使用固体吸附剂，利用物

理吸附的方式对污水进行初步净化处理，所使用的固体吸附剂为冲洗过的燃烧后煤渣，是

对工业废物的再利用，节约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步骤c中，通过添加氧化剂，杀死水中微生

物，并通过凝絮剂使水中杂质絮化，方便对其进行清除。步骤d中使用一种污水处理剂对水

中有机物进行进一步处理。

[0022] 污水处理剂中包括有聚丙烯酰胺，为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不溶于大多数有机溶

剂，具有良好的絮凝性，可以降低液体之间的磨擦阻力，能有效对水中杂质进行凝絮聚团，

同时可以将污水处理剂颗粒进行聚团，方便后期过滤。污水处理剂中还包括硅藻土，硅藻土

将水中的油脂、蛋白质、纤维等物质吸附沉淀，达到净化的目的。碳酸钙为多孔结构，与硅藻

土结合，一方面可以作为硅藻土中微生物培养基，提高硅藻土净化作用，另一方面可以物理

吸附水中杂质。利用所述的污水处理剂，既能絮凝水中的污物，又可以抑制水中微生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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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同时污水处理机本身可以凝絮成团，方便后期过滤和清理。

[0023] 所述的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及污水净化工艺，设备简单，建设成本低，工艺步骤

合理，净化效果好，适于普遍推广。

附图说明

[0024] 图1、所述多级污水净化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所述沉淀池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所述一级净化池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所述搅拌网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所述二级净化池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列表：1、沉淀池；2、一级净化池；3、二级净化池；4、三级净化池；  5、四级

净化池；6、自来水站；7、水泵；11、过滤池；12、筛网；13、传送带；  20、池体；21、无杆气缸；22、

滑动头；23、支架；24、搅拌网；25、纵杆；  26、横杆；31、曝气管；32、气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

“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

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31] 如图1所示的一种多级污水净化系统，包括沉淀池1、一级净化池2、二级净化池3、

三级净化池4和四级净化池5，沉淀池1、一级净化池2、二级净化池3、三级净化池4和四级净

化池5之间设置有水泵7和管道用于输送液体。如图2所示，沉淀池1为上端开口的水池结构，

开口处边缘设置有倾斜的过滤池  11，过滤池11底面为筛网12，过滤池11开口朝向沉淀池1

外侧，且过滤池11  开口下方设置有传送带13。在将污水送入沉淀池1时，污水从过滤池11开

口处进入，经过筛网12的初步分筛，将体积较大的固体垃圾进行分离，留在过滤池  11内，并

可将其人工清扫至传送带13上，集中进行处理。如图3和5所示，一级净化池2、二级净化池3、

三级净化池4和四级净化池5的主体结构均为上端开口侧池体20，一级净化池2、二级净化池

3和三级净化池4内均设置有搅拌装置，二级净化池3上还设置有曝气管31，曝气管31连接气

泵32，曝气管31  出气口位于池体20内下部。搅拌装置包括在池体20开口处均通过支架23设

置有两条平行的无杆气缸21，无杆气缸21滑动头22下端连接搅拌网24。如图5  所示，搅拌网

24包括两条分别与滑动头22连接的纵杆25，两条纵杆25上均匀设置有多根互相平行的横杆

26，搅拌网24可跟随无杆气缸21滑动头22在池体  20内往复运动

[0032] 利用上述多级污水净化系统的污水净化工艺有如下实施例：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污水净化工艺，步骤包括：

[0035]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1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1底部的沉降物质；

[0036] b、将沉淀池1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到一级净化池2，将一级净化池2的  pH值调为

8，进行搅拌30min，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清理一级污水净化层底部的沉

淀物质，多孔吸附剂为冲洗过的燃烧后煤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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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c、将一级净化池2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二级净化池3，通过气泵32  和曝气管

31向二级净化池3内的曝入臭氧，曝气的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24小

时，进行沉淀，最后将二级净化池3的底部沉淀物质进行清理；

[0038] d、将二级净化池3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三级净化池4，在三级净化池4内投入

污水处理剂，进行搅拌后静置4小时，进行沉淀，污水处理剂组分如下：

[0039]

[0040]

[0041] 其中聚丙烯酰胺为液体，其余各物质均为粉末材料，粒径不超过1mm，污水处理剂

添加的质量与污水质量之比为1∶40。

[0042] e、将三级净化池4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清除，

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四级污水净化池，静置2天；

[0043] f、将四级污水净化池中静置后的水体送入自来水站6进行水处理，并送入各个供

水点。

[0044] 实施例2

[0045] 一种污水净化工艺，步骤包括：

[0046]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1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1底部的沉降物质；

[0047] b、将沉淀池1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到一级净化池2，将一级净化池2的  pH值调为

7，进行搅拌20min，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清理一级污水净化层底部的沉

淀物质，多孔吸附剂为冲洗过的燃烧后煤渣；

[0048] c、将一级净化池2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二级净化池3，通过气泵32  和曝气管

31向二级净化池3内的曝入臭氧，曝气的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12小

时，进行沉淀，最后将二级净化池3的底部沉淀物质进行清理；

[0049] d、将二级净化池3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三级净化池4，在三级净化池4内投入

污水处理剂，进行搅拌后静置3小时，进行沉淀，污水处理剂组分如下：

[0050]

[0051] 其中聚丙烯酰胺为液体，其余各物质均为粉末材料，粒径不超过1mm，污水处理剂

添加的质量与污水质量之比为1∶50。

[0052] e、将三级净化池4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清除，

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四级污水净化池，静置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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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f、将四级污水净化池中静置后的水体送入自来水站6进行水处理，并送入各个供

水点。

[0054] 实施例3

[0055] 一种污水净化工艺，步骤包括：

[0056]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1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1底部的沉降物质；

[0057] b、将沉淀池1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到一级净化池2，将一级净化池2的  pH值调为

7.5，进行搅拌25min，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清理一级污水净化层底部的

沉淀物质，多孔吸附剂为冲洗过的燃烧后煤渣；

[0058] c、将一级净化池2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二级净化池3，通过气泵32  和曝气管

31向二级净化池3内的曝入臭氧，曝气的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18小

时，进行沉淀，最后将二级净化池3的底部沉淀物质进行清理；

[0059] d、将二级净化池3的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三级净化池4，在三级净化池4内投入

污水处理剂，进行搅拌后静置3.5小时，进行沉淀，污水处理剂组分如下：

[0060]

[0061] 其中聚丙烯酰胺为液体，其余各物质均为粉末材料，粒径不超过1mm，污水处理剂

添加的质量与污水质量之比为1∶45。

[0062] e、将三级净化池4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清除，

上层污水通过水泵7送入四级污水净化池，静置1.5天；

[0063] f、将四级污水净化池中静置后的水体送入自来水站6进行水处理，并送入各个供

水点。

[0064]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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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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