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046734.5

(22)申请日 2021.05.17

(73)专利权人 福州中谷海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350000 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乌龙江

中大道7#创新园二期19号楼3层B102

(72)发明人 刘辉　陈秋霞　王琳　许章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上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34188

代理人 张果果

(51)Int.Cl.

C02F 9/1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

置，其包括污水集水箱、污泥池、好氧池、厌氧池、

消毒装置、水质检测装置和清水储存箱，还包括

人工湿地池和两个过滤沉淀箱，所述污水集水箱

出水口通过两个污水管道分别与两个过滤沉淀

箱进水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箱出水口通过两个

过滤管道分别与好氧池进水口连接，两个过滤沉

淀箱排泥口通过两个污泥管道分别连接污泥池，

好氧池通过溢流阀与厌氧池连通，厌氧池出水口

通过氧化管道与消毒装置进水口连接，消毒装置

出水口通过消毒管道与水质检测装置进水口连

接，水质检测装置出水口分别通过清水管道和湿

地管道与清水储存箱和人工湿地池的进水口连

接，人工湿地池出水口通过检测管道与水质检测

装置进水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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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包括污水集水箱、污泥池、好氧池、厌氧池、消毒装置、

水质检测装置和清水储存箱，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人工湿地池和两个过滤沉淀箱，所述污

水集水箱的出水口通过两个污水管道分别与两个过滤沉淀箱的进水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

箱的出水口通过两个过滤管道分别与好氧池的进水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箱的排泥口通过

两个污泥管道分别与污泥池连接，所述好氧池通过溢流阀与厌氧池连通，厌氧池的出水口

通过氧化管道与消毒装置的进水口连接，消毒装置的出水口通过消毒管道与水质检测装置

的进水口连接，水质检测装置的出水口分别通过清水管道和湿地管道与清水储存箱的进水

口和人工湿地池的进水口连接，人工湿地池的出水口通过检测管道与水质检测装置的进水

口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一个过滤沉淀箱的

出水口通过串联管道与另一个过滤沉淀箱的进水口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者2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沉淀箱

内设有纵向隔板，纵向隔板将过滤沉淀箱内部空间分隔成底部连通的沉淀腔和过滤腔，过

滤腔底部设有支撑框，支撑框由下至上可拆卸安装有粗过滤网、中过滤网、细过滤网、活性

炭吸附层和超细纤维滤棉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沉淀箱底部呈

漏斗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管道、过滤管

道、污泥管道、氧化管道、消毒管道、清水管道、湿地管道和检测管道上均设有单向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集水箱的出水

口通过污水泵分别与两个污水管道的进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箱的出水口通过两个过滤泵

分别与两个过滤管道的进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箱的排泥口通过两个污泥泵分别与两个污

泥管道的进口连接，厌氧池的出水口通过氧化泵与氧化管道的进口连接，消毒装置的出水

口通过消毒泵与消毒管道的进口连接，水质检测装置的出水口通过清水泵分别与清水管道

和湿地管道的进口连接，人工湿地池的出水口通过检测泵与检测管道的进口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质检测装置至少

具有用于采集COD数据的COD数据采集传感器，COD数据采集传感器分别与外设的处理器电

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湿地池内从上

往下依次设有水生植物层、砂土层、陶粒层、粗砂层和卵石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装置包括消毒

箱和臭氧发生器，臭氧发生器通过臭氧输送管与消毒箱内部连通，消毒箱内顶部设有紫外

线消毒灯，消毒箱内底部设有活性炭颗粒填料。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好氧池和厌氧池

内均设有用于微生物吸附的活性炭纤维填料，好氧池内底部设有曝气头，好氧池外设有鼓

风机与曝气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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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保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物质，也是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替

代的自然资源。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污水的排放越来越严重，虽然与化工或

其他加工工厂不同，没有太多的污染杂质，但是其中会含有许多不溶于水的生活杂质，直接

排出会污染环境并堵塞排水管道，并且生活污水中主要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

脂肪等有机物，不仅会出现酸碱超标的现象，而且也比较适合细菌的生长，容易成为细菌、

病毒生存和繁殖的场所，如果不经处理就排出，日积月累，对生活环境造成相当大程度的污

染；此外，由于水资源短缺，重复利用污、废水已成为替代水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国内外有不

少城市把处理过的城市污水和废水回用到各个方面，例如，污水经二级或三级处理净化后

进行回收，用于冲厕所、浇灌绿化带，作为工业和商业设施的冷却水，也可作为人工补给地

下水的水源，等等。

[0003]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公告号为CN205442957U的一种生活污水

处理检测装置，其包括污水集水箱、沉淀池、污泥池、粗过滤装置、消毒装置、好氧池、厌氧

池、水质检测装置、精过滤装置和清水储存箱；所述好氧池内部设有中空纤维膜以及设置在

中空纤维膜底部的气泡发解器，所述厌氧池底部设有生物填料，所述水质检测装置和污水

集水池通过回流管相连。该装置虽然能够利用水质检测装置对处理后的清水进行检测，并

将检测未达标的污水回流到污水集水箱内，然而，该种回流方式虽然能够对未达标的污水

再次处理，但因其再次参与整个处理检测环节，大大增加了整套装置工作量。此外，现有生

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通常只有一套沉淀池和粗过滤装置，当其遇到维修或清洗维护时，需

要停止工作，严重影响了污水的持续处理检测工作。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设计合理，污水过滤净化

效果好，便于清洗维护或维修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包括污水集水箱、污泥池、好氧池、厌氧池、消毒装

置、水质检测装置和清水储存箱，其还包括人工湿地池和两个过滤沉淀箱，所述污水集水箱

的出水口通过两个污水管道分别与两个过滤沉淀箱的进水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箱的出水

口通过两个过滤管道分别与好氧池的进水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箱的排泥口通过两个污泥

管道分别与污泥池连接，所述好氧池通过溢流阀与厌氧池连通，厌氧池的出水口通过氧化

管道与消毒装置的进水口连接，消毒装置的出水口通过消毒管道与水质检测装置的进水口

连接，水质检测装置的出水口分别通过清水管道和湿地管道与清水储存箱的进水口和人工

湿地池的进水口连接，人工湿地池的出水口通过检测管道与水质检测装置的进水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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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其中一个过滤沉淀箱的出水口通过串联管道与另一个过滤沉淀箱的进水

口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沉淀箱内设有纵向隔板，纵向隔板将过滤沉淀箱内部空间分

隔成底部连通的沉淀腔和过滤腔，过滤腔底部设有支撑框，支撑框由下至上可拆卸安装有

粗过滤网、中过滤网、细过滤网、活性炭吸附层和超细纤维滤棉层。该设计能够对污水进行

絮凝沉淀和过滤，将污水中各种固体杂质、油脂等悬浮物进一步去除，固液分离效果好，降

低运维成本，同时也方便进行pH值等调节。

[0009]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沉淀箱底部呈漏斗状。该设计便于污水中污泥的沉积和排出。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污水管道、过滤管道、污泥管道、氧化管道、消毒管道、清水管道、湿

地管道和检测管道上均设有单向阀。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污水集水箱的出水口通过污水泵分别与两个污水管道的进口连

接，两个过滤沉淀箱的出水口通过两个过滤泵分别与两个过滤管道的进口连接，两个过滤

沉淀箱的排泥口通过两个污泥泵分别与两个污泥管道的进口连接，厌氧池的出水口通过氧

化泵与氧化管道的进口连接，消毒装置的出水口通过消毒泵与消毒管道的进口连接，水质

检测装置的出水口通过清水泵分别与清水管道和湿地管道的进口连接，人工湿地池的出水

口通过检测泵与检测管道的进口连接。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水质检测装置至少具有用于采集COD数据的COD数据采集传感器，

COD 数据采集传感器分别与外设的处理器电连接。

[0013] 作为优选，所有单向阀和所有泵分别与处理器电连接。

[0014] 作为优选，所述人工湿地池内从上往下依次设有水生植物层、砂土层、陶粒层、粗

砂层和卵石层。该设计使其能够通过水生植物的吸收作用、水生植物根系表面附着生长微

生物的降解作用和吸附沉降作用，有效去除污水中氮、磷、重金属、病原体、有机物及营养物

质，从而实现对污水的高效净化。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消毒装置包括消毒箱和臭氧发生器，臭氧发生器通过臭氧输送管

与消毒箱内部连通，消毒箱内顶部设有紫外线消毒灯，消毒箱内底部设有活性炭颗粒填料。

该设计使其能够通过臭氧发生器提供臭氧，把有机物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把难溶解物分

解为可溶物，把难降解物质转化成可降解物质，把有害物质分解成无害物，通过紫外线消毒

灯对生活污水进行照射杀菌，通过活性炭颗粒填料吸附氮和磷等能够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

可溶性无机物等，从而达到污水净化的作用，实现水的可循环利用，有效节约水资源。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好氧池和厌氧池内均设有用于微生物吸附的活性炭纤维填料，好

氧池内底部设有曝气头，好氧池外设有鼓风机与曝气头连接。该设计使其能够通过好氧池

在鼓风机曝气的作用下，将污水中的有机物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将氨氮转化成硝态氮和

亚硝态氮，采用的活性炭纤维填料，单位体积生物量大，挂膜厚重，完成同步硝化反硝化，脱

氮效果好，抗冲击能力强，提高了污水处理效率和出水水质。

[0017]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两个过滤沉淀箱及其相应管道和单向阀的设计，

使其能够根据实际需要(例如，是侧重污水处理量还是侧重污水处理效果)通过控制相应单

向阀的开启或关闭，将两个过滤沉淀箱设置为并列运行模式，或者串联运行模式，或者单个

独立运行模式，从而提高过滤沉淀箱使用灵活性，方便清洗维护或维修；与传统直接将水质

检测装置检测未达标的污水回流到污水集水箱内重新处理的方式相比，本实用新型将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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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污水输送至人工湿地池进行进一步净化处理，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处理给整套装置带来

额外工作量，而且可以克服同种污水处理工艺重新处理可能存在的技术不足，使得未达标

的污水在人工湿地池中得到有效净化，同时，本装置人工湿地池因只是根据实际需要对部

分污水进行处理，充分发挥其投资运行成本低、生态安全性好、规模适用性强等优点，克服

自身易堵塞及净化能力有限等不足，显著提高了运行年限。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过滤沉淀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人工湿地池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这里将详细地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说明，其示例表示在附图中。下面的描述涉及

附图时，除非另有表示，不同附图中的相同数字表示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以下示例性实施例

中所描述的实施方式并不代表与本实用新型相一致的所有实施方式。相反，它们仅是与如

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详述的、本实用新型的一些方面相一致的装置和方法的例子。

[0023] 如图1‑3之一所示，本实用新型的生活污水处理检测装置，其包括污水集水箱10、

污泥池30、好氧池40、厌氧池50、消毒装置60、水质检测装置70和清水储存箱80，其还包括人

工湿地池90和两个过滤沉淀箱20，所述污水集水箱10的出水口通过两个污水管道11  分别

与两个过滤沉淀箱20的进水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箱20的出水口通过两个过滤管道  21分

别与好氧池40的进水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箱20的排泥口通过两个污泥管道22分别与污泥

池30连接，所述好氧池40通过溢流阀与厌氧池50连通，厌氧池50的出水口通过氧化管道51

与消毒装置60的进水口连接，消毒装置60的出水口通过消毒管道61与水质检测装置70的进

水口连接，水质检测装置70的出水口分别通过清水管道81和湿地管道91  与清水储存箱80

的进水口和人工湿地池90的进水口连接，人工湿地池90的出水口通过检测管道71与水质检

测装置70的进水口连接。

[0024] 进一步，其中一个过滤沉淀箱20的出水口通过串联管道23与另一个过滤沉淀箱20

的进水口连接。

[0025] 如图2所示，所述过滤沉淀箱20内设有纵向隔板24，纵向隔板24将过滤沉淀箱20内

部空间分隔成底部连通的沉淀腔25和过滤腔26，过滤腔26底部设有支撑框27，支撑框27 由

下至上可拆卸安装有粗过滤网261、中过滤网262、细过滤网263、活性炭吸附层264和超细纤

维滤棉层265。该设计能够对污水进行絮凝沉淀和过滤，将污水中各种固体杂质、油脂等悬

浮物进一步去除，固液分离效果好，降低运维成本，同时也方便进行pH值等调节。

[0026]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沉淀箱20底部呈漏斗状。该设计便于污水中污泥的沉积和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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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腔26内设有液位传感器266。

[0028] 作为优选，所述污水管道11、过滤管道21、污泥管道22、氧化管道51、消毒管道61、

清水管道81、湿地管道91和检测管道71上均设有单向阀。

[0029] 作为优选，所述污水集水箱10的出水口通过污水泵12分别与两个污水管道11的进

口连接，两个过滤沉淀箱20的出水口通过两个过滤泵29分别与两个过滤管道21的进口连

接，两个过滤沉淀箱20的排泥口通过两个污泥泵28分别与两个污泥管道22的进口连接，厌

氧池50的出水口通过氧化泵52与氧化管道51的进口连接，消毒装置60的出水口通过消毒泵

62与消毒管道61的进口连接，水质检测装置70的出水口通过清水泵82分别与清水管道81和

湿地管道91的进口连接，人工湿地池90的出水口通过检测泵72与检测管道71的进口连接。

[0030] 作为优选，所述水质检测装置70至少具有用于采集COD数据的COD数据采集传感器

73，  COD数据采集传感器73分别与外设的处理器电连接。

[0031] 作为优选，所有单向阀、所有泵以及液位传感器266分别与处理器电连接。

[0032] 如图3所示，所述人工湿地池90内从上往下依次设有水生植物层92、砂土层93、陶

粒层94、粗砂层95和卵石层96。该设计使其能够通过水生植物的吸收作用、水生植物根系表

面附着生长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和吸附沉降作用，有效去除污水中氮、磷、重金属、病原体、有

机物及营养物质，从而实现对污水的高效净化。

[0033] 作为优选，所述消毒装置60包括消毒箱63和臭氧发生器64，臭氧发生器64通过臭

氧输送管与消毒箱63内部连通，消毒箱63内顶部设有紫外线消毒灯65，消毒箱63内底部设

有活性炭颗粒填料66。该设计使其能够通过臭氧发生器64提供臭氧，把有机物大分子分解

成小分子，把难溶解物分解为可溶物，把难降解物质转化成可降解物质，把有害物质分解成

无害物，通过紫外线消毒灯65对生活污水进行照射杀菌，通过活性炭颗粒填料66吸附氮和

磷等能够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可溶性无机物等，从而达到污水净化的作用，实现水的可循

环利用，有效节约水资源。

[0034] 作为优选，所述好氧池40和厌氧池50内均设有用于微生物吸附的活性炭纤维填料

43，好氧池40内底部设有曝气头41，好氧池40外设有鼓风机42与曝气头41连接。该设计使其

能够通过好氧池40在鼓风机42曝气的作用下，将污水中的有机物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将

氨氮转化成硝态氮和亚硝态氮，采用的活性炭纤维填料，单位体积生物量大，挂膜厚重，完

成同步硝化反硝化，脱氮效果好，抗冲击能力强，提高了污水处理效率和出水水质。

[0035]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两个过滤沉淀箱20及其相应管道和单向阀的设

计，使其能够根据实际需要(例如，是侧重污水处理量还是侧重污水处理效果)通过控制相

应单向阀的开启或关闭，将两个过滤沉淀箱20设置为并列运行模式，或者串联运行模式，或

者单个独立运行模式，从而提高过滤沉淀箱20使用灵活性，方便清洗维护或维修；与传统直

接将水质检测装置70检测未达标的污水回流到污水集水箱10内重新处理的方式相比，本实

用新型将未达标的污水输送至人工湿地池90进行进一步净化处理，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处理

给整套装置带来额外工作量，而且可以克服同种污水处理工艺重新处理可能存在的技术不

足，使得未达标的污水在人工湿地池90中得到有效净化，同时，本装置人工湿地池90  因只

是根据实际需要对部分污水进行处理，充分发挥其投资运行成本低、生态安全性好、规模适

用性强等优点，克服自身易堵塞及净化能力有限等不足，显著提高了运行年限。

[0036] 以上所述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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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

技术人员依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所

做的均等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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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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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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