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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

包括可移动的箱体和用于搅拌含油污水和污水

处理药剂的调节池，所述箱体内部设有空腔，所

述箱体的内部从左至右依次设有第一隔板、第二

隔板，所述箱体的空腔从左至右被第一隔板、第

二隔板分隔成为气浮室、第一沉淀室和第二沉淀

室；所述气浮室和第一沉淀室通过第一隔板的顶

端与顶盖的下表面的间隙相连通；所述第二隔板

的顶端与顶盖的下表面连接，所述第一沉淀室和

第二沉淀室通过第二隔板的底端与底壁间的间

隙连通；所述第二沉淀室的侧壁的顶端连接有溢

流堰板。本实施例提供的净水器结构简单，可以

在完成内部结构的装配后，直接运输到需要安装

的场所，可安装在地面上或者建筑上，减小了安

装的难度和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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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可移动的箱体和用于搅拌含油污水和污

水处理药剂的调节池，所述箱体内部设有空腔，所述箱体的内部从左至右依次设有第一隔

板、第二隔板，所述箱体的空腔从左至右被第一隔板、第二隔板分隔成为气浮室、第一沉淀

室和第二沉淀室；所述箱体包括侧壁、底壁和顶盖，所述空腔有侧壁、底壁和顶盖围构而成；

所述气浮室底部设有供溶气水以及调节池中经过搅拌的污水进入的进口，所述气浮室和第

一沉淀室通过第一隔板的顶端与顶盖的下表面的间隙相连通；所述第二隔板的顶端与顶盖

的下表面连接，所述第一沉淀室和第二沉淀室通过第二隔板的底端与底壁间的间隙连通；

所述第一沉淀室包括布置有第一斜管的第一斜管区，所述第二沉淀室包括布置有第二斜管

的第二斜管区，所述第二沉淀室的侧壁的顶端连接有溢流堰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盖对应于斜管沉

淀室的位置设有开口，所述开口位置设有一链板式刮渣机，所述斜管沉淀室内设有用于接

收链板式刮渣机挂落的浮渣的浮渣收集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产生所述溶

气水的纳米微气泡发生器，所述进口位于箱体的外侧连接有一三通管，所述调节池依次通

过提升泵和流量计与三通管的其中一个端口连接，所述纳米微气泡发生器的输出端与三通

管的另一个端口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沉淀室

上方的顶盖连接有一隔渣挡板，所述隔渣挡板的底端伸入第二沉淀室的液面。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壁构成一

污泥斗，所述污泥斗的排泥口连接有一排泥阀。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泥阀通过排泥管

道依次连接有泥渣浓缩池、泥渣泵和压滤机。

7.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口上方设

有一伞形罩，所述进口连接有一伸入所述伞形罩内的进水管。

8.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的材质

包括A3钢、304不锈钢或玻璃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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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逐渐提升，“农家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周末家人

朋友聚餐的首选。“农家乐”的地点一般设置在远离城市群的郊区，虽然“农家乐”每天产生

的污水不多，但是由于远离城市群，无法连接城市群的污水集中处理下水管道，特别是厨余

污水的排放，其中含有大量的油脂，直接排放会对郊区的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如果将“农

家乐”产生的厨余废水回收运输到城市里的污水厂处理，单次运输量不大，成本高昂。

[0003] 因此，为了处理这些富含含油脂的厨余污水，大多数“农家乐”场所选择自建污水

处理装置，但是现有的污水处理装置占地面积大、结构复杂、安装施工困难。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移动的、结构简单、便

于施工安装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包括可移动的箱体和用于搅拌含油污水和污水处理药剂

的调节池，所述箱体内部设有空腔，所述箱体的内部从左至右依次设有第一隔板、第二隔

板，所述箱体的空腔从左至右被第一隔板、第二隔板分隔成为气浮室、第一沉淀室和第二沉

淀室；所述箱体包括侧壁、底壁和顶盖，所述空腔有侧壁、底壁和顶盖围构而成；所述气浮室

底部设有供溶气水以及调节池中经过搅拌的污水进入的进口，所述气浮室和第一沉淀室通

过第一隔板的顶端与顶盖的下表面的间隙相连通；所述第二隔板的顶端与顶盖的下表面连

接，所述第一沉淀室和第二沉淀室通过第二隔板的底端与底壁间的间隙连通；所述第一沉

淀室包括布置有第一斜管的第一斜管区，所述第二沉淀室包括布置有第二斜管的第二斜管

区，所述第二沉淀室的侧壁的顶端连接有溢流堰板。

[0007] 优选地，所述顶盖对应于斜管沉淀室的位置设有开口，所述开口位置设有一链板

式刮渣机，所述斜管沉淀室内设有用于接收链板式刮渣机挂落的浮渣的浮渣收集槽。

[0008] 优选地，还包括用于产生所述溶气水的纳米微气泡发生器，所述进口位于箱体的

外侧连接有一三通管，所述调节池依次通过提升泵和流量计与三通管的其中一个端口连

接，所述纳米微气泡发生器的输出端与三通管的另一个端口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第二沉淀室上方的顶盖连接有一隔渣挡板，所述隔渣挡板的底端伸

入第二沉淀室的液面。

[0010] 优选地，所述底壁构成一污泥斗，所述污泥斗的排泥口连接有一排泥阀。

[0011] 优选地，所述排泥阀通过排泥管道依次连接有泥渣浓缩池、泥渣泵和压滤机。

[0012] 优选地，所述进口上方设有一伞形罩，所述进口连接有一伸入所述伞形罩内的进

水管。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853876 U

3



[0013] 优选地，所述箱体的材质包括A3钢、304不锈钢或玻璃钢。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采用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包

括可移动的箱体和用于搅拌含油污水和污水处理药剂的调节池，含油污水目前广泛使用的

方法是絮凝沉淀法，也就是向水中加入絮凝剂，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净水器先将富含

油脂的污水放入调节池中添加凝絮剂并进行搅拌处理，然后通过提升泵将与凝絮剂搅拌后

的含油污水送入到三通管中与溶气水混合在进入气浮室中进行气浮处理，经过气浮处理的

污水再依次经过第一沉淀室的第一斜管区和第二沉淀室的第二斜管区利用层流原理加快

污水中杂质的沉淀，最终从第二沉淀室的侧壁上连接的溢流堰板的顶端溢流出处理得到的

清水。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将用于将含油污水进行气浮处理

和沉淀处理的气浮室和第一沉淀室、第二沉淀室均设置在可移动的箱体内，本实施例提供

的净水器结构简单，无需在安装场所占用地皮并施工修筑水泥建筑，可以在完成内部结构

的装配后，直接运输到需要安装的场所，可安装在地面上或者建筑上，减小了安装的难度和

占地面积。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1-顶盖、12-侧壁、13-污泥斗、14-排泥口、21-第一隔板、22-第二隔板、31-

气浮室、32-伞形罩、33-进口、41-第一斜管区、51-第二斜管区、52-隔渣挡板、61-溢流堰板、

62-溢流集水槽、63-溢流水出口、71-链板式刮渣机、72-浮渣收集槽、81-纳米微气泡发生

器、82-调节池、83-提升泵、84-流量计、91-排泥阀、92-泥渣浓缩池、93-泥渣泵、94-压滤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8] 参照图1，本实用新型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水器，包括可移动的箱体和用于搅拌含

油污水和污水处理药剂的调节池82，所述调节池82也采用可移动的结构，无需在地皮上修

筑水泥建筑，方便安装。所述箱体内部设有空腔，所述箱体的内部从左至右依次设有第一隔

板21、第二隔板22，所述箱体的空腔从左至右被第一隔板21、第二隔板22分隔成为气浮室

31、第一沉淀室和第二沉淀室；所述箱体包括侧壁12、底壁和顶盖11，所述空腔有侧壁12、底

壁和顶盖11围构而成；所述气浮室31底部设有供溶气水以及调节池82中经过搅拌的污水进

入的进口33，所述气浮室31和第一沉淀室通过第一隔板21的顶端与顶盖11的下表面的间隙

相连通；所述第二隔板22的顶端与顶盖11的下表面连接，所述第一沉淀室和第二沉淀室通

过第二隔板22的底端与底壁间的间隙连通；所述第一沉淀室包括布置有第一斜管的第一斜

管区41，所述第二沉淀室包括布置有第二斜管的第二斜管区51，所述第二沉淀室的侧壁12

的顶端连接有溢流堰板61，溢流堰板61的顶端与顶盖11的下表面间存在供第二沉淀室处理

好的污水流出的间隙。为了方便将从溢流堰板61溢流出的处理好的污水(又称为清水)输送

到清水贮水池中备用，本实施例在溢流堰板61位于第二沉淀室外的一侧设置了溢流集水槽

62，并在溢流集水槽62上设置了溢流水出口63，溢流水出口63通过水管连接到清水贮水池，

第二沉淀室中的清水从溢流堰板61流入到溢流集水槽62中，溢流集水槽62中的清水通过溢

流水出口63和与其连通的水管流入到清水贮水池中。本实施例中在将气浮室31、第一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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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第二沉淀室设置在可移动的箱体上，含油油脂的污水在调节池82中放入凝絮剂搅拌后

输送到箱体中，依次经过气浮室31、第一沉淀室和第二沉淀室完成气浮处理和沉淀处理，实

现对含油污水的净化。本实施例中的可移动的箱体结构，占地面积小、结构简单、安装方便，

方便了郊区小型场所(例如“农家乐”等场所)含油污水的处理需求。

[0019]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为了方便及时将气浮室31和第一沉淀室产生的浮渣从净

水器中排出，以保证气浮处理的正常进行，所述顶盖11对应于第一沉淀室的位置设有开口，

所述开口位置设有一链板式刮渣机71，所述第一沉淀室内设有用于接收链板式刮渣机71挂

落的浮渣的浮渣收集槽72，所述浮渣收集槽72的边缘高于溢流堰板61的高度防止污水流入

到浮渣收集槽72中，所述链板式刮渣机71的刮板刮动漂浮在第一沉淀室液面上的浮渣，浮

渣被刮板刮落到浮渣收集槽72中，浮渣收集槽72连通有浮渣排出泵实时将浮渣排出。通过

设置链板式刮渣机71实现了实时地机械自动去掉第一沉淀室液面上的浮渣，避免了浮渣堆

积过多重新溶入含油污水中，提高了气浮处理的效果。

[0020]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为了提升气浮处理效果，还包括用于产生所述溶气水的

纳米微气泡发生器81，所述进口33位于箱体的外侧连接有一三通管，调节池82中设有搅拌

机用于搅拌含油污水和凝絮剂加快含油污水中的油脂转变成沉淀和浮渣，所述调节池82通

过管道依次连接提升泵83和流量计84，并与三通管的其中一个端口连接，所述纳米微气泡

发生器81的输出端与三通管的另一个端口连接，通过设置流量计84可以实时控制污水进入

相同中的流速，避免流速过快影响污水处理效果。同时，含油污水在进行气浮处理的时候需

要增加凝絮剂(即絮凝沉淀法)，使用的污水处理药剂(即凝絮剂)将含油污水中产生大量的

沉淀和浮渣，提升气浮处理的效果。同时由纳米微气泡发生器81产生的溶气水中存在纳米

微气泡，纳米微气泡指的是气泡以微米级和纳米级的单位混合存在，纳米微气泡具有悬浮

物吸附能力强、水中停留时间长等优点，因此本实施例中使用纳米微气泡发生器81来产生

溶气水，相较于传统的使用溶气罐和压缩机方式产生气泡水，提高了对污水的气浮处理效

果。

[0021]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对污水的净化能力，所述第二沉淀室上

方的顶盖11连接有一隔渣挡板52，所述隔渣挡板52的底端伸入第二沉淀室的液面，由于第

二沉淀室的液面高度实际由溢流堰板61的顶端的高度决定，所以隔渣挡板52的底端低于溢

流堰板61的顶端的高度，当污水经过气浮室31的气浮处理、第一沉淀室的第一次沉淀处理

以及第二沉淀室的第二次沉淀处理后，仍然会在第二沉淀室的液面存在少量的漂浮油脂，

这些漂浮在液面的油脂沿着液面向溢流堰板61方向流动，隔渣挡板52由于底端伸入到液面

下，因此这些第二沉淀室液面上漂浮的少量油脂就被隔渣挡板52阻隔，避免流入到溢流集

水槽62中。

[0022]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为了方便将本体中沉淀下来的杂质收集排出，所述底壁

构成一污泥斗13，污泥斗13底部设有一排泥口14，从第一沉淀室和第二沉淀室沉淀到污泥

斗13中的杂质受重力向排泥口14挤压，所述第二隔板22的底端位于所述污泥斗13上方，第

一沉淀室中的污水从第二隔板22的底端与污泥斗13间的间隙流入到第二沉淀室中，所述污

泥斗13的排泥口14连接有一排泥阀91，当污泥斗13中堆积的沉淀杂质过多时，打开排泥阀

91进行排泥。本实施例中，将箱体的底壁设计成为污泥斗13，无需另外给净水器连接额外的

污泥斗13，使得本实施例的净水器结构更加紧凑，维护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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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为了方便将沉淀在污泥斗13上的杂质进行回收利用，所

述排泥阀91通过排泥管道依次连接有泥渣浓缩池92、泥渣泵93和压滤机94。含水量较高的

杂质经排泥阀91向泥渣浓缩池92输送进行初步的浓缩除水，经过初步浓缩除水的杂质又经

泥渣泵93输送到压滤机94中，杂质在压滤机94中去除掉绝大部分的水分，体积缩小便于存

放运输，还能用于发酵后作为有机绿色废料，实现生态有机种植资源化。

[0024]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为了提高溶气水、凝絮剂与含油污水的混合效果，以提升

气浮处理时去除污水中悬浮杂质颗粒的效果，所述进口33上方设有一伞形罩32，所述进口

33连接有一伸入所述伞形罩32内的进水管。在三通管中混合的溶气水、凝絮剂与含油污水

被从进水管中以一定的速度向伞形罩32内射出，被射出的污水、溶气水、凝絮剂的混合液撞

击到伞形罩32内部的表面，并在伞形罩32的内部沿伞形罩32内部的表面滑落，再从伞形罩

32底部的边缘流出，然后在气浮室31中上升。由于污水、溶气水、凝絮剂的混合液伞形罩32

相互碰撞、扰动，得到了充分的混合，提高了溶气水中的气泡与污水的混合以及进一步加强

凝絮剂与含油污水的反应，提高了污水气浮处理的效率。

[0025]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为了提升箱体的耐用性能，所述箱体的材质包括A3钢、

304不锈钢或玻璃钢。上述材料制成的箱体不容易被腐蚀，耐撞击，符合本实施例中需要将

箱体运输至安装场所的需求。

[0026] 以下，简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工作原理：

[0027] 将可移动的箱体运输到需要进行污水处理的场所后，将需要处理的含油污水和凝

絮剂输入到调节池82中进行搅拌，搅拌后的含油污水和由纳米微气泡发生器81产生的溶气

水通过三通管混合后输送到进口33中，再从进水管喷射到伞形罩32内部，并在撞击伞形罩

32内部表面后得到充分的混合，溶气水中的气泡将含油污水中的杂质粘附通过浮力将其从

污水中分离到气浮室31的液面上形成浮渣，浮渣漂浮到第一沉淀室的液面上，链板式刮渣

机71将这些浮渣刮入到浮渣收集槽72中排出，至此完成污水处理的气浮处理去除了污水中

的悬浮杂质颗粒。

[0028] 接着污水在第一沉淀室的第一斜管区41经过第一斜管时利用层流原理加快了污

水中杂质的沉淀，在第一沉淀室沉淀出的杂质掉落并堆积在污泥斗13中，当污泥斗13中的

沉淀物堆积到一定量时，排泥阀91被打开进行排泥，污水经过第一沉淀室完成其中杂质的

第一次沉淀处理。

[0029] 接着第一沉淀室中位于第一沉淀区下方的污水从第二隔板22的底端与污泥斗13

的间隙中进入到第二沉淀室中，污水在第二沉淀室的第二斜管区51经过第二斜管时利用层

流原理加快了污水中杂质的沉淀，在第二沉淀室沉淀出的杂质掉落并堆积在污泥斗13中，

当污泥斗13中的沉淀物堆积到一定量时，排泥阀91被打开进行排泥，污水经过第二沉淀室

完成其中杂质的第二次沉淀处理。第二沉淀室为与第二斜管区51上方的水为清水，这部分

水除了从溢流堰板61流出外，还有一部分被抽回到纳米微气泡发生器81用于产生溶气水。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体化油脂分离净化器，通过将油脂分离净化结构设置在可移动

的箱体内，方便了净化器的安装，节省了净化的成本。

[0030] 以上所述，只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

方式，只要其以相同的手段达到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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