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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

化处理系统，包括进料固液分离单元，进料固液

分离单元上设有进料口并用于与污水进水管道

相连；在进料固液分离单元的一侧下部对应位置

设有厌氧处理单元，且厌氧处理单元进水端与进

料固液分离单元的出水端相连；正对厌氧处理单

元上方设有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和水平潜流型

人工湿地，且厌氧处理单元出水端与垂直潜流型

人工湿地进水端之间通过管道和设置在管道上

的抽吸装置相连，并且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出水

端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相连。本发明还

公开了一种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处理方法；本

发明具有能够提高污水处理质量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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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包括进料固液分离单元（51），进料固液分

离单元上设有进料口并用于与污水进水管道（52）相连；其特征在于，在进料固液分离单元

的一侧下部对应位置设有厌氧处理单元（53），且厌氧处理单元进水端与进料固液分离单元

的出水端相连，厌氧处理单元内设置有填料；正对厌氧处理单元上方设有垂直潜流型人工

湿地（54）和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55），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54）和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

（55）各自内装有填料且栽种有植物，且厌氧处理单元出水端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

之间通过管道和设置在管道上的抽吸装置（56）相连，并且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出水端与水

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相连，且在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上设有出水端用于出水；

所述抽吸装置（56）为潜污泵；

在厌氧处理单元的一侧设置有第一水箱（60），所述第一水箱与厌氧处理三单元之间设

有竖向的且下端间隔厌氧处理单元下端面设置的第三隔板，所述第三隔板与厌氧处理单元

底部之间设有第一格网，使得第一水箱进水端与厌氧处理单元出水端相连；在所述第一水

箱底部设置所述潜污泵，第一水箱侧壁上设置有液位检测探头（61），所述液位检测探头和

潜污泵电控端相连并用于根据检测液位是否到达控制潜污泵启停；在第一水箱上方间隔设

有第二水箱（62），且在第一水箱和第二水箱之间设有射流曝气器（63）；所述射流曝气器具

有一个和潜污泵出水端相连的进液管道，还具有和外界空气连通的进气管道，还具有和第

二水箱相通的射流出口管道；第二水箱出水端向上与所述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相连；

所述第二水箱（62）上端面设置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出水口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54）

底部连通进水；

所述进料固液分离单元（51）包括斜向设置的固液分离管（68），固液分离管下方设置有

粪便收集池（69），固液分离管上端上方斜向上敞口且正对衔接于污水进水管道出料端下

方，固液分离管下端设有端部分离格网并形成出水端，对应固液分离管下端下方衔接有集

水桶（70）；集水桶上端悬挂在第一绳索下端（71），第一绳索另一端分别绕过位于集水桶上

方的第一定滑轮（72）和位于固液分离管上端的第二定滑轮（73）后向下和固液分离管上端

连接；集水桶下端设有出水孔，出水孔处设置有能够间隔地控制出水的自动出水控制装置

（74），所述固液分离管下端通过与竖向的第二绳索（75）的下端相连并使其可转动地定位在

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使得当固液分离管内累积一定量固态成分后，上端能够在自重作用

下向下转动并通过第一绳索将出水后的集水桶向上拉起，且使得固液分离管上端向下转动

至斜向下状态并将其内累积的固态成分从端部敞口处滑出至下方的粪便收集池，固液分离

管内固态成分滑出后，集水桶能够通过第一绳索将固液分离管上端拉回至向上倾斜状态；

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还设有竖向的第三绳索（76），第三绳索的下端与集水桶相连并用于对

集水桶下行至极限位置限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厌

氧处理单元（53）包括相互间隔且在水平方向上呈并排设置的厌氧处理一单元（57）、厌氧处

理二单元（58）和厌氧处理三单元（59）；厌氧处理一单元上端为进水端并与进料固液分离单

元出水端相连，厌氧处理一单元下端为出水端且与厌氧处理二单元下端的进水端相连，厌

氧处理二单元上端为出水端且与厌氧处理三单元上端的进水端相连，厌氧处理三单元下端

为出水端且与抽吸装置进水端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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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潜流型人工湿地（54）包括相互独立的且在水平方向上呈并排设置的垂直潜流型人工湿

地一单元（64）、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65）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66），垂直

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下端设有底部溢水孔并与第二水箱出水端相连；垂直潜流型人工湿

地一单元上端为出水端并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上端的进水端相连，垂直潜流型人

工湿地二单元的下端为出水端并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下端的进水端相连；且垂直

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还包

括设置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54）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55）之间的复氧槽（67），复氧槽

进水端位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出水端下方且二者之间形成一段供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

出水端出水跌水的距离，复氧槽出水端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水平潜

流型人工湿地内填料顶层铺有一层沸石负载氧化铜的抗菌填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

液分离管下部沿轴向设置有内部分离格网使得分离格网上部形成固态部分堆积空间（77），

分离格网下部形成污水汇聚空间（78）；

集水桶（70）两侧和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腔壁之间可以增加竖向导向滑动配合结构。

7.一种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本方法采用了如权利要求1‑6中

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体化处理系统实现，包括以下步骤，a先实现生活污水的固液分离，

将分离出的固态部分单独收集处理，将分离出的液体污水部分进行后续净化处理；b将液体

污水依次进行间歇式的厌氧分解、曝气充氧、利用植物根系吸收结合垂直潜流方式和水平

潜流实现好氧兼厌氧多种方式复合分解，最后经填料沸石负载氧化铜消毒并灭除污水中的

病原菌后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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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技术领域中的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

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但农村人

口数量多，农村地区的用水量也不断增加，排放总量大，有报告显示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村

污水排放总量可达到近300亿吨。城市地区人口集中，污水可统一收集运输至污水处理厂进

行处理，但该方式涉及大量的收集管网，在人口居住分散、生活污水量少的农村地区并不适

用。农村分散式污水具有来源分散、排放量小、污水水质水量变化大等特点，由于氨氮及有

机物含量偏高若直接排放容易导致河流湖泊的富营养化。部分未经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随

意排放，造成了各类污染事故的发生，不仅危害了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更有可能威胁到农

村人口的饮用水源安全，因此利用现有污水处理技术，对农村分散式污水进行治理已迫在

眉睫。“厕所革命”的核心是粪污处理，推进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0003] 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技术虽形式多样、工艺成熟,但只有因地制宜的污水处理技

术才能真正达到控制农村水污染的目的。农村污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相对分散、水量

较小。一般农村农户居住较为分散，单户人数相对少，产生的生活污水量也较小，生活污水

中污染物的浓度也较低。②变化系数大。村民的生活规律较为一致，污水的排放量早上、中

午、晚上时段比白天其他时段大，夜间的排水量小，甚至可能出现断流的情况，具有变化幅

度大、不连续的特点。③收集较为困难。农村地区生活污水排放较为分散，大部分没有排水

管网，收集难度大。④农村地区技术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资金和专业技术人员，难以保证污

水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行与维护。农村生活污水的这些特点，导致其规范化治理困难重重，目

前全国仅有不到10％的建制村生活污水得到处理，处理率低，亟待改善，且大部分农村离城

镇较远建设污水管网会花费巨大的资金。

[000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加强人口聚集区、中心集镇、生态功能区

等区域的处理设施和管道建设，根据区域位置、人口居住聚集程度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

广四种模式：一是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治理模式，主要针对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管网建设较为

完善的建制镇，通过延伸排污管道，将集镇周边距离较近的村庄生活污水纳入管网统一处

理。二是联户治理模式，主要针对人口相对较多且集中分布、距离集镇较远的村组，以整村、

整组或数十户农户为单元，铺设区域排污管道，通过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等方式，处理农村

生活污水。三是单户治理模式，主要针对人口相对较少且分布较为分散的偏远村庄，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单一农户生活污水。四是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模式，结合农田灌溉、生态保护

修复和环境景观建设，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活污水治理与生态农业发展、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的多赢。

[0005] 中国专利申请(CN105481203A)公开了一种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该专利申请公开的

技术方案中，是采用在预沉池上的与污水收集管出口端对应的位置以及在预沉池上的与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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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管进口端对应的位置设置栅格进行固液分离的，这种固液分离的结构不能很好的将固液

进行分离，分离后的固体部分仍然会携带大量的液体成分，大大的降低了污水处理能力。中

国专利(CN204939208U)公开了一种循环型生活污水净化系统，该专利技术中，采用管道将

经厌氧处理后的污水均布在人工湿地下端，结构相对复杂并且污水分布不够均匀，致使人

工湿地不能够很好地发挥净化污水的效果。并且上述技术中，污水经厌氧处理后是呈无氧

或厌氧状态被送入人工湿地进行处理，此时人工湿地无法高效彻底的对污水进行(吸附、氧

化还原、微生物分解、养分吸收等)处理。

[0006] 因此，怎样才能够提供一种结构更加紧凑，能够提高污水处理质量，提高污水处理

能力，能够更好的将村庄生活污水中污泥和粪污进行分离的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

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成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供一种结构更

加紧凑，能够提高污水处理效果，提高污水处理能力的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

系统及其处理方法。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9] 一种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包括进料固液分离单元，进料固液

分离单元上设有进料口并用于与污水进水管道相连；其特征在于，在进料固液分离单元的

一侧下部对应位置设有厌氧处理单元，且厌氧处理单元进水端与进料固液分离单元的出水

端相连，厌氧处理单元内设置有填料；正对厌氧处理单元上方设有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和

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和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各自内装有填料且栽种

有植物，且厌氧处理单元出水端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之间通过管道和设置在管道

上的抽吸装置相连，并且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出水端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相连，

且在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上设有出水端用于出水。

[0010] 这样，上述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工作时，村庄的生活污水被收集后，从污水

进水管依次流入到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厌氧处理单元、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和水平潜流型

人工湿地；进料固液分离单元能够对生活污水中的固体成分和液体成分进行分离，使得被

分离出来的污水继续进入到厌氧处理单元，厌氧处理单元对污水进行处理时，使污水中复

杂的有机物被降解、转化为简单的有机物，去除生活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病原菌和部分

氮、磷；之后再流入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和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行处理。人工湿地处理

时，内装的填料能够供生物细菌着床，能够对污染物进行吸附、滞留、过滤、氧化还原、沉淀、

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蔽、残留物积累、蒸腾水分和养分吸收作用达到净化效果；加之部

分湿地植物根系的输氧作用，以及污水在人工湿地不同位置的不同流态和含氧情况变化，

使得水流在其中流动时会经历足够的好氧与厌氧交替的处理过程。这种好氧与厌氧条件的

共存为根区的好氧、兼性厌氧和厌氧微生物提供了不同的适宜的小生境，必将促进污染物

的进一步降解转化。特别是污水脱氮过程中的硝化与反硝化作用，使得该人工湿地系统在

污水处理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填料层及植物的根系对水中的总磷分别有吸附与吸收作

用，能够更好的提高污水处理质量。最后经人工湿地处理后的水变清并实现无害化后排出。

故上述的处理系统具有能够实现粪污分流、粪便还田、中水回用、污染物的协同去除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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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低成本条件下能够取得良好的处理效果；还能够避免淡水资源遭到破坏，起到保护环

境的作用。并且上述处理系统布局方式使得其结构更加紧凑；整个处理工艺使得能够提高

污水处理质量，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0011] 作为优化，所述厌氧处理单元包括相互间隔且在水平方向上呈并排设置的厌氧处

理一单元、厌氧处理二单元和厌氧处理三单元；厌氧处理一单元上端为进水端并与进料固

液分离单元出水端相连，厌氧处理一单元下端为出水端且与厌氧处理二单元下端的进水端

相连，厌氧处理二单元上端为出水端且与厌氧处理三单元上端的进水端相连，厌氧处理三

单元下端为出水端且与抽吸装置进水端相连。

[0012] 这样，厌氧处理单元设置成厌氧处理一单元、厌氧处理二单元和厌氧处理三单元，

巧妙利用空间布局延长水处理停留时间，同时多个大部分相隔的厌氧处理单元能够很好地

屏蔽两端的氧气进入，使其内部中心位置形成非常稳定而持久的厌氧区域，保证厌氧处理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能够针对性的对生活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厌氧发酵反硝化处理，为后

续好氧硝化处理提供充足的条件，能够更好地保证污水处理质量稳定性。

[0013] 进一步地，厌氧处理单元底部最低处设置有排泥管，排泥管和外部储泥池相连。使

其可以定期开启并用于排走厌氧处理单元底部累积的淤泥，避免堵塞。

[0014] 作为优化，所述抽吸装置为潜污泵。

[0015] 这样，采用潜污泵作为抽吸装置，具有不易堵塞，结构简单，方便使用的优点。

[0016] 作为优化，在厌氧处理单元的一侧设置有第一水箱，第一水箱进水端与厌氧处理

单元出水端相连；在所述第一水箱底部设置所述潜污泵，第一水箱侧壁上设置有液位检测

探头，所述液位检测探头和潜污泵电控端相连并用于根据检测液位是否到达控制潜污泵启

停；在第一水箱上方间隔设有第二水箱，且在第一水箱和第二水箱之间设有射流曝气器；所

述射流曝气器具有一个和潜污泵出水端相连的进液管道，还具有和外界空气连通的进气管

道，还具有和第二水箱相通的射流出口管道；第二水箱出水端向上与所述垂直潜流型人工

湿地相连。

[0017] 这样，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流入到第一水箱后，当第一水箱内液位达到预设值，液位

检测探头被触发并控制潜污泵工作并将污水抽送到曝气器，污水在射流曝气器内水与空气

充分混合以达到复氧目的，之后再从曝气器出水端射流进入第二水箱内，在第二水箱内再

次充分地实现空气和液体的混合实现充分复氧。经过复氧处理后，能够为后续污水处理提

供足够的氧成分，使得后续形成有氧处理区域，提高污水处理质量。经过复氧处理后的污水

在后续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处理时，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内的过滤填料和植物根系交杂

的空间区域内形成有利于好氧菌繁殖的好氧处理区域，使其同时具有了填料吸附，植物根

系吸收和好氧硝化处理的综合处理效果，使得污水中的污染物能够更好的被吸附、滞留、过

滤、氧化还原、沉淀、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蔽、残留物积累、蒸腾水分和养分吸收以达到

更好的净化效果。

[0018] 作为优化，所述第二水箱上端面设置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出水口和垂直潜流型人工

湿地底部连通进水。

[0019] 这样，使得第二水箱同时具有了隔离下方厌氧区域以保证其厌氧环境效果、使得

空气进气和液体充分混合保证后续有氧处理效果以及对上方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均匀布

水以减低水流对植物根系冲击等多重功能。工作时污水从第二水箱流入到垂直潜流型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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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时，第二水箱上端面设置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出水口能够使得污水更加均匀的进入到垂

直潜流型人工湿地，提高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的处理效果。

[0020] 作为优化，所述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包括相互独立的且在水平方向上呈并排设置

的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

元，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下端设有底部溢水孔并与第二水箱出水端相连；垂直潜流

型人工湿地一单元上端为出水端并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上端的进水端相连，垂直

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的下端为出水端并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下端的进水端相

连；且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相连。

[0021] 这样，将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设置成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垂直潜流型人

工湿地二单元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能够针对性的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处理，

提高污水处理质量。具体地说，污水经厌氧处理单元反硝化处理后进入第二水箱曝气复氧

(曝气复氧后进入第二水箱)。污水和空气混合并富含氧气后进入到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

然后依次上下往返折返地经过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的三个单元，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内为

填料夹杂植物根系的结构状态，及其有利于水处理微生物在填料和植物根系中着床繁殖。

这样污水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流经路径较长，在污水刚进入时的区域阶段为含氧较高的

好氧处理区域，由需氧较高的微生物好氧菌进行生物过滤，同时结合填料过滤和植物根系

吸收提高处理效果。然后随污水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内持续流动，污水中的氧气成分逐

渐消耗减小，故随污水流动路径水处理环境逐渐由有氧过渡到缺氧，填料内着床细菌也由

好氧细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逐渐变化为需氧量较低的微好氧菌或兼好氧细菌

(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再到厌氧细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这样三个垂直

潜流型人工湿地单元的结构，能够极大地丰富不同需氧量的水处理环境；同时结合在之前

处理流程中的厌氧处理单元，使得污水宏观上依次形成厌氧处理‑好氧处理‑厌氧处理，形

成反硝化‑硝化‑反硝化的宏观处理流程，符合有机物降解的需求。再结合植物根系的吸收

转化，极大地提高了水处理效果。

[0022] 作为优化，还包括设置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之间的复氧

槽，复氧槽进水端位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出水端下方且二者之间形成一段供垂直潜流型

人工湿地出水端出水跌水的距离，复氧槽出水端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相连。

[0023] 这样，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出水端出水能够呈水幕状跌落时与空气较为充分混合

后在进入到复氧槽，并且在复氧槽内能够呈薄层水流，大气复氧较快。并且复氧槽给水流再

次复氧，使其进入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之后能够更好地提高处理效果。

[0024] 作为进一步优化，复氧槽出水端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位于水平潜流型人

工湿地所在区域一侧高度方向上的中部位置，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的出水端位于水平潜流

型人工湿地所在区域另一侧高度方向上的上端位置。

[0025] 这样，经过复氧槽再次补充氧气后的水流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中部位置进入，

使得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下部为水体流动性较差的区域并利于厌氧且不好动的细菌着床，

而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中上部为好氧区域且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整体流动性较缓。故在水

平潜流型人工湿地内能够再次形成好氧与厌氧交替的处理区域，且各区域由于水体流动性

较为缓慢使其为水处理细菌提供的着床环境整体上又区别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使其在

植物根系和填料内形成更丰富的为更多类别的好氧、兼性厌氧和厌氧微生物提供的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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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境。故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的设置，能够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整体水处理效果，提高污水

处理质量。同时在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中，水流速度变慢后能够形成出水前的再次沉降，保

证了出水的清澈度。

[0026] 作为优化，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内填料顶层铺有一层沸石负载氧化铜的抗菌填

料。

[0027] 这样可以使得水流经过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填料顶层时由抗菌填料过滤去除SS，

沸石还可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磷的同时，高效杀灭病原菌进行消毒。

[0028] 作为优化，还包括与水流在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出水端相连的后处理单元，在后处

理单元出水端连接有排水管并形成出水端；所述后处理单元内装有活性炭。

[0029] 这样，通过在后处理单元内装有活性炭，水流经过后处理单元时由活性炭对水中

的杂质进行吸附去除，使得出水干净澄澈，再经与后处理单元出水端相连的排水管排出。

[0030] 作为优化，所述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包括斜向设置的固液分离管，固液分离管下方

设置有粪便收集池，固液分离管上端上方斜向上敞口且正对衔接于污水进水管道出料端下

方，固液分离管下端设有端部分离格网并形成出水端，对应固液分离管下端下方衔接有集

水桶；集水桶上端悬挂在第一绳索下端，第一绳索另一端分别绕过位于集水桶上方的第一

定滑轮和位于固液分离管上端的第二定滑轮后向下和固液分离管上端连接；集水桶下端设

有出水孔，出水孔处设置有能够间隔地控制出水的自动出水控制装置，所述固液分离管下

端通过与竖向的第二绳索的下端相连并使其可转动地定位在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使得当

固液分离管内累积一定量固态成分后，上端能够在自重作用下向下转动并通过第一绳索将

出水后的集水桶向上拉起，且使得固液分离管上端向下转动至斜向下状态并将其内累积的

固态成分从端部敞口处滑出至下方的粪便收集池，固液分离管内固态成分滑出后，集水桶

能够通过第一绳索将固液分离管上端拉回至向上倾斜状态；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还设有竖

向的第三绳索，第三绳索的下端与集水桶相连并用于对集水桶下行至极限位置限位。

[0031] 这样，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在工作时，生活污水被收集后流经污水进水管道，从污水

进水管道的出口端流出并从固液分离管上端敞口流入。生活污水流入固液分离管后，固液

分离管将生活污水中的固态成分拦截并累积在固液分离管内部，生活污水中的液态成分从

固液分离管下端形成的出水端流出并被收集在集水桶内。当固液分离管内累积一定量固态

成分后，集水桶内收集的污水达到一定量，出水孔处设置的自动出水控制装置控制出水孔

出水。集水桶内的污水被放空或是被放出一定量，且同时固液分离管内固态成分累积到一

定量使得第一绳索两端失去平衡后，固液分离管上端能够在自重作用下向下转动并通过第

一绳索将出水后的集水桶向上拉起，且固液分离管上端向下转动至斜向下状态并将其内累

积的固态成分从端部敞口处滑出至下方的粪便收集池。固液分离管内固态成分滑出后，集

水桶能够通过第一绳索将固液分离管上端拉回至向上倾斜状态，使得第一绳索两端恢复原

始平衡状态。这样的结构使得生活污水进入固液分离管后，直至固液分离管将收集到的固

态成分从端部敞口处滑出至下方的粪便收集池的过程中，固液分离管是持续的对进入到其

内部的生活污水进行固液分离的，对生活污水固液分离是持续进行的，能够更好的将村庄

生活污水中污泥和粪污进行分离，提高污水处理质量。

[0032] 具体实施时进料固液分离单元，也可以采用直接设置一个斜向的格栅，让待处理

的废弃物掉入到格栅上并慢慢向下滑动，滑动过程中使其液体顺格栅过滤到格栅下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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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部分随格栅滑出到前方，进而实现固液分离。这种固液分离单元结构更加简单，成本低

廉。但具体使用时，废弃物在格栅上停留时间无法控制，经常导致很短时间内液体还来不及

滤下就随固态部分一起顺格栅滑下。导致固液分离效果较差且难以控制。而上述的固液分

离单元使用时，可以使得固态部分一直停留在固液分离管内慢慢过滤出液态部分，故具有

非常好的固液分离效果。

[0033] 作为优化，所述固液分离管下部沿轴向设置有内部分离格网使得分离格网上部形

成固态部分堆积空间，分离格网下部形成污水汇聚空间。

[0034] 这样，生活污水废弃物(主要为粪便)等流入固液分离管后，废弃物先进入到固液

分离管内的分离格网上部形成的固态部分堆积空间，分离格网能够对生活污水中的固态部

分和液态部分进行分离，液态部分分离后进入到分离格网下部形成污水汇聚空间，并从固

液分离管出水端流出。这样废弃物掉入到固液分离管后立即就可以进行固液分离，故这样

能够提高固液分离管的固液分离效率，提高固液分离质量。

[0035] 作为优化，在固液分离管内腔及其分离格网表面涂抹设置有不粘性材料。

[0036] (优选采用纳米材料涂抹)。

[0037] 这样，在进行固液分离时，固态部分和液态部分能够更好的实现分离，并且再将固

态部分从固液分离管倾倒至粪便收集池时，固态部分不易粘接在固液分离管内腔，具有更

加方便实现固液分离的优点。

[0038] 作为优化，集水桶两侧和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腔壁之间增加竖向导向滑动配合结

构。

[0039] 这样，集水桶两侧和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腔壁之间增加竖向导向滑动配合结构，

使得固液分离管上端向下转动并通过第一绳索将出水后的集水桶向上拉起时以及集水桶

竖向向下运动并通过第一绳索将固液分离管上端拉回至向上倾斜状态时，集水桶竖向运行

更加平稳。

[0040] 作为优化，所述自动出水控制装置为对应出水孔设置的落水胆并用于间隔地控制

出水孔出水。

[0041] 这样，将自动出水控制装置设置为现有的落水胆，具有结构简单，方便安装使用的

优点。

[0042] 作为优化，对应集水桶下端出水孔位置设有进水渠，进水渠整体呈扁平的盒体结

构且上端和一侧呈开放结构，且进水渠的开放侧形成出水端，进水渠上端与集水桶下端出

水口连通。

[0043] 这样，在集水桶下端出水孔位置设有进水渠，进水渠的开放侧形成出水端并用于

与厌氧处理单元进水端衔接，具有使得污水更加均匀的进入厌氧处理单元的优点。

[0044]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处理方法，其特点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a先实现生活污水的固液分离，将分离出的固态部分单独收集处理，将分离出的液体污

水部分进行后续净化处理；b将液体污水依次进行间歇式的厌氧分解、曝气充氧、利用植物

根系吸收结合垂直潜流方式和水平潜流实现好氧兼厌氧多种方式复合分解，最后经沸石负

载氧化铜的填料消毒并灭除污水中的病原菌后流出。

[0045] 这样，采用上述方法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具有污水处理质量更好，处理效率更高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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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作为优化，本方法采用了上述结构的一体化处理系统实现。

[0047] 这样，采用上述结构的一体化处理系统实现，具有能够提高污水处理质量，提高污

水处理能力，能够更好的将村庄生活污水中污泥和粪污进行分离的优点。

[0048]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实现粪污分流、粪便还田、中水回用、污染物的协

同去除，在低成本条件下取得良好的处理效果；还能够避免淡水资源遭到破坏，起到保护环

境的作用。本发明通过粪污分离单(及前述的固液分离单元)元为用于将粪污分流，实现资

源化利用，使得粪便进入粪便收集池，污水进入厌氧处理单元；通过厌氧处理单元在厌氧菌

的作用下，使复杂的有机物被降解、转化为简单的有机物，同时释放能能量；湿地中氧环境

较差，当处理较高浓度的污水时，人工湿地仍不足以满足有机物及氨氮的氧化去除，因此，

本发明通过射流曝气器对厌氧单元的出水进行曝气复氧以及通过跌水至复氧槽对垂直潜

流型人工湿地的出水进行复氧以解决人工湿地床体供氧不足的问题；通过人工湿地滤料上

的生物膜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质进行降解，上层土壤存在大量的植物根系、微生物和土壤矿

物对污水中污染物质吸收、降解置换等物理化学及生物作用，达到净化污水的目的；水平潜

流型人工湿地顶层填料为抗菌填料沸石负载氧化铜，水流经过时由抗菌填料过滤去除SS，

沸石还可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磷的同时，高效杀灭病原菌进行消毒；后处理单元内装有活

性炭，水流经过后处理单元时由活性炭对水中的杂质进行吸附去除，使得出水干净澄澈；总

之，本发明污水处理和运行成本低，处理效果好，出水水质可达国家城镇污水排放标准。本

发明在我国广大农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49]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的正视剖面

示意图(附图中箭头表示液体的流向)。

[0050] 图2为图1的水平方向上的剖视示意图。

[0051] 图3为图1中厌氧处理单元与第一水箱部分的正视剖面示意图。

[0052] 图4为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复氧槽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正视剖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54] 具体实施时：如图1至图4所示，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包括进料

固液分离单元51，进料固液分离单元上设有进料口并用于与污水进水管道52相连；其特点

在于，在进料固液分离单元的一侧下部对应位置设有厌氧处理单元53，且厌氧处理单元进

水端与进料固液分离单元的出水端相连，厌氧处理单元内设置有填料；正对厌氧处理单元

上方设有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54和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55，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54和水平

潜流型人工湿地55各自内装有填料且栽种有植物，且厌氧处理单元出水端与垂直潜流型人

工湿地进水端之间通过管道和设置在管道上的抽吸装置56相连，并且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

出水端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相连，且在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上设有出水端用于出

水。

[0055] 这样，上述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工作时，村庄的生活污水被收集后，从污水

进水管依次流入到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厌氧处理单元、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和水平潜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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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湿地；进料固液分离单元能够对生活污水中的固体成分和液体成分进行分离，使得被

分离出来的污水继续进入到厌氧处理单元，厌氧处理单元对污水进行处理时，使污水中复

杂的有机物被降解、转化为简单的有机物，去除生活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病原菌和部分

氮、磷；之后再流入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和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行处理。人工湿地处理

时，内装的填料能够供生物细菌着床，能够对污染物进行吸附、滞留、过滤、氧化还原、沉淀、

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蔽、残留物积累、蒸腾水分和养分吸收作用达到净化效果；加之部

分湿地植物根系的输氧作用，以及污水在人工湿地不同位置的不同流态和含氧情况变化，

使得水流在其中流动时会经历足够的好氧与厌氧交替的处理过程。这种好氧与厌氧条件的

共存为根区的好氧、兼性厌氧和厌氧微生物提供了不同的适宜的小生境，必将促进污染物

的进一步降解转化。特别是污水脱氮过程中的硝化与反硝化作用，使得该人工湿地系统在

污水处理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填料层及植物的根系对水中的总磷分别有吸附与吸收作

用，能够更好的提高污水处理质量。最后经人工湿地处理后的水变清并实现无害化后排出。

故上述的处理系统具有能够实现粪污分流、粪便还田、中水回用、污染物的协同去除等特

点，在低成本条件下能够取得良好的处理效果；还能够避免淡水资源遭到破坏，起到保护环

境的作用。并且上述处理系统布局方式使得其结构更加紧凑；整个处理工艺使得能够提高

污水处理质量，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0056]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厌氧处理单元53包括相互间隔且在水平方向上呈并排设

置的厌氧处理一单元57、厌氧处理二单元58和厌氧处理三单元59；厌氧处理一单元上端为

进水端并与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出水端相连，厌氧处理一单元下端为出水端且与厌氧处理二

单元下端的进水端相连，厌氧处理二单元上端为出水端且与厌氧处理三单元上端的进水端

相连，厌氧处理三单元下端为出水端且与抽吸装置进水端相连。

[0057] 这样，厌氧处理单元设置成厌氧处理一单元、厌氧处理二单元和厌氧处理三单元，

巧妙利用空间布局延长水处理停留时间，同时多个大部分相隔的厌氧处理单元能够很好地

屏蔽两端的氧气进入，使其内部中心位置形成非常稳定而持久的厌氧区域，保证厌氧处理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能够针对性的对生活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厌氧发酵反硝化处理，为后

续好氧硝化处理提供充足的条件，能够更好地保证污水处理质量稳定性。

[0058] 具体实施时，污水分别依次经过所述厌氧处理单元中厌氧处理一单元、厌氧处理

二单元、厌氧处理三单元，厌氧处理一单元、厌氧处理二单元、厌氧处理三单元中的填料采

用优选的空心球状填料，空心球状填料的孔隙率约为0.2，该空心球状填料有利于保水和沟

通填料间的水分、养分和微生物交流，且通过厌氧菌的作用，使复杂的有机物被降解、转化

为简单的有机物，利用附着于空心球状填料内外表面或悬浮的专门驯化专性厌氧或兼氧微

生物去除生活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病原菌和部分氮、磷。厌氧处理单元尺寸较好的选择为

3.9m×9m×1.3m，水力停留时间为22h。对应厌氧处理一单元、厌氧处理二单元底部最低处

连接有第一排泥管、第二排泥管，且在第一排泥管、第二排泥管外端各自连接有第一储泥

池、第二储泥池，第一储泥池和第二储泥池为正方体体积各为1m3。使其可以定期开启并用

于排走厌氧处理单元底部累积的淤泥，避免堵塞。

[0059]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抽吸装置56为潜污泵。

[0060] 这样，采用潜污泵作为抽吸装置，具有不易堵塞，结构简单，方便使用的优点。

[0061]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在厌氧处理单元的一侧设置有第一水箱60，第一水箱进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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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厌氧处理单元出水端相连；在所述第一水箱底部设置所述潜污泵，第一水箱侧壁上设置

有液位检测探头61，所述液位检测探头和潜污泵电控端相连并用于根据检测液位是否到达

控制潜污泵启停；在第一水箱上方间隔设有第二水箱62，且在第一水箱和第二水箱之间设

有射流曝气器63；所述射流曝气器具有一个和潜污泵出水端相连的进液管道，还具有和外

界空气连通的进气管道，还具有和第二水箱相通的射流出口管道；第二水箱出水端向上与

所述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相连。

[0062] 这样，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流入到第一水箱后，当第一水箱内液位达到预设值，液位

检测探头被触发并控制潜污泵工作并将污水抽送到曝气器，污水在射流曝气器内水与空气

充分混合以达到复氧目的，之后再从曝气器出水端射流进入第二水箱内，在第二水箱内再

次充分地实现空气和液体的混合实现充分复氧。经过复氧处理后，能够为后续污水处理提

供足够的氧成分，使得后续形成有氧处理区域，提高污水处理质量。经过复氧处理后的污水

在后续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处理时，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内的过滤填料和植物根系交杂

的空间区域内形成有利于好氧菌繁殖的好氧处理区域，使其同时具有了填料吸附，植物根

系吸收和好氧硝化处理的综合处理效果，使得污水中的污染物能够更好的被吸附、滞留、过

滤、氧化还原、沉淀、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蔽、残留物积累、蒸腾水分和养分吸收以达到

更好的净化效果。

[0063] 具体实施时，所述厌氧处理单元右侧连接有第一水箱，所述第一水箱与厌氧处理

三单元之间设有竖向的且下端间隔厌氧处理单元下端面设置的第三隔板，所述第三隔板与

厌氧处理单元底部之间设有第一格网，所述第一水箱内设有液位控制器(液位控制器为前

述的液位检测探头)与潜污泵，所述潜污泵通过水管与射流曝气器相连，所述射流曝气器与

第二水箱通过水管相连，所述第一水箱为用于承接从厌氧处理三单元溢流出来的水，当水

位达到距第一水箱底部0.9m时第一水箱内的液位控制器启动潜污泵将水抽送至射流曝气

器，在射流曝气器内水与空气充分混合以达到复氧目的，再经水管抽送至第二水箱，当水位

被降至距第一水箱底部0.3m时时第一水箱内的液位控制器关停潜污泵，停止抽水。第一水

箱的尺寸为1.2m×9m×1m。

[0064]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二水箱62上端面设置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出水口和垂直

潜流型人工湿地54底部连通进水。

[0065] 这样，使得第二水箱同时具有了隔离下方厌氧区域以保证其厌氧环境效果、使得

空气进气和液体充分混合保证后续有氧处理效果以及对上方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均匀布

水以减低水流对植物根系冲击等多重功能。工作时污水从第二水箱流入到垂直潜流型人工

湿地时，第二水箱上端面设置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出水口能够使得污水更加均匀的进入到垂

直潜流型人工湿地，提高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的处理效果。

[0066]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54包括相互独立的且在水平方向上

呈并排设置的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64、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65和垂直潜流型

人工湿地三单元66，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下端设有底部溢水孔并与第二水箱出水端

相连；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上端为出水端并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上端的进

水端相连，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的下端为出水端并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下

端的进水端相连；且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相连。

[0067] 这样，将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设置成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垂直潜流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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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湿地二单元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能够针对性的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处理，

提高污水处理质量。具体地说，污水经厌氧处理单元反硝化处理后进入第二水箱曝气复氧。

污水和空气混合并富含氧气后进入到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然后依次上下往返折返地经过

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的三个单元，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内为填料夹杂植物根系的结构状

态，及其有利于水处理微生物在填料和植物根系中着床繁殖。这样污水在垂直潜流型人工

湿地流经路径较长，在污水刚进入时的区域阶段为含氧较高的好氧处理区域，由需氧较高

的微生物好氧菌进行生物过滤，同时结合填料过滤和植物根系吸收提高处理效果。然后随

污水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内持续流动，污水中的氧气成分逐渐消耗减小，故随污水流动

路径水处理环境逐渐由有氧过渡到缺氧，填料内着床细菌也由好氧细菌(垂直潜流型人工

湿地一单元)逐渐变化为需氧量较低的微好氧菌或兼好氧细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

元)再到厌氧细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这样三个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单元的结

构，能够极大地丰富不同需氧量的水处理环境；同时结合在之前处理流程中的厌氧处理单

元，使得污水宏观上依次形成厌氧处理‑好氧处理‑厌氧处理，形成反硝化‑硝化‑反硝化的

宏观处理流程，符合有机物降解的需求。再结合植物根系的吸收转化，极大地提高了水处理

效果。

[0068] 具体实施时，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内呈水平间隔的设有竖向的第四隔板和第五隔

板并将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分隔成相互独立的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垂直潜流型人

工湿地二单元和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污水由所述第二水箱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

一单元底部溢水孔均匀进入，第二水箱的尺寸为1.2m×9m×0.3m，水流在垂直潜流型人工

湿地一单元经过填料自下而上流动经第四隔板上的透水孔至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

水流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经过填料自上而下流动经第五隔板上的透水孔至垂直

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一单元、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二单元和垂直

潜流型人工湿地三单元中填料规格、厚度均相同，底部为粒径0.03～0.05m鹅卵石，厚0.2m；

上部为粒径0.003～0.01m瓜子片石，厚0.1m；中部为粒径0.01～0.03m石子，厚0.7m，填料基

质孔隙率为0.25‑0.35。为防止填料下漏，每一层都分别铺放土工布，三个单元之中栽种风

车草。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尺寸为3.6m×9m×1.2m，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均匀分为三个单

元，水流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中的水力停留时间约为24h，利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对污

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吸附、滞留、过滤、氧化还原、沉淀、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蔽、残留物

积累、蒸腾水分和养分吸收作用达到净化效果。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系统能够形成前端好

氧，中部兼性厌氧，后部厌氧的水体环境。这种好氧与厌氧条件的共存为根区的好氧、兼性

厌氧和厌氧微生物提供了不同的适宜的小生境，必将促进污染物的降解转化，特别是污水

脱氮过程中的硝化与反硝化作用，使得该垂直流人工湿地系统在污水处理中发挥出独特的

作用，填料层及植物的根系对水中的总磷有吸附吸收作用。

[0069]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还包括设置在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54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

55之间的复氧槽67，复氧槽进水端位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出水端下方且二者之间形成一

段供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出水端出水跌水的距离，复氧槽出水端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

水端相连。

[0070] 这样，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出水端出水能够呈水幕状跌落时与空气较为充分混合

后在进入到复氧槽，并且在复氧槽内能够呈薄层水流，大气复氧较快。并且复氧槽给水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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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复氧，使其进入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之后能够更好地提高处理效果。

[0071] 本实施方式中，复氧槽出水端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水端位于水平潜流型人工

湿地所在区域一侧高度方向上的中部位置，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的出水端位于水平潜流型

人工湿地所在区域另一侧高度方向上的上端位置。

[0072] 这样，经过复氧槽再次补充氧气后的水流从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中部位置进入，

使得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下部为水体流动性较差的区域并利于厌氧且不好动的细菌着床，

而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中上部为好氧区域且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整体流动性较缓。故在水

平潜流型人工湿地内能够再次形成好氧与厌氧交替的处理区域，且各区域由于水体流动性

较为缓慢使其为水处理细菌提供的着床环境整体上又区别于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使其在

植物根系和填料内形成更丰富的为更多类别的好氧、兼性厌氧和厌氧微生物提供的适宜的

小生境。故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的设置，能够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整体水处理效果，提高污水

处理质量。同时在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中，水流速度变慢后能够形成出水前的再次沉降，保

证了出水的清澈度。

[0073] 具体地说，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复氧槽距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上端(垂直潜流型人

工湿地三单元上端的出水口)出水口竖直高度为0.3m，水流呈水幕状跌落时与空气较为充

分混合，且在复氧槽中形成4‑5mm的薄层水流，大气复氧较快，由复氧槽靠近水平潜流型人

工湿地一侧中部位置进水端均布的进水孔将水流均匀分流至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所述水

平潜流型人工湿地填料层自下而上分别为粒径为0.06‑0 .09m大砾石，厚0.25m；粒径为

0.02‑0.04m小砾石，厚0.2m；粒径为0.01–0.02m碎石屑，厚0.15m；粒径为0.01–0.02m沸石负

载氧化铜，厚0.1m；填料基质孔隙率为0.25‑0.35，为防止填料下漏，每一层都分别铺放土工

布，湿地内可以栽种风车草。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尺寸为1.2m×9m×0.8m，水流在水平潜流

型人工湿地中的水力停留时间约为10.5h，利用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进一步形成好氧与厌

氧条件共存的环境，为根区的好氧、兼性厌氧和厌氧微生物提供了不同的适宜的小生境，再

结合填料层及植物的根系对水中的总磷分别有吸附与吸收作用，进一步提高水处理效果。

[0074] 本实施方式中，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内填料顶层铺有一层沸石负载氧化铜的抗菌

填料沸石。水流经过时由抗菌填料过滤去除SS，沸石还可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磷的同时，高

效杀灭病原菌进行消毒。

[0075]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还包括与水流在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出水端相连的后处理单元

79，在后处理单元出水端连接有所述排水管并形成出水端；所述后处理单元内装有活性炭。

[0076] 这样，通过在后处理单元内装有活性炭，水流经过后处理单元时由活性炭对水中

的杂质进行吸附去除，使得出水干净澄澈，再经与后处理单元出水端相连的排水管排出。

[0077] 具体实施时，所述后处理单元采用以下优选参数，其尺寸为1.2m×1.2m×0.7m，所

述后处理单元中活性炭孔隙率为0.25‑0.35。

[0078]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进料固液分离单元51包括斜向设置的固液分离管68，固

液分离管下方设置有粪便收集池69，固液分离管上端上方斜向上敞口且正对衔接于污水进

水管道出料端下方，固液分离管下端设有端部分离格网并形成出水端，对应固液分离管下

端下方衔接有集水桶70；集水桶上端悬挂在第一绳索下端71，第一绳索另一端分别绕过位

于集水桶上方的第一定滑轮72和位于固液分离管上端的第二定滑轮73后向下和固液分离

管上端连接；集水桶下端设有出水孔，出水孔处设置有能够间隔地控制出水的自动出水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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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装置74，所述固液分离管下端通过与竖向的第二绳索75的下端相连并使其可转动地定位

在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使得当固液分离管内累积一定量固态成分后，上端能够在自重作

用下向下转动并通过第一绳索将出水后的集水桶向上拉起，且使得固液分离管上端向下转

动至斜向下状态并将其内累积的固态成分从端部敞口处滑出至下方的粪便收集池，固液分

离管内固态成分滑出后，集水桶能够通过第一绳索将固液分离管上端拉回至向上倾斜状

态；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还设有竖向的第三绳索76，第三绳索的下端与集水桶相连并用于

对集水桶下行至极限位置限位。

[0079] 这样，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在工作时，生活污水被收集后流经污水进水管道，从污水

进水管道的出口端流出并从固液分离管上端敞口流入。生活污水流入固液分离管后，固液

分离管将生活污水中的固态成分拦截并累积在固液分离管内部，生活污水中的液态成分从

固液分离管下端形成的出水端流出并被收集在集水桶内。当固液分离管内累积一定量固态

成分后，集水桶内收集的污水达到一定量，出水孔处设置的自动出水控制装置控制出水孔

出水。集水桶内的污水被放空或是被放出一定量，且同时固液分离管内固态成分累积到一

定量使得第一绳索两端失去平衡后，固液分离管上端能够在自重作用下向下转动并通过第

一绳索将出水后的集水桶向上拉起，且固液分离管上端向下转动至斜向下状态并将其内累

积的固态成分从端部敞口处滑出至下方的粪便收集池。固液分离管内固态成分滑出后，集

水桶能够通过第一绳索将固液分离管上端拉回至向上倾斜状态，使得第一绳索两端恢复原

始平衡状态。这样的结构使得生活污水进入固液分离管后，直至固液分离管将收集到的固

态成分从端部敞口处滑出至下方的粪便收集池的过程中，固液分离管是持续的对进入到其

内部的生活污水进行固液分离的，对生活污水固液分离是持续进行的，能够更好的将村庄

生活污水中污泥和粪污进行分离，提高污水处理质量。

[0080] 具体实施时进料固液分离单元，也可以采用直接设置一个斜向的格栅，让待处理

的废弃物掉入到格栅上并慢慢向下滑动，滑动过程中使其液体顺格栅过滤到格栅下方，固

态部分随格栅滑出到前方，进而实现固液分离。这种固液分离单元结构更加简单，成本低

廉。但具体使用时，废弃物在格栅上停留时间无法控制，经常导致很短时间内液体还来不及

滤下就随固态部分一起顺格栅滑下。导致固液分离效果较差且难以控制。而上述的固液分

离单元使用时，可以使得固态部分一直停留在固液分离管内慢慢过滤出液态部分，故具有

非常好的固液分离效果。

[0081]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固液分离管下部沿轴向设置有内部分离格网使得分离格

网上部形成固态部分堆积空间77，分离格网下部形成污水汇聚空间78。

[0082] 这样，生活污水废弃物(主要为粪便)等流入固液分离管后，废弃物先进入到固液

分离管内的分离格网上部形成的固态部分堆积空间，分离格网能够对生活污水中的固态部

分和液态部分进行分离，液态部分分离后进入到分离格网下部形成污水汇聚空间，并从固

液分离管出水端流出。这样废弃物掉入到固液分离管后立即就可以进行固液分离，故这样

能够提高固液分离管的固液分离效率，提高固液分离质量。

[0083]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在固液分离管内腔及其分离格网表面涂抹设置有不粘性材

料。(优选采用纳米材料涂抹)。

[0084] 这样，在进行固液分离时，固态部分和液态部分能够更好的实现分离，并且再将固

态部分从固液分离管倾倒至粪便收集池时，固态部分不易粘接在固液分离管内腔，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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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方便实现固液分离的优点。

[0085]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集水桶70两侧和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腔壁之间可以增加竖向

导向滑动配合结构。

[0086] 这样，集水桶两侧和进料固液分离单元内腔壁之间增加竖向导向滑动配合结构，

使得固液分离管上端向下转动并通过第一绳索将出水后的集水桶向上拉起时以及集水桶

竖向向下运动并通过第一绳索将固液分离管上端拉回至向上倾斜状态时，集水桶竖向运行

更加平稳。

[0087]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自动出水控制装置74为对应出水孔设置的落水胆并用于

间隔地控制出水孔出水。

[0088] 这样，将自动出水控制装置设置为现有的落水胆，具有结构简单，方便安装使用的

优点。

[0089]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对应集水桶下端出水孔位置设有进水渠80，进水渠整体呈扁

平的盒体结构且上端和一侧呈开放结构，且进水渠的开放侧形成出水端，进水渠上端与集

水桶下端出水口连通。

[0090] 这样，在集水桶下端出水孔位置设有进水渠，进水渠的开放侧形成出水端并用于

与厌氧处理单元进水端衔接，具有使得污水更加均匀的进入厌氧处理单元的优点。

[0091]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适用于村庄的生活污水处理方法，其特点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a先实现生活污水的固液分离，将分离出的固态部分单独收集处理，将分离出的液体污

水部分进行后续净化处理；b将液体污水依次进行间歇式的厌氧分解、曝气充氧、利用植物

根系吸收结合垂直潜流方式和水平潜流实现好氧兼厌氧多种方式复合分解，最后经填料沸

石负载氧化铜消毒并灭除污水中的病原菌后流进后处理单元。

[0092] 这样，采用上述方法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具有污水处理质量更好，处理效率更高

的优点。

[0093]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本方法采用了上述结构的一体化处理系统实现。

[0094] 这样，采用上述结构的一体化处理系统实现，具有能够提高污水处理质量，提高污

水处理能力，能够更好的将村庄生活污水中污泥和粪污进行分离的优点。

[0095]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实现粪污分流、粪便还田、中水回用、污染物的协

同去除，在低成本条件下取得良好的处理效果；还能够避免淡水资源遭到破坏，起到保护环

境的作用。本发明通过粪污分离单(及前述的固液分离单元)元为用于将粪污分流，实现资

源化利用，使得粪便进入粪便收集池，污水进入厌氧处理单元；通过厌氧处理单元在厌氧菌

的作用下，使复杂的有机物被降解、转化为简单的有机物，同时释放能能量；湿地中氧环境

较差，当处理较高浓度的污水时，人工湿地仍不足以满足有机物及氨氮的氧化去除，因此，

本发明通过射流曝气器对厌氧单元的出水进行曝气复氧以及通过跌水至复氧槽对垂直潜

流型人工湿地的出水进行复氧以解决人工湿地床体供氧不足的问题；通过人工湿地滤料上

的生物膜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质进行降解，上层土壤存在大量的植物根系、微生物和土壤矿

物对污水中污染物质吸收、降解置换等物理化学及生物作用，达到净化污水的目的；水平潜

流型人工湿地顶层填料为抗菌填料沸石负载氧化铜，水流经过时由抗菌填料过滤去除SS，

沸石还可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磷的同时，高效杀灭病原菌进行消毒；后处理单元内装有活

性炭，水流经过后处理单元时由活性炭对水中的杂质进行吸附去除，使得出水干净澄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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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发明污水处理和运行成本低，处理效果好，出水水质可达国家城镇污水排放标准。本

发明在我国广大农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96] 上述的处理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以下的计算公式确定各个单元的规格：

[0097] 厌氧处理单元面积计算：

[0098]

[0099] 其中：

[0100] A为厌氧处理单元面积，Q为设计流量，

[0101] C0为进水BOD，mg/L，

[0102] C1为出水BOD，mg/L，

[0103] qos为表面有机负荷kg/m2·d，可根据规范选出。

[0104] 水力停留时间计算：

[0105]

[0106] 其中：t为水力停留时间，Q为设计流量，

[0107] V为厌氧处理单元中填料的体积，

[0108] ε为孔隙率。

[0109] 表面水力负荷计算：

[0110]

[0111] 其中：qhs为表面水力负荷，Q为设计流量，

[0112] A为厌氧处理单元面积。

[0113] 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面积计算：

[0114]

[0115] 其中：A为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面积，Q为设计流量，

[0116] C0为进水BOD，mg/L，

[0117] C1为出水BOD，mg/L，

[0118] qos为表面有机负荷kg/m2·d，可根据规范选出。

[0119] 水力停留时间计算：

[0120]

[0121] 其中：t为水力停留时间，

[0122] Q为设计流量，

[0123] V为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中基质的体积，

[0124] ε为孔隙率。

[0125] 表面水力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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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0127] 其中：qhs为表面水力负荷，Q为设计流量，

[0128] A为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面积。

[0129] 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面积计算：

[0130]

[0131] 其中：A为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面积，

[0132] Q为设计流量，

[0133] C0为进水BOD，mg/L，

[0134] C1为出水BOD，mg/L，

[0135] qos为表面有机负荷kg/m2·d，可根据规范选出。

[0136] 水力停留时间计算：

[0137]

[0138] 其中：t为水力停留时间，Q为设计流量，

[0139] V为水平潜流型人工湿地中基质的体积，

[0140] ε为孔隙率。

[0141] 表面水力负荷计算：

[0142]

[0143] 其中：qhs为表面水力负荷，

[0144] Q为设计流量，

[0145] A为垂直潜流型人工湿地面积。

[0146] 所述后处理单元内装有活性炭，水流经过后处理单元时由活性炭对水中的杂质进

行吸附去除，使得出水干净澄澈，最后出水再经排水管排出。

[0147] 后处理单元尺寸计算：

[0148]

[0149] 其中：V为后处理单元内基质填料体积，

[0150] t为水力停留时间，

[0151] Q为设计流量，

[0152] ε为孔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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