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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

污水处理系统，所述系统包括预处理单元、LJ-BL

处理单元、LJ-MB处理单元、LJ-EL处理单元和污

泥处理单元；预处理单元利用沉淀和厌氧发酵的

原理，去除生活污水中悬浮性有机物；BJ生化处

理单元通过厌氧池和好氧池，对废水中的CODcr

和BOD5进行降解；MB处理单元利用高效膜分离与

活性污泥法相结合进行污水处理；LJ-EL处理单

元通过人工湿地对有机物、重金属、氮磷进一步

清除。本系统出水效果好，可满足绿化、农田灌

溉，出水悬浮物和浊度接近于零，可直接回用；与

传统处理系统相比，可节省50%的土地使用面积；

厂区景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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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预处理单元、LJ-BL处理单

元、LJ-MB处理单元、LJ-EL处理单元和污泥处理单元，所述预处理单元包括沉降池和酸化发

酵池，管网污水从所述沉降池的入口进入沉降池，所述沉降池的出口连通酸化发酵池的入

口，所述酸化发酵池污水出口通过管道连通LJ-BL处理单元的污水入口，所述LJ-BL处理单

元的污水出口通过管道连接LJ-MB处理单元的污水入口，所述LJ-MB处理单元的污水出口管

道连接LJ-EL处理单元，所述LJ-MB处理单元的污泥出口管道连接污泥处理单元；所述LJ-EL

处理单元的出水通往消毒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降

池和酸化发酵池为一体设置，所述沉降池的出口位于沉降池中上部，所述沉降池底部设置

污泥出泥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LJ-

BL处理单元内设置格栅；所述LJ-BL处理单元分为厌氧池和好氧池，所述厌氧池和好氧池连

通，从所述酸化发酵池的出来的污水进入厌氧池顶部的污水入口；所述好氧池底部设置曝

气管路，所述曝气管路上设置多个气孔，所述曝气管路连通氧气气泵，所述好氧池顶部设置

污水出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LJ-

MB处理单元内部设置一膜好氧区，所述膜好氧区包括集水管路，所述集水管路上设置多个

集水进口，每个所述集水进口上均设置滤膜，集水管路连接真空泵；所述膜好氧区底部铺设

曝气装置，所述滤膜设置于曝气装置上部，所述集水管出口通向LJ-EL处理单元；所述LJ-MB

处理单元底部设置污泥出泥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LJ-

EL处理单元为湿地系统，所述湿地系统设置有湿地填料，所述湿地填料内悬浮混合活性污

泥；所述湿地填料上种植园林植物，所述LJ-EL处理单元的出水通入消毒单元进行消毒处

理。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滤膜

为浸入式超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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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废水排放量日益增

加，对农业生态环境和水体产生了日益严重的污染，由于农村居住分散，无法像城市一样进

行集中污水处理，使用传统污水处理方法对农村污水进行处理，一个或几个村庄就需要使

用一套处理系统，人均处理费用高昂，村落和农民无法承受，所以亟待开发一种适合农村使

用的污水处理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了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

系统。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包括预处理单元、LJ-BL处理单元、LJ-MB处

理单元、LJ-EL处理单元和污泥处理单元；

[0006] 所述预处理单元包括沉降池和酸化发酵池，管网污水从所述沉降池的入口进入沉

降池，所述沉降池的出口连通酸化发酵池的入口，所述酸化发酵池污水出口通过管道连通

LJ-BL处理单元的污水入口，所述LJ-BL处理单元的污水出口通过管道连接LJ-MB处理单元

的污水入口，所述LJ-MB处理单元的污水出口管道连接LJ-EL处理单元，所述LJ-MB处理单元

的污泥出口管道连接污泥处理单元；所述LJ-EL处理单元的出水通往消毒单元。

[0007] 所述沉降池和酸化发酵池为一体设置，所述沉降池的出口位于沉降池中上部，所

述沉降池底部设置污泥出泥管。

[0008] 所述LJ-BL处理单元内设置格栅；所述LJ-BL处理单元分为厌氧池和好氧池，所述

厌氧池和好氧池连通，从所述酸化发酵池的出来的污水进入厌氧池顶部的污水入口；所述

好氧池底部设置曝气管路，所述曝气管路上设置多个气孔，所述曝气管路连通氧气气泵，所

述好氧池顶部设置污水出口。

[0009] 所述LJ-MB处理单元内部设置一膜好氧区，所述膜好氧区包括集水管路，所述集水

管路上设置多个集水进口，每个所述集水进口上均设置滤膜，集水管路连接真空泵；所述膜

好氧区底部铺设曝气装置，所述滤膜设置于曝气装置上部，所述集水管出口通向LJ-EL处理

单元；所述LJ-MB处理单元底部设置污泥出泥口。

[0010] 所述LJ-EL处理单元为湿地系统，所述湿地系统设置有湿地填料，所述湿地填料内

悬浮混合活性污泥；所述湿地填料上种植园林植物，所述LJ-EL处理单元的出水通入消毒单

元进行消毒处理。

[0011]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12] 系统出水效果好，可满足绿化、农田灌溉，同时满足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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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出水悬浮物和浊度接近于零，可直接回用；

[0014] 与传统处理系统相比，可节省50%的土地使用面积；

[0015] 厂区景观好，花园式污水厂；

[0016] 周边环境影响小，

[0017] 系统自动化程度高，采用PLC控制，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控制，利于管理；

[0018] 模块化设计，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运行费用低廉。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膜好氧区过滤方向示意图。

[0022] 图3为滤膜过滤方式示意图。

[0023] 图4为LJ-EL处理单元处理方式示意图。

[0024] 图5为LJ-MB处理单元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6] 1 .一种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预处理单元1、LJ-BL处

理单元2、LJ-MB处理单元3、LJ-EL处理单元4和污泥处理单元5；

[0027] 本实施例中，LJ-BL处理单元尺寸为9m*6m*3m，整体采用碳钢防腐处理；

[0028] LJ-MB处理单元尺寸为9*3*3m，内部采用耐污染耐腐蚀的PVDF材料的膜结构；

[0029] LJ-EL处理单元4尺寸为1000m2，内部采用地下钢混结构，采用多孔湿地填料的湿

地系统；

[0030] 所述预处理单元1包括沉降池11和酸化发酵池12，管网污水从所述沉降池11的入

口进入沉降池，所述沉降池的出口连通酸化发酵池12的入口，所述酸化发酵池1的污水出口

通过管道连通LJ-BL处理单元2的污水入口，所述LJ-BL处理单元2的污水出口通过管道连接

LJ-MB处理单元的污水3入口，所述LJ-MB处理单元3的污水出口管道连接LJ-EL处理单元4，

所述LJ-MB处理单元4的污泥出口管道连接污泥处理单元5；所述LJ-EL处理单元4的出水通

往消毒单元。

[0031] 所述沉降池11和酸化发酵池12为互相连通的一体设置，所述沉降池11的出口位于

沉降池中上部，所述沉降池底部设置污泥出泥管111。

[0032] 所述LJ-BL处理单元2内设置格栅21；所述LJ-BL处理单元2分为厌氧池22和好氧池

23，所述厌氧池22和好氧池23连通，从所述酸化发酵池12的出来的污水进入厌氧池22顶部

的污水入口；所述好氧池23底部设置曝气管路24，所述曝气管路24上设置多个气孔25，所述

曝气管路连通氧气气泵6，所述好氧池23顶部设置污水出口。

[0033] 所述LJ-MB处理单元3内部设置一膜好氧区31，所述膜好氧区31包括集水管路32，

所述集水管路32上设置多个集水进口，每个所述集水进口上均设置滤膜33，集水管路32连

接真空泵34；所述膜好氧区31底部铺设曝气装置36，所述滤膜33设置于曝气装置36上部，所

述曝气装置36连接氧气气泵6；所述集水管路32出口通向LJ-EL处理单元4；所述LJ-MB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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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3底部设置污泥出泥口37。

[0034] 所述滤膜为浸入式超滤膜。

[0035] 所述LJ-EL处理单元4采用多孔湿地填料的湿地系统，所述湿地系统设置有湿地填

料41，所述湿地填料41内悬浮混合活性污泥42；所述湿地填料为多孔填料，所述湿地填料上

种植园林植物43，所述LJ-EL处理单元的出水通入消毒单元进行消毒处理。

[0036] 所述园林植物包括但不限于宜生长的芦苇、香莆、黄花鸢尾。

[0037] 2.使用所述的污水处理系统进行三效融合农村生态污水处理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38] 步骤1）管网污水汇总至沉降池中，经过12-24h的沉淀，去除50%-60%的悬浮物；沉

淀后的沉降池上层水经与酸化发酵池连通的沉降池出口流入酸化发酵池中；沉降池中的污

泥进行定期清掏外运；

[0039] 步骤2）酸化发酵池中添加厌氧菌，进行水解酸化，将污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分解

为小分子，使污水呈微酸性；

[0040] 步骤3）经过水解酸化处理后的污水从厌氧池顶部入口进入LJ-BL处理单元，厌氧

池中生存着大量兼氧微生物，所述微生物包括但不限于：反硝化细菌、产甲烷菌、硝化细菌、

酵母菌、球衣细菌、原生动物、后生动物，其中反硝化细菌利用厌氧池的有机物和好氧池内

循环过来的混合液中的NO3－N进行反硝化脱氮，将废水中的NO3-N化为N2，从而转入气相完

成脱氮和COD的降解过程；

[0041] 好氧池对污水进行充氧，以提供好氧微生物耐以生存的溶解氧。好氧微生物利用

水中的氧份进行外源呼吸，并用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新陈代谢，从而对废水中的CODcr和

BOD5进行降解；

[0042] 同时，LJ-BL处理单元系统中的硝化细菌，将废水中的NH3－N转化为NO3－N，完成对

废水中NH3－N进行降解的过程，确保LJ-BL单元的出水中，NH3－N达标排放；

[0043] 步骤4）经过LJ-BL处理单元处理后的污水进入LJ-MB处理单元，进行生物降解；

[0044] 生物降解后的水在真空泵和滤液自吸泵的抽提作用下进入膜好氧区，通过滤膜，

通过膜的高效截留作用，全部细菌及悬浮物均被截留在膜好氧区中，有效截留硝化菌，使硝

化反应顺利进行，有效去除NH3-N；同时可以截留难于降解的大分子有机物，延长其在反应

器中的停留时间，使之得到最大限度的降解。

[0045] 所述LJ-  MB处理单元使用的微生物为硝化细菌、酵母菌、硫细菌、原生动物、后生

动物等。

[0046] 滤过液经由集水管中汇集到清水池进行排放或回用；

[0047] 本单元产生的污泥，进入污泥处理单元进行处理；

[0048] 步骤5）清水池内的滤过液通入LJ-EL处理单元，所述LJ-EL处理单元的水处理分三

种形式：

[0049] 物理沉淀：可沉淀固体在湿地系统中重力沉降去除、过滤，通过颗粒间相互引力作

用及植物根系的阻截作用，使可沉降及可絮凝固体被阻截而去除；

[0050] 化学微生物代谢：利用悬浮的活性污泥和寄生于植物上的细菌的代谢作用，将悬

浮物、胶体、可溶性固体分解成无机物；通过生物硝化-反硝化作用去除氮；部分微量元素被

微生物、植物利用氧化，并经阻截或结合而被去除；所述微生物主要为反硝化细菌、硝化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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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酵母菌、原生动物、后生动物等。

[0051] 自然死亡：细菌和病毒处于不适宜环境中会引起自然衰败及死亡，湿地系统利用

植物代谢对有机物的吸收而去除，植物根系分泌物对大肠杆菌和病原体有灭活作用；

[0052] 植物吸收：部分氮和磷被植物吸收而去除，将氮、磷吸收、合成后移出人工湿地系

统；

[0053] 步骤6）经过LJ-EL处理单元处理后的水，经过消毒和检验合格后，用于生产和生

活；

[0054] 步骤7）沉降池和LJ-MB处理单元产生的污泥，进入污泥处理单元，经过3个月以上

的厌氧发酵分解，使污泥中的有机物分解成稳定的无机物，易腐败的生化污泥转化为稳定

的熟污泥，改变了污泥的结构，降低了污泥的含水率；定期将污泥清掏外运，填埋或用作肥

料。

[0055] 所述步骤2）中，在水解酸化阶段CODcr、BOD5值变化不很大，仅在产气阶段由于构

成CODcr、BOD5的有机物多以CO2和H2的形式逸出，才使废水中CODcr、BOD5明显下降。

[0056] 由于生活污水CODcr浓度不高，所以通常仅需将厌氧过程控制在水解酸化阶段，将

污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转化为小分子有机物，以提高系统的处理效果，减轻后续工序的处

理负荷。

[0057] 针对CODcr浓度高的污水，酸化发酵池中经过水解酸化处理后的污水中还可以加

入产甲烷菌，水解酸化阶段产生的小分子有机物在产甲烷菌的作用下，转化为甲烷。

[0058] 上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例，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的前提

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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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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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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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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