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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饮用水处理技术领域的

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该装置包括原水箱、碳

源投加装置、污水处理池组、清水箱，污水处理池

组按污水处理顺序依次设置沉淀池、好氧池、厌

氧池、过滤池、消毒池；碳源投加装置包括混合

罐，混合罐包括罐体，罐体底部设有出水口，罐体

设有搅拌轴以及进气装置，罐体下端位于出水口

的上方设有过滤件，搅拌轴由上至下依次设有上

搅拌叶片、中间搅拌叶片和下搅拌叶片，中间搅

拌叶片靠近过滤件的上方设置；中间搅拌叶片正

对过滤件的底部设有多个接通进气装置的第一

气孔，罐体内壁设有多个接通进气装置的第二气

孔。本实用新型提高碳源溶解效果，防止碳源投

加时堵塞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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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原水箱、碳源投加装置、污水处理池组、清

水箱，污水处理池组按污水处理顺序依次设置沉淀池、好氧池、厌氧池、过滤池、消毒池，沉

淀池通过进水管道与原水箱连通，消毒池通过清水管道与清水箱连通，碳源投加装置通过

碳源投加管道与厌氧池连通，碳源投加管道上设有碳源投加泵和流量计；所述碳源投加装

置包括混合罐，混合罐通过进药管道连接有碳源储存罐，所述混合罐包括罐体，罐体顶部设

有接通进药管道的进药口以及稀释液加入口，罐体底部设有与碳源投加管道接通的出水

口，罐体设有用于混匀的搅拌轴以及进气装置，搅拌轴设有驱动其转动的驱动件，所述罐体

下端位于出水口的上方设有过滤件，搅拌轴穿过过滤件转动地安装在罐体底部，搅拌轴由

上至下依次设有用于混匀的上搅拌叶片、中间搅拌叶片和下搅拌叶片，下搅拌叶片位于过

滤件的下方设置，中间搅拌叶片靠近过滤件的上方设置；所述中间搅拌叶片正对过滤件的

底部设有多个接通进气装置的第一气孔，所述罐体内壁设有多个接通进气装置并用于混匀

的第二气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内壁设有进气

口，所述进气装置包括设置在进气口位置的鼓风机，所述罐体内壁设置为带有中空腔的双

层结构，该中空腔内形成接通进气口和第二气孔的进气通道，所述搅拌轴底端设有与进气

通道连通的环形气腔，搅拌轴的中下端还设有与环形气腔连通的气流通道，所述中间搅拌

叶片内部设有接通气流通道和第一气孔的空气通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水管道上设有三

通截止阀，该三通截止阀包括一进口、一出口、一换向口，一进口与消毒池接通，一出口与清

水箱接通，一换向口与原水箱接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水管道上设有总

氮仪，总氮仪连接有数据采集器，数据采集器连接有PLC控制器，PLC控制器分别与碳源投加

泵、三通截止阀、鼓风机电气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件包括设置在

罐体顶部的电机，电机输出轴与搅拌轴连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件为倾斜地安

装在罐体内的过滤网，罐体一端位于过滤网的上方设有便于截留后的大颗粒排出的排出

口，过滤网靠近排出口的一端为较低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出口位置设有用

于密封排出口的密封盖。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道上设有进

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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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农村水水源地水质保护形势严峻，主要表现为天然劣质水问题突出、农村水

水源地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水处理行业大部分采用常规的硝化反硝化工艺脱氮，而C/N

低是目前污水处理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目前污水处理领域，尤其针对高氨氮、低C/N的

污水处理，要实现出水氨氮及总氮等氮污染物达标，常规采用的生化脱氮工艺为硝化反硝

化工艺。污水C/N低导致反硝化反应不彻底，需要外加碳源确保出水总氮达标。现有污水处

理厂大部分都采用人工采样，分析化验后调整碳源投加量，常常因分析频率及分析周期等

因素不能及时控制碳源投加量导致水质不稳定，总氮经常超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有技

术通过设置总氮仪实时检测水质，而后传输给控制器控制碳源投加装置的碳源投加量，但

是，依旧存在如下问题，由于目前碳源种类很多，包括甲醇、葡萄糖、面粉、醋酸等，而固体碳

源如葡萄糖和面粉在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固体碳源需要和稀释液进行搅

拌混合进行熟化后才能使用，然而，固体碳源溶解不彻底，这严重的影响生化反应效果，不

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类碳源的使用，并且会对后续输送造成不利影响，造成管道堵塞；

并且，现有技术中固体碳源和稀释液搅拌过程中容易沾在搅拌罐的内壁上对后批次的搅拌

混合作业造成了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提高碳源溶解效果，防止碳源投加时堵塞管道的污

水总氮处理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污水总氮处理装置采用的如下技术方

案：

[0005] 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包括原水箱、碳源投加装置、污水处理池组、清水箱，污水

处理池组按污水处理顺序依次设置沉淀池、好氧池、厌氧池、过滤池、消毒池，沉淀池通过进

水管道与原水箱连通，消毒池通过清水管道与清水箱连通，碳源投加装置通过碳源投加管

道与厌氧池连通，碳源投加管道上设有碳源投加泵和流量计；所述碳源投加装置包括混合

罐，混合罐通过进药管道连接有碳源储存罐，所述混合罐包括罐体，罐体顶部设有接通进药

管道的进药口以及稀释液加入口，罐体底部设有与碳源投加管道接通的出水口，罐体设有

用于混匀的搅拌轴以及进气装置，搅拌轴设有驱动其转动的驱动件，所述罐体下端位于出

水口的上方设有过滤件，搅拌轴穿过过滤件转动地安装在罐体底部，搅拌轴由上至下依次

设有用于混匀的上搅拌叶片、中间搅拌叶片和下搅拌叶片，下搅拌叶片位于过滤件的下方

设置，中间搅拌叶片靠近过滤件的上方设置；所述中间搅拌叶片正对过滤件的底部设有多

个接通进气装置的第一气孔，所述罐体内壁设有多个接通进气装置并用于混匀的第二气

孔。本实用新型通过机械搅拌和气流搅拌混合，提高混匀效果，同时，在罐体内设置过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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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未溶解的碳源无法进入碳源投加管道，从而降低碳源堵塞管道的现象。

[0006] 优选的，所述罐体内壁设有进气口，所述进气装置包括设置在进气口位置的鼓风

机，所述罐体内壁设置为带有中空腔的双层结构，该中空腔内形成接通进气口和第二气孔

的进气通道，所述搅拌轴底端设有与进气通道连通的环形气腔，搅拌轴的中下端还设有与

环形气腔连通的气流通道，所述中间搅拌叶片内部设有接通气流通道和第一气孔的空气通

道。通过鼓风机给进气通道供气，一部分空气通过罐体内壁的多个第二气孔喷出对碳源溶

液扰动，防止沾壁的同时提供混匀效果，另一部分空气经搅拌轴的环形气腔进入气流通道，

而后继续进入中间搅拌叶片的空气通道，而后通过中间搅拌叶片的第一气孔喷出将沉淀在

过滤件上的大颗粒碳源分散，使得未溶解的碳源能够继续进行搅拌混匀，保证碳源溶解，提

高混匀效果。

[0007] 优选的，所述清水管道上设有三通截止阀，该三通截止阀包括一进口、一出口、一

换向口，一进口与消毒池接通，一出口与清水箱接通，一换向口与原水箱接通。

[0008] 优选的，所述清水管道上设有总氮仪，总氮仪连接有数据采集器，数据采集器连接

有PLC控制器，PLC控制器分别与碳源投加泵、三通截止阀、鼓风机电气连接。通过在清水管

道上设置总氮仪，实时检测处理后的水质，总氮仪将检测到的数据传输给PLC控制器，通过

PLC控制器控制碳源投加泵的投加量，保证水质达标，同时，通过三通截止阀的设置，将合格

水质流入清水箱，未达标的水质流入原水箱继续处理，保证水质。本实用新型中的数据采集

器与PLC控制器均通过市场采购得到，该数据采集器的型号为EM9636B，厂家为北京中泰研

创科技有限公司，该PLC控制器的型号为XC-E16X16YR-E，厂家为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0009] 优选的，所述驱动件包括设置在罐体顶部的电机，电机输出轴与搅拌轴连动。通过

电机驱动搅拌轴转动将碳源混匀在稀释液中。

[0010] 优选的，所述过滤件为倾斜地安装在罐体内的过滤网，罐体一端位于过滤网的上

方设有便于截留后的大颗粒排出的排出口，过滤网靠近排出口的一端为较低端。通过排出

口的设置，便于清洗过滤网。

[0011] 优选的，所述排出口位置设有用于密封排出口的密封盖。

[0012] 优选的，所述进水管道上设有进水泵。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本实用新型通过机械搅拌和气流搅拌混合，提高混匀效果，其中，设置在罐体内壁

的第二气孔喷气扰动罐体内的药液，同时一定程度上降低沾壁现象，提高混匀效果，同时，

在罐体内设置过滤件，使得未溶解的碳源无法进入碳源投加管道，从而降低碳源堵塞管道

的现象，并且，经过滤件截留的未溶解的大颗粒碳源在第一气孔的扰动下不会沉淀在过滤

件上，而是分散开来经搅拌轴继续搅拌，直至碳源完全溶解，保证碳源能够在稀释液中溶解

均匀。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碳源投加装置结构图；

[0017] 图3为图2中的A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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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其中，1混合罐，2电机，3碳源储存罐，4进药管道，5进药口，6上搅拌叶片，7罐体，8

第二气孔，9进气通道，10排出口，11密封盖，12出水口，13下搅拌叶片，14过滤网，15气流通

道，16环形气腔，17进气口，18鼓风机，19第一气孔，20中间搅拌叶片，21稀释液加入口，22碳

源投加泵，23流量计，24碳源投加管道，25搅拌轴，26沉淀池，27好氧池，28厌氧池，29过滤

池，30消毒池，31数据采集器，32PLC控制器，33清水箱，34三通截止阀，35总氮仪，36清水管

道，37进水管道，38进水泵，39原水箱，40空气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方式仅用于说

明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对本实用新型的各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20] 如图1-3所示，一种污水总氮处理装置，包括原水箱39、碳源投加装置、污水处理池

组、清水箱33，污水处理池组按污水处理顺序依次设置沉淀池26、好氧池27、厌氧池28、过滤

池29、消毒池30，沉淀池26通过进水管道37与原水箱39连通，进水管道37上设有进水泵38，

消毒池30通过清水管道36与清水箱33连通，清水管道36上设有三通截止阀34，该三通截止

阀34包括一进口、一出口、一换向口，一进口与消毒池30接通，一出口与清水箱33接通，一换

向口与原水箱39接通；碳源投加装置通过碳源投加管道24与厌氧池28连通，碳源投加管道

24上设有碳源投加泵22和流量计23；碳源投加装置包括混合罐1，混合罐1通过进药管道4连

接有碳源储存罐3，混合罐1包括罐体7，罐体7顶部设有接通进药管道4的进药口5以及稀释

液加入口21，罐体7底部设有与碳源投加管道24接通的出水口12，罐体7设有用于混匀的搅

拌轴25以及进气装置，搅拌轴25设有驱动其转动的驱动件，驱动件包括设置在罐体7顶部的

电机2，电机2输出轴与搅拌轴25连动；罐体7下端位于出水口12的上方设有过滤件，搅拌轴

25穿过过滤件转动地安装在罐体7底部，过滤件为倾斜地安装在罐体7内的过滤网14，罐体7

一端位于过滤网14的上方设有便于截留后的大颗粒排出的排出口10，过滤网14靠近排出口

10的一端为较低端，排出口10位置设有用于密封排出口10的密封盖11；通过过滤件的设置，

截留大颗粒碳源，现有技术中通常在罐体外单独设置过滤器进行过滤，而本实用新型通过

在罐体内设置过滤件，防止堵塞管道以及碳源投加泵，无需单独配置过滤器，简化工艺；搅

拌轴25由上至下依次设有用于混匀的上搅拌叶片6、中间搅拌叶片20和下搅拌叶片13，下搅

拌叶片13位于过滤件的下方设置，中间搅拌叶片20靠近过滤件的上方设置；中间搅拌叶片

20正对过滤件的底部设有多个接通进气装置的第一气孔19，罐体7内壁设有多个接通进气

装置并用于混匀的第二气孔8，罐体7内壁设有进气口17，进气装置包括设置在进气口17位

置的鼓风机18，罐体7内壁设置为带有中空腔的双层结构，该中空腔内形成接通进气口17和

第二气孔8的进气通道9，搅拌轴25底端设有与进气通道9连通的环形气腔16，搅拌轴25的中

下端还设有与环形气腔16连通的气流通道15，中间搅拌叶片20内部设有接通气流通道15和

第一气孔19的空气通道40；清水管道36上设有总氮仪35，总氮仪35连接有数据采集器31，数

据采集器31连接有PLC控制器32，PLC控制器32分别与碳源投加泵22、三通截止阀34、鼓风机

18电气连接。

[0021]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工作过程与原理：原水箱39的原水依次通过沉淀池26、好氧池

27、厌氧池28、过滤池29、消毒池30进行处理得到清水，其中，在厌氧池28中通过外加碳源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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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水中的总氮量，清水经清水管道36进入清水箱33，通过清水管道36上设置的总氮仪35能

够实时检测水质，并通过连接的数据采集器31将数据传输给PLC控制器32，通过PLC控制器

32控制碳源投加泵22的加药量，同时，PLC控制器32控制三通截止阀34，当检测到水质达标

时，将三通截止阀34的一进口和一出口连通，将合格水质流入清水箱33，当检测到的水质未

达标时，将三通截止阀34的一进口和一换向口连通，将未达标的水质流入原水箱39继续处

理，保证水质；其中，碳源需要经过稀释液稀释进行投加，稀释液通过稀释液加入口21进入

混合罐1内，碳源通过碳源储存罐3投入混合罐1的稀释液中溶解，此时，通过电机2驱动搅拌

轴25转动，通过上搅拌叶片6、中间搅拌叶片20和下搅拌叶片13对溶液进行搅拌，从而加速

碳源的溶解，同时，PLC控制器32控制鼓风机18工作，鼓风机18给进气通道9供气，一部分空

气通过罐体7内壁的多个第二气孔8喷出对碳源溶液扰动，防止沾壁的同时提供混匀效果，

另一部分空气经搅拌轴25的环形气腔16进入气流通道15，而后继续进入中间搅拌叶片20的

空气通道40，而后通过中间搅拌叶片20的第一气孔19喷出将沉淀在过滤件上的大颗粒碳源

分散，使得未溶解的碳源能够继续进行搅拌混匀，保证碳源溶解，提高混匀效果；并且，通过

过滤件的设置将未溶解的大颗粒碳源截留，防止进入碳源投加管道24后堵塞管道；当碳源

溶解完成后，经碳源投加泵22投加碳源进入厌氧池28进行生化反应，净化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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