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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市政排水技术领域的一种AAO工

艺污水处理设备，包括一个罐体，上面设有进水

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混合液池、沉淀

池、污泥池和出水消毒池等八个功能池，各功能

池之间通过隔板分开。本发明用于解决农村分散

居民的生活污水常规AAO处理工艺中剩余污泥存

储、出水消毒、减少日常运维和污泥清运周期等

问题。生活污水经本发明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

后，可以大幅削减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氨

氮、总磷、SS和粪大肠杆菌，增加剩余污泥存储周

期便于定期清运、减小运维劳动强度，解决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运维强度大、频率高的问题，

有效提高出水达标率和降低运维成本。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7页

CN 211497105 U

2020.09.15

CN
 2
11
49
71
05
 U



1.一种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包括一个筒体(21)，上面设有一个进水口(1)、一个曝气

装置(5)、一个加药装置(6)、一个气提装置(7)、一个出水口(10)，其特征是通过1#隔板(2)、

2#隔板(13)、3#隔板(14)、4#隔板(16)、5#隔板(18)、6#隔板(19)、7#隔板(20)等七块隔板，

将筒体(21)内部划分为进水调节池(A)、厌氧池(B)、缺氧池(C)、好氧池(D)、混合液池(E)、

沉淀池(F)、污泥池(G)和出水消毒池(H)等八个功能区域，功能区之间分别用1#过水管

(12)、2#过水管(11)、3#过水管(15)、4#过水管(17)、6#过水管(8)、气提装置(7)、上清液回

流管(3)、混合液回流管(4)连通，且在筒体(21)上部设有1#检修口(22)、2#检修口(23)、3#

检修口(24)、4#检修口(25)、5#检修口(26)、6#检修口(27)等六个检修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口(1)为污水流

入筒体(21)的入口，所述出水口(10)为污水流出筒体(21)的出口，且所述进水口(1)的底部

高于出水口(10)的顶部，实现污水在筒体(21)内部的自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调节池(A)位于

进水口(1)和1#隔板(2)之间，且所述1#隔板(2)的中部偏下位置设有1#过水管(12)，使得进

水调节池(A)与厌氧池(B)连通，实现对进水调质、对悬浮物和沉降物拦截的功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池(B)位于1#隔

板(2)和2#隔板(13)之间，且所述2#隔板(13)的上部位置设有2#过水管(11)，使得厌氧池

(B)与缺氧池(C)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缺氧池(C)位于2#隔

板(13)和3#隔板(14)之间，所述3#隔板(14)的底部位置设有3#过水管(15)，使得缺氧池(C)

与好氧池(D)连通，所述3#隔板(14)的上部位置设有混合液回流管(4)，使得缺氧池(C)与混

合液池(E)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好氧池(D)位于3#隔

板(14)和4#隔板(16)之间，所述4#隔板(16)的底部位置设有4#过水管(17)，使得好氧池(D)

与混合液池(E)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装置(5)是一个

倒T字型的管道结构，压缩空气从上部管口进入好氧池(D)。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液池(E)位于4#

隔板(16)和5#隔板(18)之间，所述5#隔板(18)的上部位置设有加药装置(6)，使得混合液池

(E)与沉淀池(F)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F)位于5#隔

板(18)和6#隔板(19)之间，所述6#隔板(19)的上部位置设有6#过水管(8)，穿过污泥池(G)

和7#隔板(20)，与沉淀池F的消毒装置(9)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药装置(6)，兼

做5#隔板(18)上的5#过水管，是一个T字型的管道结构，从上部的管口加药进入沉淀池(F)。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提装置(7)，从

上部的管口加入压缩空气，将沉淀池F底部的淤泥提到污泥池(G)。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池(G)位于6#

隔板(19)和7#隔板(20)之间，所述6#隔板(19)的上部位置设有上清液回流管(3)，穿过5#隔

板(18)、3#隔板(14)、2#隔板(13)、1#隔板(2)，与进水调节池(A)连通，实现污泥池(G)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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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液回流功能。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消毒池(H)位

于7#隔板(20)和出水口(10)之间，所述7#隔板(20)的上部位置设有消毒装置(9)，对6#过水

管(8)来水进行粪大肠杆菌灭杀。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1#检修口(22)位

于进水调节池(A)上方，用于进水调节池(A)的检修；2#检修口(23)位于厌氧池(B)和缺氧池

(C)上方，用于厌氧池(B)和缺氧池(C)的检修；3#检修口(24)位于好氧池(D)和混合液池(E)

上方，用于好氧池(D)和混合液池(E)的检修；4#检修口(25)位于沉淀池(F)上方，用于沉淀

池(F)的检修；5#检修口(26)位于污泥池(G)上方，用于污泥池(G)的检修；6#检修口(27)位

于消毒池(H)上方，用于消毒池(H)的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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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市政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解决农村生活污水的AAO工艺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2005年出版的住建部《村庄人居环境现状与问题》调查报告显示：96％的村庄没有

排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生产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由此造成农村河流普遍遭到污染，严重

威胁地下水，甚至有的浅层地下水已经遭到污染，不能取用，农村环境污染已经迫在眉睫。

与城镇污水相比，农村居住点零散、污水面广、排放随意，单户居住的情况十分常见，这些特

点要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不能直接照搬城镇污水集中收水、集中处理的技术或方式，必须

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处理方法，满足农村生活污水的分散治理、就地处理、就地排放、稳定

可靠、维护简单等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有效降低生活污水中的固体悬浮

物、氮、磷、粪大肠杆菌等污染物含量，且集成度高、运行可靠、维护简单、能耗低等优点的设

备，满足农村生活污水的分散治理、就地处理、就地排放、稳定可靠、维护简单的要求。

[0004] 本实用新型实现上述目的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包括一个筒体，上面设有一个进水口、一个曝气装置、

一个气提装置、一个加药装置、一个出水口。通过1#隔板、2#隔板、3#隔板、4#隔板、5#隔板、 

6#隔板、7#隔板等七块隔板，将筒体内部划分为进水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混合

液池、沉淀池、污泥池和出水消毒池等八个功能区域，分别用1#过水管、2#过水管、3#过水

管、4#过水管、5#过水管、6#过水管、气提装置、上清液回流管、消毒装置连通，且在筒体上部

设有1#检修口、2#检修口、3#检修口、4#检修口、5#检修口、6#检修口等六个检修口。本实用

新型将所有功能整合在一个筒体内，工厂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极大的减少了吊装、

运输、安装和施工的难度和周期，十分适合在农村地区推广应用。

[000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筒体上的进水口底部高于出水口顶部，生活污

水将从进水口流进，经过除磷脱氮、消毒等处理后，再从出水口排放。

[000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进水调节池A位于进水口和1#隔板之间，所述的

1#隔板的上部位置设有上清液回流管，可以将进水、存水和上清液进行调和以减少高峰流

量和浓度变化的影响，最后经过1#过水管流入厌氧池B。且所述1#过水管处于1#隔板的中部

偏下位置，可以起到对调节池A的池面悬浮物、池底沉降物进行拦截的作用。

[000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厌氧池B位于1#隔板和2#隔板之间，且所述2#隔

板的上部位置设有2#过水管与缺氧池C连通，形成厌氧池B低进水、高出水的结构，给厌氧菌

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使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和甲烷化反应，去除废水中的有机物，提

高污水的可生化性。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211497105 U

4



[000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缺氧池C位于2#隔板和3#隔板之间，所述3#隔板

的底部位置设有3#过水管，使得缺氧池C与好氧池D连通。所述3#隔板的上部位置设有混合

液回流管，使得混合液池E与缺氧池C连通。且所述的缺氧池C以进水中的有机物作为反硝化

的碳源和能源，以回流水中的硝态氮作为反硝化的氧源，对回流的混合液进行反硝化脱氮

反应，同时降解有机物。

[0010]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好氧池D位于3#隔板和4#隔板之间，所述4#隔板

的底部位置设有4#过水管，使得好氧池D与混合液池E连通。所述曝气装置5是一个T字型的

管道结构，压缩空气从上部管口进入好氧池D，给好氧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良好环境，让

活性污泥进行有氧呼吸，进一步把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混合液池E位于4#隔板和5#隔板之间，在水泵的

作用下，将来自于好氧池D的混合液通过混合液回流管打入缺氧池C，进行反硝化脱氮反应。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沉淀池F位于5#隔板和6#隔板之间。所述加药装

置，兼做5#隔板上的5#过水管，是一个T字型的管道结构，设置在6#隔板的上部位置，混凝药

剂通过加药装置的上部管口进入沉淀池F，对多余的污泥进行沉淀。所述的气提装置，从上

部的管口加入压缩空气，将沉淀池F底部的淤泥提到污泥池G。所述6#过水管，穿过污泥池  G

和7#隔板，与沉淀池F的消毒装置9相连，将沉淀后的清水送到出水消毒池H。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污泥池G位于6#隔板和7#隔板之间，所述上清液

回流管设置在6#隔板的上部位置，穿过5#隔板、3#隔板、2#隔板、1#隔板，与进水调节池A连

通，实现污泥池G的上清液回流功能。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出水消毒池H位于7#隔板和出水口之间，所述消

毒装置9设置在7#隔板的上部位置，加装在消毒装置里的三氯异氰尿酸缓释片对通过6#过

水管的沉淀池来水进行粪大肠杆菌灭杀，最终从出水口排出。

[0015]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1#检修口位于进水调节池A上方，用于进水调

节池  A的检修；2#检修口位于厌氧池B和缺氧池C上方，用于厌氧池B和缺氧池C的检修；3#检

修口位于好氧池D和混合液池E上方，用于好氧池D和混合液池E的检修；4#检修口位于沉淀

池F上方，用于沉淀池F的检修；5#检修口6位于污泥池G上方，用于污泥池G的检修；  6#检修

口位于消毒池H上方，用于消毒池H的检修。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7] 1.本实用新型将进水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污泥池和消毒池等

功能整合在一个设备中，相对于传统AAO工艺的混凝土现浇结构，运输、安装和调试的过程

简单、快捷，减少施工过程和工序，缩短施工周期。

[0018] 2.本实用新型采用进水口高、出水口低的自流结构，无需再次提升污水。

[0019] 3.本实用新型的进水调节池起到均和水质的功能，同时实现对悬浮物、池底沉降

物进行拦截的作用。

[0020] 4.本实用新型的沉淀池设置了加药装置，投放混凝药剂到沉淀池，加快污泥沉降

的速率，增加沉泥的稳定性，提高气提的效率，有利于及时和更好的提泥。

[0021] 5 .本实用新型的污泥池主要存放系统中剩余污泥，通过气提实现沉淀池提升污

泥，并将上清液回流到进水调节池。相对于传统AAO工艺设备，极大的减少了出水跑泥现象，

显著提高了出水的透明度和SS的去除率。同时，污泥池的设置可以实现一定周期内系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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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的剩余污泥的存储，可以减少日常运维和污泥清运周期。有效提高出水达标率和

降低运维成本。

[0022] 6.本实用新型的消毒池设置了消毒装置，通过加装的三氯异氰尿酸缓释片对出水

进行粪大肠杆菌的灭杀。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面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平面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功能布置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1#隔板A-A剖面图；

[0027]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2#隔板B-B剖面图；

[0028]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3#隔板C-C剖面图；

[0029]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4#隔板D-D剖面图；

[0030]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5#隔板E-E剖面图；

[0031]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6#隔板F-F剖面图；

[0032]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的7#隔板G-G剖面图；

[0033]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的工艺流程图。

[0034] 附图标记

[0035] 图中：1、进水口；2、1#隔板；3、上清液回流管；4、混合液回流管；5、曝气装置；6、加

药装置；7、气提装置；8、6#过水管；9、消毒装置；10、出水口；11、2#过水管；12、1#  过水管；

13、2#隔板；14、3#隔板；15、3#过水管；16、4#隔板；17、4#过水管；18、5#隔板；19、6#隔板；20、

7#隔板；21、筒体；22、1#检修口；23、2#检修口；24、3#检修口；  25、4#检修口；26、5#检修口；

27、6#检修口；A、进水调节池；B、厌氧池；C、缺氧池；D、好氧池；E、混合液池；F、沉淀池；G、污

泥池；H、出水消毒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7] 实施例：

[0038] 如图1-图11所示，一种AAO工艺污水处理设备，包括一个筒体21，上面设有一个进

水口1、一个曝气装置5、一个气提装置7、一个加药装置6、一个出水口10。通过1#隔板2、  2#

隔板13、3#隔板14、4#隔板16、5#隔板18、6#隔板19、7#隔板20等七块隔板，将筒体  21内部划

分为进水调节池A、厌氧池B、缺氧池C、好氧池D、混合液池E、沉淀池F、污泥池G和出水消毒池

H等八个功能区域，分别用1#过水管12、2#过水管11、3#过水管15、4#  过水管17、5#过水管6、

气提装置7、6#过水管8、上清液回流管3、消毒装置9连通，且在筒体21上部设有1#检修口22、

2#检修口23、3#检修口24、4#检修口25、5#检修口26、6#  检修口27等六个检修口。

[0039] 所述进水口1为污水流入筒体21的入口，所述出水口10为污水流出筒体21的出口，

且所述进水口1的底部高于出水口10的顶部，实现污水在筒体21内部的自流。

[0040] 所述进水调节池A位于进水口1和1#隔板2之间，且所述1#隔板2的中部偏下位置设

有  1#过水管12，使得进水调节池A与厌氧池B连通，实现对进水调质、对悬浮物和沉降物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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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的功能。

[0041] 所述厌氧池B位于1#隔板2和2#隔板13之间，且所述2#隔板13的上部位置设有2#过

水管11，使得厌氧池B与缺氧池C连通。

[0042] 所述缺氧池C位于2#隔板13和3#隔板14之间。所述3#隔板14的底部位置设有3#过

水管15，使得缺氧池C与好氧池D连通。所述3#隔板14的上部位置设有混合液回流管4，使得

缺氧池C与混合液池E连通。

[0043] 所述好氧池D位于3#隔板14和4#隔板16之间，所述4#隔板16的底部位置设有4#过

水管17，使得好氧池D与混合液池E连通。

[0044] 所述曝气装置5是一个T字型的管道结构，压缩空气从上部管口进入好氧池D。

[0045] 所述混合液池E位于4#隔板16和5#隔板18之间，所述5#隔板18的上部位置设有加

药装置6，使得混合液池E与沉淀池F连通。

[0046] 所述沉淀池F位于5#隔板18和6#隔板19之间，所述6#隔板19的上部位置设有6#过

水管8，穿过污泥池G和7#隔板20，与沉淀池F的消毒装置9相连。

[0047] 所述的加药装置6，是一个T字型的管道结构，从上部的管口加药进入沉淀池F。

[0048] 所述的气提装置7，从上部的管口加入压缩空气，将沉淀池F底部的淤泥提到污泥

池G。

[0049] 所述污泥池G位于6#隔板19和7#隔板20之间，所述6#隔板19的上部位置设有上清

液回流管3，穿过5#隔板18、3#隔板14、2#隔板13、1#隔板2，与进水调节池A连通，实现污泥池

G的上清液回流功能。

[0050] 所述出水消毒池H位于7#隔板20和出水口10之间，所述7#隔板20的上部位置设有

消毒装置9，对6#过水管8的来水进行粪大肠杆菌灭杀。

[0051] 所述的1#检修口22位于进水调节池A上方，用于进水调节池A的检修；2#检修口23

位于厌氧池B和缺氧池C上方，用于厌氧池B和缺氧池C的检修；3#检修口24位于好氧池D  和

混合液池E上方，用于好氧池D和混合液池E的检修；4#检修口25位于沉淀池F上方，用于沉淀

池F的检修；5#检修口26位于污泥池G上方，用于污泥池G的检修；6#检修口27位于消毒池H上

方，用于消毒池H的检修。

[005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如下：

[0053] 1 .污水从进水口1流入进水调节池A，和存水、上清液回流水进行均和、调质，通过

1# 隔板和1#过水管对污水中的悬浮物、沉淀物进行拦截后流出；

[0054] 2.污水从1#过水管流入厌氧池B内，在厌氧菌作用下，污水中的有机物发生水解、

酸化和甲烷化反应，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提高污水的可生化性；

[0055] 3.污水从2#过水管流入缺氧池C内，兼氧微生物以进水中的有机物作为反硝化的

碳源和能源，以回流水中的硝态氮作为反硝化的氧源，对回流的混合液进行反硝化脱氮反

应，同时降解有机物。

[0056] 4.污水从3#过水管流入好氧池D内，外加的压缩空气通过曝气装置5可以给好氧微

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良好环境，让活性污泥进行有氧呼吸，进一步把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

[0057] 5.污水从4#过水管流入混合液池E内，在水泵的作用下，将来自于好氧池D的混合

液通过混合液回流管4打回缺氧池C，进行反硝化脱氮反应；

[0058] 6.污水从加药装置6流入沉淀池F内，混凝药剂通过加药装置6的上部管口进入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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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池  F，对多余的污泥进行混凝。此时，经过沉淀和排泥后的水，即为处理后的清水。

[0059] 7.压缩空气从气提装置7的上部管口加入，将沉淀池F底部的淤泥提到污泥池G，做

进一步的沉淀和分离，上清液通过上清液回流管3回到进水调节池A，储存下来的污泥将由

专业人员定期从检修口抽吸，并送至污水厂集中处理。

[0060] 8.清水从6#过水管8流入消毒池H，对沉淀后的清水用加装了三氯异氰尿酸缓释片

的消毒装置9进行粪大肠杆菌灭杀，最后从出水口10流出，可以就地排放。

[0061] 通过1#-6#检修口，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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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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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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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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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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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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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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