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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领域，涉及一种村镇生

活污水的处理方法，该方法在包括厌氧消化池、

回用池、格栅沉淀池、调节池、可变工艺生化池、

沉淀池和可变工艺生态滤床的污水处理系统中

进行，该方法包括：S1、当黑水在厌氧消化池中的

液位低于溢流极限液位时，采用分质处理模式运

行，黑水经厌氧消化后作为高效液态肥回用，灰

水经处理后达标排放；S2、当黑水的资源回用需

求量下降时，黑水在厌氧消化池中的液位持续上

升到溢流的极限液位，将黑水并入灰水处理系统

中并切换成合并处理模式。本发明将村镇生活污

水就地优先实现氮磷钾资源的循环利用，彻底改

变常规的脱氮除磷的污水治理模式，能真正实现

资源的循环利用，大大降低了污水的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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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在污水处理系统中进行，所述污

水处理系统包括厌氧消化池、回用池、格栅沉淀池、调节池、可变工艺生化池、沉淀池和可变

工艺生态滤床，所述厌氧消化池包括至少两个相互连通的反应隔室并且末个反应隔室在池

高度的中下方与回用池的中下部相连通以使得厌氧消化池在运行时具有一定的水量和水

质调节能力，所述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包括相互连通的配水池和碎石填料滤床，所述厌氧消

化池中首个反应隔室的进水口连接黑水源，所述格栅沉淀池的进水口连接灰水源；具体步

骤包括：

S1、当黑水在厌氧消化池中的液位低于溢流的极限液位时，污水处理系统采用分质资

源化模式运行：

黑水从首个反应隔室自流进入厌氧消化池中进行厌氧消化处理，将黑水中的大分子有

机物、有机氮磷分解成有机酸、无机氮和无机磷，之后排入回用池中作为富含有机酸和氮磷

钾的液态肥以供农林菜地施用；灰水经由格栅沉淀池去除流砂、悬浮物和漂浮物，之后自流

进入调节池中调节水量和水质的波动和变化，再由水泵提升进入可变工艺生化池、沉淀池

和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在分质处理资源化模式下可变工艺生化池以首段单点进水的好氧模

式处理灰水，去除灰水中的COD和氨氮，可变工艺生态滤床以碎石填料滤床的模式进一步对

经过生化处理后的灰水进行处理，进一步去除COD、氨氮、总氮和总磷，灰水在进入可变工艺

生态滤床前需进入沉淀池中进行沉淀处理以实现泥水分离，经沉淀处理后的剩余污泥排入

厌氧消化池中进行厌氧消化处理，使剩余污泥减量并释放出微生物体内的氮磷营养元素，

经沉淀处理后的水体依次流入配水池和碎石填料滤床；

S2、当黑水长期没有回用需求时，在持续来水的情况下，黑水厌氧消化池和回用池中的

液位将同步持续上升到溢流的极限液位，黑水将从进水口自动溢流到灰水调节池，此时的

生活污水将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运行：

持续进入厌氧消化池的黑水从首个反应隔室溢流进入灰水调节池中，厌氧消化池中的

黑水仍将按S1的步骤处理；灰水经由格栅沉淀池中去除流砂、悬浮物和漂浮物之后引入调

节池中，与溢流黑水在调节池中混合之后通过水泵提升进入可变工艺生化池、沉淀池和可

变工艺生态滤床，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下可变工艺生化池以多点进水的“好氧+多级缺氧/

好氧”的串联模式运行，以去除混合污水中的COD、氨氮和总氮，可变工艺生态滤床以强化除

磷滤床的模式对经过生化处理后的混合污水进行处理，主要去除混合污水中的总磷，并深

度去除混合污水中的COD、氨氮和总氮，使出水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混合污水在进入可变

工艺生态滤床前需进入沉淀池中进行沉淀处理以实现泥水分离，经沉淀处理后的剩余污泥

排入厌氧消化池中进行厌氧消化处理，使剩余污泥减量并释放出微生物体内的氮磷营养元

素，经沉淀处理后的水体依次流入配水池和碎石填料滤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黑水中的COD浓

度为150-650mg/L，氨氮浓度为130-230mg/L，总磷浓度为3-20mg/L，钾离子浓度为100-

300mg/L；所述灰水的COD浓度为50-80mg/L，氨氮浓度为5-10mg/L，总氮浓度为5-15mg/L，总

磷浓度为0.2-0.5mg/L；当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时，黑水和灰水的混合污水的进水COD浓

度为100-300mg/L，氨氮浓度为35-90mg/L，总氮浓度为35-100mg/L，总磷浓度为0.5-10mg/

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消化池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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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填料的装填高度占厌氧消化池有效高度的40-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质资源化模式

和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中，所述厌氧消化池的处理条件包括温度为10-40℃，水力停留时间为

15-30天。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

变工艺生化池具备切换不同工艺运行功能，其包括N级反应单元，N≥2，每级反应单元均安

装有曝气管网和生物填料，能够根据分质资源化模式或合并达标处理模式改变反应单元的

好氧或缺氧状态，在分质资源化模式下反应单元全部按好氧模式运行，在合并达标处理模

式下反应单元按“好氧+多级缺氧/好氧”的串联模式运行，首段好氧区和各级缺氧区的前端

均设置有进水口，由进水泵控制流量，污水从首段好氧区和各级缺氧区引入并与前一段好

氧区出水混合进行高效的生物反硝化脱氮处理，可变工艺生化池出水流入沉淀池。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采用分质资源化模

式时，所述可变工艺生化池的所有曝气装置均开启，源自调节池的灰水从可变工艺生化池

最前端引入，以推流状态流经各区域，从最后一级流出并流入沉淀池。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采用合并达标处理

模式时，可变工艺生化池各区的曝气装置依次按“开启-关闭-开启-关闭-开启……”的顺序

运行，使可变工艺变为“好氧+多级缺氧/好氧”运行，源自调节池的混合污水分别从首级好

氧区的前端以及各级缺氧区的前端引入，以推流状态流经各区域，从最后一级好氧区流出

并流入沉淀池，最后一级好氧区设置回流泵，回流到最后一级缺氧区，回流比例100-30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采用合并达标处理

模式时，各级进水流量分配系数ri满足以下两个公式：【1】r0+r1+r2+···rn＝1(n≥1)、

【2】rn＝(a/b)nr0，a为将NO3-N还原成N2所需的COD量，b为进水COD/TN浓度比值。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采用分质资源化模

式时，污水在可变工艺生化池中的处理条件包括温度为10-40℃，水力停留时间为4h以上；

当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时，水体在可变工艺生化池中的处理条件包括温度为10-40℃，水

力停留时间为12h以上；

在分质资源化模式及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下，污水在可变工艺生态滤床的配水池中的水

力停留时间均为0.5h以上，碎石填料滤床的水力停留时间均为10h以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采

用分质资源化模式时，无需往可变工艺生态滤床的配水池中添加除磷滤料包；当采用合并

达标处理模式时，需要往可变工艺生态滤床的配水池中添加除磷滤料包；所述除磷滤料包

由透水性布袋包裹给水污泥、石灰、海蛎壳和铁盐铝盐系混凝剂组成。

11.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碎石填料滤床采用两级以上设计、但优选两级设计，水流方向为上进下出，不覆土，种植美

人蕉、旱伞草、风车草和香菇草作为湿地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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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村镇生活污水的资源化与达标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村镇生活污水的资源化与达标处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村镇生活污水主要包括黑水和灰水。其中，黑水是指化粪池出水，黑水中氮磷钾含

量很高，将氮磷污染物处理到达标排放所需的技术难度大、成本高，且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

费。灰水为生活杂用水的统称，包括但不限于除化粪池出水外的浴室排水、厨房排水、洗衣

台排水、洗手池排水、洗衣机排水、庭院清洗排水等各类生活废水，灰水中碳氮磷等污染物

浓度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较小，同时也比较容易处理。

[0003] 目前，针对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受传统收集模式的影响，在污水产生的源头即将

化粪池出水和浴室排水和厨房排水等各类生活废水混合收集(即将黑水和灰水混合收集)，

再通过管网输送到末端进行除碳脱氮脱除磷处理。然而，这种传统处理模式虽然能有效地

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和氮磷营养元素等污染物从污水中去除，但具有处理能耗高、成本高和

剩余污泥等副产物容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以及碳氮磷钾等资源不可逆损失等现实问题，

于污水处理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来看，治污成本很高，会给环境带来极大的负担。随着高铁在

我国的全面普及，高铁上的真空厕所也逐渐走向污水治理领域，目前已有不少科研院所和

环保公司已研发出了粪污甚至是污水负压收集系统或设备并应用于包括村镇污水在内的

污水治理领域且发挥出了传统重力收集管网所不具备的效率和效果，但负压收集系统设备

多、制造安装要求高、后续运行维护强度大以及管理成本高等诸多现实问题已严重限制了

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因此，为降低村镇污水的处理难度和处理成本，亟需一种有别于现有收

集与处理模式的源头分质收集的资源化与达标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村镇生活污水的资源化与达标处理的新型处理方法。

[0005] 具体地，如图1～图3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村镇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法，其中，该

方法在污水处理系统中进行，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厌氧消化池、回用池、格栅沉淀池、调

节池、可变工艺生化池、沉淀池和可变工艺生态滤床，所述厌氧消化池包括至少两个相互连

通的反应隔室并且末个反应隔室在池高度的中下方与回用池的中下部相连通以使得厌氧

消化池在运行时具有一定的水量和水质调节能力，所述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包括相互连通的

配水池和碎石填料滤床，所述厌氧消化池中首个反应隔室的进水口连接黑水源，所述格栅

沉淀池的进水口连接灰水源；具体步骤包括：

[0006] S1、当黑水在厌氧消化池中的液位低于溢流的极限液位时，污水处理系统采用分

质资源化模式运行：

[0007] 黑水从首个反应隔室自流进入厌氧消化池中进行厌氧消化处理，将黑水中的大分

子有机物、有机氮磷分解成有机酸、无机氮和无机磷，之后排入回用池中作为富含有机酸和

说　明　书 1/8 页

4

CN 112142258 A

4



氮磷钾的液态肥以供农林菜地施用；灰水经由格栅沉淀池去除流砂、悬浮物和漂浮物，之后

自流进入调节池中调节水量和水质的波动和变化，再由水泵提升进入可变工艺生化池、沉

淀池和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在分质处理资源化模式下可变工艺生化池以首段单点进水(即

灰水仅从可变工艺生化池的最前端引入)的接触氧化(好氧)的模式处理灰水，去除灰水中

的有机物(COD)和氨氮，可变工艺生态滤床以碎石填料滤床(即传统水平潜流湿地)的模式

进一步对经过生化处理后的灰水进行处理，进一步去除COD、氨氮、总氮和总磷，灰水在进入

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前需进入沉淀池中进行沉淀处理以实现泥水分离，经沉淀处理后的剩余

污泥排入黑水厌氧消化池中进行厌氧消化处理，使剩余污泥减量并释放出微生物体内的氮

磷营养元素，经沉淀处理后的水体依次流入配水池和碎石填料滤床；

[0008] S2、当黑水长期没有回用需求时，在持续来水的情况下，黑水厌氧消化池和回用池

中的液位将同步持续上升到溢流的极限液位，黑水将从进水口自动溢流到灰水调节池，此

时的生活污水将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运行：

[0009] 持续进入厌氧消化池的黑水从首个反应隔室进水口直接溢流进入(灰水)调节池

中，厌氧消化池中的黑水仍将按S1的步骤处理；灰水经由格栅沉淀池中去除流砂、悬浮物和

漂浮物之后引入调节池中，与溢流黑水在调节池中混合之后通过水泵提升进入可变工艺生

化池、沉淀池和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下可变工艺生化池以多点进水的

“好氧+多级缺氧/好氧”(“O+多级A/O”)的串联模式运行，以去除混合污水中的COD、氨氮和

总氮；可变工艺生态滤床以强化除磷滤床的模式运行，对经过生化处理后的混合污水进行

处理，主要去除混合污水中的总磷，并可深度去除混合污水中的COD、氨氮和总氮，使出水达

到相应的排放标准；混合污水在进入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前需进入沉淀池中进行沉淀处理以

实现泥水分离，经沉淀处理后的剩余污泥排入(黑水)厌氧消化池中进行厌氧消化处理，使

剩余污泥减量并释放出微生物体内的氮磷营养元素，经沉淀处理后的水体依次流入配水池

和碎石填料滤床。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黑水中的COD浓度为150-650mg/L，氨氮浓度为130-230mg/L，总磷

浓度为3-20mg/L，钾离子浓度为100-300mg/L。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灰水的COD浓度为50-80mg/L，氨氮浓度为5-10mg/L，总氮浓度为5-

15mg/L，总磷浓度为0.2-0.5mg/L。

[0012] 进一步地，当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时，黑水和灰水的混合污水的进水COD浓度为

100-300mg/L，氨氮浓度为35-90mg/L，总氮浓度为35-100mg/L，总磷浓度为0.5-10mg/L。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厌氧消化池中生化填料的装填高度占厌氧消化池有效高度的40-

60％。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厌氧消化池在上、中、下的位置通过孔洞或管道相连，但孔洞或管

道的高度优选的与生物填料顶部相一致。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分质资源化模式和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中，所述厌氧消化池的处理

条件包括温度为10-40℃，水力停留时间为15-30天。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可变工艺生化池具备切换不同工艺运行功能，其包括N级反应单

元，N≥2，每级反应单元均安装有曝气管网和生物填料，能够根据分质资源化模式或合并达

标处理模式改变反应单元的好氧或缺氧状态，在分质资源化模式下反应单元全部按接触氧

化(即好氧)模式运行，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下反应单元按“好氧+多级缺氧/好氧”的串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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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运行，首段好氧区和各级缺氧区的前端均设置有进水口，由进水泵控制流量，污水从首段

好氧区和各级缺氧区引入并与前一段好氧区出水混合进行高效的生物反硝化脱氮处理，可

变工艺生化池出水流入沉淀池。

[0017] 进一步地，各好氧区和缺氧区内安装的填料为辩带式填料和曝气装置。

[0018] 进一步地，当采用分质资源化模式时，开启可变工艺生化池的所有曝气装置，源自

调节池的灰水从可变工艺生化池最前端引入，以推流状态流经各区域，从最后一级流出并

流入沉淀池。

[0019] 进一步地，当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时，可变工艺生化池各区的曝气装置依次按

按“开启-关闭-开启-关闭-开启……”的顺序运行，使可变工艺变为“O+多级A/O串联系统”

运行，源自调节池的混合污水分别从首级好氧区的前端以及各级缺氧区的前端引入，以推

流状态流经各区域，从最后一级好氧区流出并流入沉淀池，在最后一级好氧区设置回流泵

以提高生化系统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下的脱氮率，将最后一级的硝化液回流到最后一级缺

氧区，回流比例100-300％。

[0020] 进一步地，当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时，各级进水流量分配系数ri满足以下两个

公式：【1】r0+r1+r2+···rn＝1(n≥1)、【2】rn＝(a/b)nr0，a为将1mg/L的NO3-N还原成N2所需

的COD量(COD单位为mg/L)，b为进水COD/TN浓度比值。

[0021] 进一步地，当采用分质资源化模式时，污水在可变工艺生化池中的处理条件包括

温度为10-40℃，水力停留时间为4h以上。

[0022] 进一步地，当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时，污水在可变工艺生化池中的处理条件包

括温度为10-40℃，水力停留时间为12h以上。

[0023] 进一步地，在分质资源化模式及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下，污水在可变工艺生态滤床

的配水池中的水力停留时间均为0.5h以上，碎石填料滤床的水力停留时间均为10h以上。

[0024] 进一步地，当采用分质资源化模式时，无需往具备切换不同工艺运行功能的可变

工艺生态滤床的配水池中添加除磷滤料包；当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时，需要往具备切换

不同工艺运行功能的可变工艺生态滤床的配水池中添加除磷滤料包。所述除磷滤料包由透

水性布袋包裹给水污泥、石灰、海蛎壳和铁盐铝盐系混凝剂组成。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碎石填料滤床采用两级以上设计、但优选两级设计，水流方向为上

进下出，不覆土，种植美人蕉、旱伞草、风车草和香菇草作为湿地绿植。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7] (1)将村镇生活污水就地优先实现氮磷钾资源的循环利用，彻底改变常规的脱氮

除磷的污水治理模式，真正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大大降低了村镇污水特别是农村污水的

处理成本。

[0028] (2)分质资源化模式下，黑水经处理后作为高效有机液态肥全部实现就地资源回

用，不会污染环境；灰水经处理后COD、氨氮、总氮和总磷均能达到一级A的排放标准外排，灰

水系统产生的剩余污泥排入黑水系统中进行厌氧消化，无需做污泥处理处置。

[0029] (3)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下，黑水进入灰水处理系统与灰水混合处理，灰水处理系统

切换成高效的脱氮除磷模式运行，确保出水COD、氨氮、总氮和总磷稳定达到一级A的排放标

准，从而实现“兜底”达标排放的效果。

[0030] (4)不论是分质资源化模式还是合并达标处理模式，均不需要化学除磷，因此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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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含磷化学污泥的处理处置问题，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合并处理模式的处理费用也比常

规的脱氮除磷工艺成本更低。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分质资源化模式下黑水的处理流程图；

[0032] 图2为分质资源化模式下灰水的处理流程图；

[0033] 图3为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下的处理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黑水：水冲厕所的粪污被排入化粪池，化粪池出水即为黑水，黑水中氮磷钾含量很

高，将黑水中的氮磷含量处理到达标排放技术难度大、成本高。

[0035] 灰水：生活杂用水的统称，包括但不限于除化粪池出水外的浴室排水、厨房排水、

洗衣台和洗手池排水、洗衣机排水和庭院清洗排水。

[0036] 本方案中所述的黑水或灰水，均不含屋面或地表雨水。

[0037] 本发明将灰黑分离的村镇生活污水根据其水质特性分别处理。黑水的源头为化粪

池出水，通过专用管道收集。灰水的源头为除化粪池出水外的各类生活杂用水，通过专用管

道收集。

[0038] 本发明的核心是一套系统两种运行模式，即，分质资源化模式和合并达标处理模

式。当农林菜地耕作季节，液态肥的回用量上升，黑水在厌氧消化池中的液位低于溢流的极

限液位，采用分质资源化模式；在农林菜地休耕季节，液态肥的回用量下降，黑水在厌氧消

化池和回用池中的液位持续上升到溢流极限液位后发溢流后，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

[0039] 分质资源化模式：灰水经生物接触氧化、沉淀以及生态滤床处理后，SS、COD、氨氮、

总氮和总磷全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综合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放，

沉淀池的剩余污泥排入厌氧消化池进行减量和无害化处理；黑水经15-30天的厌氧消化稳

定后进入回用池，之后可通过恒压变频供水系统将富含有机酸和氮磷钾的有机液态肥(澄

清液)输送到农林菜地作为液态肥浇灌。

[0040] 合并达标处理模式：在农林菜地休耕季节，液态肥的回用量下降，带有水量调节功

能的厌氧消化池的液位将持续上升到极限液位(溢流口，溢流口设在进水端)，黑水开始向

灰水调节池溢流，溢流口设有流量计，经流量计检测持续溢流时长达到系统预设值时，控制

系统将分质资源化模式切换为合并达标处理模式，可变工艺生化池由原接触氧化模式(仅

在第一级好氧区前端进水)变更为多点进水“O+多级A/O串联”的高效低耗脱氮处理模式(在

第一级好氧区的前端和各级缺氧区的前端进水)，同时管理员调整可变工艺生化池的进水

比例，并往可变工艺生态滤床的配水池内投加除磷滤包，除磷滤料包由透水性布袋包裹给

水污泥、石灰、海蛎壳和铁盐铝盐系的混凝剂组成，从而确保出水COD、氨氮、总氮和总磷能

全部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综合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的排放标准。合并处

理时可根据水质考虑向调节池中投加碳源以提高脱氮率。进入耕作期后，黑水回用量上升，

黑水不再溢流，当黑水厌氧消化池持续没有发生溢流的时长达到系统预设值时，控制系统

自动切换成分质资源化模式模式。

[0041] 实施例以下以某村生活污水处理实际案例为例展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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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1)污水处理系统的设计：黑水量20-30m3/d，灰水量40-70m3/d，污水总量60-

100m3/d。

[0043] ①厌氧消化池：

[0044] 进水口设明渠流量计，配巴氏计量槽和超声波流量计。

[0045] 溢流口设明渠流量计，配巴氏计量槽和超声波流量计。

[0046] 设计处理温度10-40℃，水力停留时间15-30天。

[0047] 容积与尺寸：以20m3/d的日常黑水量计需要520m3，采用简易厌氧消化工艺设计并

以常温方式运行，有效尺寸为25×5×5.5m(长宽高，净内有效尺寸，下同)。

[0048] ②回用池：

[0049] 回用池与厌氧消化池在填料安装高度的位置与消化池相连通，使回用池与消化池

在使用过程中具备较大的水量调节容积，并确保消化池的生物填料始终被淹没在水下。在

回用池末端加装变频供水系统用作村内农业灌溉设备。村内农田的标高最高为930m，污水

处理站所在地的标高为870m，两者相差最高为60m，因此拟采用2台扬程70m的多级离心泵，1

用1备，配浸没式压差液位计1套，配套转子流量计和电磁流量计各1套，配套压力传感器3

套。

[0050] 资源回用优先用于村民自用，富余时供村外葡萄园使用，村民与葡萄园均无使用

需求时，自流进灰水处理系统处理。

[0051] ③格栅沉淀池：

[0052] 去除污染物：水中流砂、悬浮物与漂浮物。

[0053] 容积与尺寸：3m3，5×0.5×1 .2m。污水中的流砂含量按最大污水量的0.3％计，满

足最少7天储砂量的有效容积，人工定期清砂。配套简易水力格栅，粗细格栅各一套，材质为

SUS304，粗格栅的栅间距为50mm，细格栅的栅间距为10mm，每道格栅前留有800mm的作业距

离用于人工清渣。沉砂格栅池出水口设明渠流量计，配巴氏计量槽和超声波流量计。

[0054] ④调节池

[0055] 容积与尺寸：50m3，10×2.5×2m。

[0056] 参数与要求：最大灰水水量为70m3/d时调节池的调节能力大于16小时，能完全满

足日常的高峰排水需求。配套潜水泵2台，1用1备，自动轮换，潜水泵额定流量3m3/h，额定扬

程8m，额定功率0.37kw，配浸没式压差液位计1套。配套转子流量计3个和电磁流量计1套。本

项目在合并处理模式下按3点进水设计。

[0057] ⑤可变工艺生化池

[0058] 去除污染物：CODCr、NH4+-N、TN。

[0059] 容积与尺寸：10×2×3.4m(净内尺寸)。

[0060] 可变工艺生化池底部配微孔膜片式曝气盘，池内安装辩带式组合填料。

[0061] 可变工艺生化池包括三级反应单元，即包括依次连通的O1池、A2池、O2池、A3池、O3

池，O1池取10m3、A2池取5m、O2池取12m3、A3池取25m3、O3池取8m3，可变工艺生化池总有效容

积60m3，各池内均安装有填料和曝气装置。O3池安装回流泵2台，额定流量9m3/h、扬程10m，配

转子流量计和流量调节阀组。各池内的曝气装置均为微孔膜片，采用罗茨鼓风机鼓风，额定

风量为0.9m3/min，风压为34.3KPa，额定功率为1.1kw。单独处理灰水时，可变工艺生化池的

所有曝气装置全部打开，源自调节池的灰水从首级好氧区的前端引入生化池中，以推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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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流经各区域，从最后一级缺氧区流出并流入沉淀池；合并处理时，可变工艺生化池的曝气

装置按开启-关闭-开启-关闭-开启设置，所需风机的额定风量为2.04m3/min，源自调节池

的灰水分别从首级好氧区的前端以及各级缺氧区的前端引入生化池中，以多点进水的推流

状态流经各区域，从最后一级缺氧区流出并流入沉淀池。

[0062] ⑥沉淀池：

[0063] 去除污染物：SS

[0064] 容积与尺寸：12m3，2×2×3.4m(净内尺寸)

[0065] 参数与要求：加装斜管填料和1套排泥电动球阀，正常运行时将污泥排入黑水处理

系统。

[0066] ⑦可变工艺生态滤床

[0067] 去除污染物：SS、CODCr、NH4+-N、TN和TP

[0068] 可变工艺生态除床包括配水池和碎石填料滤床，配水池兼作除磷应急池、有效容

积按不小于0.5个小时的水力停留时间设计，其中，当采用分质处理时，配水池中不投加除

磷滤料包；当采用合并处理时，配水池中投加除磷滤料包用于吸附混合污水中的总磷。所述

碎石填料滤床上进下出，采用碎石填料，不覆土，种植香菇草和美人蕉等湿地绿植。碎石填

料滤床采用两级串联设计，以提高处理效果，碎石填料滤床设计的水力停留时间不小于

10h。湿地出水口设置明渠流量计，采用巴氏计量渠，配超声波流量计。

[0069] 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可以采用自控与远程监控系统进行控制，所述自控与远程监控

系统采用PLC和触摸屏，同时配套远程监控系统。

[0070] (2)污水处理具体过程：

[0071] S1、当黑水在厌氧消化池中的液位低于溢流的极限液位时，污水处理系统采用分

质资源化模式运行：

[0072] 黑水(COD浓度为150-650mg/L，氨氮浓度为130-230mg/L，总磷浓度为3-20mg/L，钾

离子浓度为100-300mg/L)从首个反应隔室自流进入厌氧消化池中进行厌氧消化处理(温度

为10-40℃，水力停留时间为15-30天)，将黑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有机氮磷分解成对植物

生长有促进作用的有机酸、无机氮和无机磷，之后排入回用池中作为富含氮磷钾的液态肥

以供农林菜地施用；灰水(COD浓度为50-80mg/L，氨氮浓度为5-10mg/L，总氮浓度为5-15mg/

L，总磷浓度为0.2-0.5mg/L)经由格栅沉淀池去除流砂、悬浮物和漂浮物，之后自流进入调

节池中调节水量和水质的波动和变化，再由水泵提升进入可变工艺生化池和可变工艺生态

滤床，在分质处理资源化模式下可变工艺生化池以首段单点进水的好氧模式处理灰水(温

度为10-40℃，水力停留时间为4h以上)，去除灰水中的有机物(COD)和氨氮，可变工艺生态

滤床以碎石填料滤床(即传统水平潜流湿地)的模式进一步对经过生化处理后的灰水进行

处理，主要去除COD、氨氮、总氮和总磷，灰水在进入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前需进入沉淀池中进

行沉淀处理以实现泥水分离，经沉淀处理后的剩余污泥排入黑水厌氧消化池中进行厌氧消

化处理，使剩余污泥减量并释放出微生物体内的氮磷营养元素，经沉淀处理后的水体依次

流入配水池和碎石填料滤床；

[0073] S2、当黑水长期没有回用需求时，在持续来水的情况下，黑水厌氧消化池和回用池

中的液位同步持续上升到溢流的极限液位，黑水将从进水口自动溢流到灰水调节池，此时

的生活污水将采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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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持续进入黑水消化池的黑水从首个反应隔室进水口直接溢流进入灰水调节池中，

黑水消化池中的黑水仍将按S1的步骤处理；灰水经由格栅沉淀池中去除流砂、悬浮物和漂

浮物之后引入调节池中，与溢流黑水在调节池中混合(设计混合污水的各污染物浓度上限

值分别为COD浓度180mg/L、氨氮80mg/L、总氮80mg/L、总磷含量为8mg/L)之后通过水泵提升

进入可变工艺生化池、沉淀池和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在合并达标处理模式下可变工艺生化

池以多点进水的“O+多级串联A/O”的串联模式运行，温度为10-40℃，水力停留时间为12h以

上，本项目采用三点式进水，所需的碳氮比取4，首段进水比例为16％、次段进水比例为

30％、末段进水比例为54％，因此脱氮率为46％，末端出水总氮浓度为43.2mg/L。为确保出

水总氮能稳定达标，将末端出水回流到A2进行强化氧化，同时向A2池投加碳源，回流比取

200％，则A2的回流脱氮率为66％，理论出水总氮可从44mg/L下降到15mg/L。生化处理后出

水进入沉淀池中进行沉淀处理以实现泥水分离，经沉淀处理后的剩余污泥排入黑水厌氧消

化池中进行厌氧消化处理，使剩余污泥减量并释放出微生物体内的氮磷营养元素，经沉淀

处理后的上清液水体排入以强化除磷的模式运行的可变工艺生态滤床中进行处理，生态滤

床配水池内投加除磷滤料包，用于去除混合污水中的总磷，并可深度去除混合污水中的

COD、氨氮和总氮，使出水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可变工艺生态滤床出水COD浓度为50mg/L，

氨氮浓度为5mg/L，总氮浓度为15mg/L，总磷浓度为0.5mg/L。

[0075] (3)运行费用分析

[0076] 经核算分析，分质处理与合并处理的单位能耗分别为[50kwh/d，0.83kwh/m3](分

质处理模式，含回用能耗，占比36％)和[70kwh/d，1.17kwh/m3](达标处理模式，不含回用能

耗)。

[0077] 与常规农村污水处理项目相比，分质处理模式在后续的运行维护支出和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上具有明显优势，主要体现在：

[0078] ①人员工资支出

[0079] 传统处理模式下至少需要每周配一次除磷药剂，所增加的费用以1000元/月计，全

年需要增加1.2万元。

[0080] ②除磷药剂费

[0081] 传统收集与处理模式下，进水的总磷浓度平均将达到5mg/L以上，以出水总磷

0.5mg/L和60m3/d的污水量计，全年需要投加1吨的除磷药剂，除磷药剂以0.5万元/吨计，则

需要增加0.5万元。若再考虑保持TN的稳定去除率，则碳源投加费用预计还将增加1万元/

年。

[0082] ③含磷污泥的处理费用

[0083] 因60-100m3/d的污水量较小，因此不宜为其配套污泥脱水设备，所产生的含磷化

学污泥宜通过吸粪车运往就近的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置。本发明中，假设市政污水

处理厂可免费接收所产生的湿污泥并进行处理处置，仅对湿污泥的转运费用进行分析。

[0084] 传统处理模式下每天将产生2.5m3的含磷湿污泥，其含水率超过99.9％，经浓缩后

含水率可降低至99％，若每两周转运一次，则每次将有3.5m3的湿污泥，转运费用以1000元/

次计，全年需要2.4万元。

[0085] 经上述分析，若采用灰黑分离模式生活污水进行分质收集与处理，出水将稳定地

达到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综合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的水质标准，且直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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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将较传统治理模式节省5.1万元/年以上。此外，还将收获约6000吨/年的高效液态氮磷

肥，相当于TN有效量不低于45％的尿素2000kg和P2O5有效量不低于12％的钙镁磷肥1375kg，

以尿素450元/50kg和钙镁磷肥120元/25kg的市场信息价换算，全年所产生的高效液态氮磷

肥可折合人民币约2.5万元。

[0086]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

的情况下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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