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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

水净化系统和方法，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

净化系统包括沉淀池、吸附池、曝气池、脱盐蒸发

器、渗透过滤器和污泥收集器；所述沉淀池、吸附

池、曝气池和污泥收集池均为上端开口的水池状

结构，吸附池内设置有搅拌设备，曝气池内设置

有曝气设备。基于上述城市污水净化系统所进行

的城市污水净化方法，步骤合理，净化效果好，经

过处理的污水可以回收再利用。同时对污水处理

过程中所产生的固体沉降物质也进行处理，处理

后的固体物质可土壤化，不会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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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沉淀池(1)、吸附池

(2)、曝气池(3)、脱盐蒸发器(4)、渗透过滤器(5)和污泥收集器；所述沉淀池(1)、吸附池

(2)、曝气池(3)和污泥收集池(6)均为上端开口的水池状结构，吸附池(2)内设置有搅拌设

备(7)，曝气池(3)内设置有曝气设备(10)，所述搅拌设备(7)为由电机驱动的旋转搅拌杆，

搅拌杆在吸附池(2)内搅动，所述曝气设备(10)为伸入曝气池(3)内的曝气管，曝气管由气

泵供气；所述渗透过滤器(5)包括罐体(50)，所述罐体(50)为封闭的中空圆柱体结构，罐体

(50)上端设置有进水口(51)，下端设置有出水口(52)，罐体(50)内部设置有渗透膜(53)将

罐体(50)内部空间分隔为上下两个部分，罐体(50)外设置有高压泵(54)，高压泵(54)通过

管道(55)与罐体(50)连接，对罐体(50)内部试压，管道(55)在罐体(50)内部开口位于渗透

膜(53)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渗透膜

(53)设置在罐体(50)下部1/3位置处。

3.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1)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1)底部的沉降物质；

b、将沉淀池(1)上层污水(8)回收送到吸附池(2)，将吸附池(2)的pH值调为7-8，进行搅

拌1-2小时，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将沉淀池(1)底部的沉淀物质(9)放入

污泥收集池(6)；

c、将吸附池(2)的上层污水(8)送入曝气池(3)，通过气泵向安装在曝气池(3)内的曝

气，曝气的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8-10小时，最后将曝气池(3)的底

部沉淀物质(9)放入污泥收集池(6)；

d、将曝气池(3)的上层污水(8)送入脱盐蒸发器(4)，进行脱盐处理；

e、将脱盐蒸发器(4)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送入污

泥收集池(6)，上层污水(8)送入渗透过滤器(5)，进行渗透过滤；

f、将渗透过滤器(5)中过滤后的水体回收储存，过滤残渣送入污泥收集池(6)；

g、在污泥收集池(6)中投入燃烧后的煤渣并搅拌均匀；

h、在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30-50mg/L的消石灰并充分搅拌；

i、向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粉煤灰、粘土和碳酸钠并搅拌均匀，放置1天；

j、向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次氯酸钙粉和氧化锌，搅拌均匀后，放置1天；

k、将进行步骤k处理后的污泥收集池(6)中的固体物质进行填埋处理。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步骤c

中，气泵向曝气池(3)内曝入的气体为臭氧。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步骤h

中，消石灰与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体积比为1∶2。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步骤g

中所添加的燃烧后煤渣的质量与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总质量之比为3∶7。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步骤i

中，粉煤灰、粘土和碳酸钠质量比为15∶5∶1，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粉

煤灰、粘土和碳酸钠总质量之比为5∶1。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步骤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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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次氯酸钠与氧化锌质量比为30∶1，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次氯酸钠

和氧化锌总质量之比为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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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

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污水即城市地区范围内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径流污水。一般由城市管渠

汇集并应经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后排入水体。城市污水中除含有大量有机物及病菌、

病毒外，由于工业的高度发展，工业废水的水量水质日趋复杂和径流污水的污染日趋严重，

使城市污水含有各种类型、不同程度的各种有毒、有害污染物。

[0003] 污泥是指用物理法、化学法、物理化学法和生物法等处理废水时产生的沉淀物、颗

粒物和漂浮物。污泥一般指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浓稠物，可以用泵输送，但它很难通过沉

降进行固液分离。悬浮物浓度一般在1％～10％，低于此浓度常常称为泥浆。

[0004] 现在城市污水产量巨大，据统计，全国废水排放量超过700亿吨。污水处理厂每年

集中处理的污水体量巨大。现有的污水处理通常是将污水集中至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

理，因此污水处理厂工作强度巨大，设备繁多，同时由于现有的污水处理技术步骤繁杂，而

污水处理厂所需处理的污水体量庞大，导致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设备投入较大，难以实现污

水的分散处理，而集中污水至污水处理厂的运输成本也较高。每年由于排污、运污管道维护

检修产生的费用巨大。同时，现有的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泥，而污泥的处理也十

分困难。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目前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

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和方法，设备投入低，简化污水处理步骤，降低成本，可用于社区或者化

工厂进行小范围的污水处理，实现污水处理的分散化，大大减少污水运输成本。

[0006]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

统，包括沉淀池、吸附池、曝气池、脱盐蒸发器、渗透过滤器和污泥收集器；所述沉淀池、吸附

池、曝气池和污泥收集池均为上端开口的水池状结构，吸附池内设置有搅拌设备，曝气池内

设置有曝气设备，所述搅拌设备为由电机驱动的旋转搅拌杆，搅拌杆在吸附池内搅动，所述

曝气设备为伸入曝气池内的曝气管，曝气管由气泵供气；所述渗透过滤器包括罐体，所述罐

体为封闭的中空圆柱体结构，罐体上端设置有进水口，下端设置有出水口，罐体内部设置有

渗透膜将罐体内部空间分隔为上下两个部分，罐体外设置有高压泵，高压泵通过管道与罐

体连接，对罐体内部试压，管道在罐体内部开口位于渗透膜上部。

[0007]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所述渗透膜设置在罐体下部1/3位置处。

[0008] 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9]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底部的沉降物质；

[0010] b、将沉淀池上层污水回收送到吸附池，将吸附池的pH值调为7-8，进行搅拌  1-2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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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将沉淀池底部的沉淀物质放入污泥收集池；

[0011] c、将吸附池的上层污水送入曝气池，通过气泵向安装在曝气池内的曝气，曝气的

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8-10小时，最后将曝气池的底部沉淀物质放

入污泥收集池；

[0012] d、将曝气池的上层污水送入脱盐蒸发器，进行脱盐处理；

[0013] e、将脱盐蒸发器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送入污

泥收集池，上层污水送入渗透过滤器，进行渗透过滤；

[0014] f、将渗透过滤器中过滤后的水体回收储存，过滤残渣送入污泥收集池；

[0015] g、在污泥收集池中投入燃烧后的煤渣并搅拌均匀；

[0016] h、在污泥收集池中添加30-50mg/L的消石灰并充分搅拌；

[0017] i、向污泥收集池中添加粉煤灰、粘土和碳酸钠并搅拌均匀，放置1天；

[0018] j、向污泥收集池中添加次氯酸钙粉和氧化锌，搅拌均匀后，放置1天；

[0019] k、将进行步骤k处理后的污泥收集池中的固体物质进行填埋处理。

[0020]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步骤c中，气泵向曝气池内曝入的气体为臭氧。

[0021]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步骤h中，消石灰与污泥收集池中固体物质体积比为1∶2。

[0022]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步骤g中所添加的燃烧后煤渣的质量与污泥收集池中固

体物质总质量之比为3∶7。

[0023]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步骤i中，粉煤灰、粘土和碳酸钠质量比为15∶5∶1，污泥收

集池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粉煤灰、粘土和碳酸钠总质量之比为  5∶1。

[0024] 作为本方案的一种改进，步骤j中，次氯酸钠与氧化锌质量比为30∶1，污泥收集池

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次氯酸钠和氧化锌总质量之比为20∶1。

[0025] 有益效果：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设备简单，投

入成本低，无需使用蒸馏塔、气浮机等设备，可以用于社区或者化工厂进行小范围内的城市

污水处理。可以减少污水集中至污水处理厂所产生的运输成本。减少污水处理厂的工作强

度，降低设备损耗。

[0026] 所述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所使用的污水净化方法，步骤合理，净

化效果好，经过处理的污水可以回收再利用。同时对污水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固体沉降物

质也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固体物质可土壤化，不会污染环境。

[0027] 步骤b中，通过在吸附池中添加多孔吸附剂，以物理吸附的方式对污水进行初步净

化处理，将污水中的部分悬浮物质去除。步骤c中，在曝气池中通过添加氧化剂和曝入臭氧，

杀死水中微生物，并通过凝絮剂使水中微生物尸体等杂质凝絮结团，方便过滤清楚。步骤d

中利用脱盐蒸发器对污水进行脱盐处理，脱盐处理后的污水经过渗透过滤后处理后可回收

再利用为工业用水，用于工业生产或城市绿化。

[0028] 在污水处理过程中收集得到的固体沉淀物统一收集至污泥收集池进行处理。消石

灰作为凝絮剂，破坏固体沉淀物质胶体的稳定结构，扩大颗粒间隙，便于后续添加的处理剂

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消石灰本身具有一定杀灭微生物的作用。步骤i中，添加粉煤灰、粘土

和碳酸钠，能有效固化固体沉淀物中的重金属粒子。粉煤灰属于工业废物，利用粉煤灰对污

泥进行处理也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粘土属于自然产物，成本低廉。次氯酸钠与氧化锌是常

用的除臭剂和消毒剂，可以有效去除物体沉淀物的臭味并抑制沉淀物中微生物的繁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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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经过处理的污泥进行填埋，填埋后的污泥可与自然土壤同化，不会污染环境，还可回收

用于城市绿化，实现资源的回收利用。

[0029] 所述的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及方法，设备投入成本低，占地

面积小，可用于小范围内城市污水的处理，处理后的污水可以回收用于工业用水，将污水处

理分散化，减少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总处理量，缓解污水处理厂的压力，降低城市污水处理的

总成本，减少污水处理的时间。

附图说明

[0030] 图1、所述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所述吸附池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所述曝气池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所述渗透过滤器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所述城市污水净化方法流程示意图；

[0035] 附图标记列表：1、沉淀池；2、吸附池；3、曝气池；4、脱盐蒸发器；5、渗透过滤器；6、

污泥收集池；7、搅拌设备；8、上层污水；9、沉淀物质；10、曝气设备；50、罐体；51、进水口；52、

出水口；53、渗透膜；54、高压泵；55、管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

“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

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37] 如图1所示的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包括沉淀池1、吸附池2、

曝气池3、脱盐蒸发器4、渗透过滤器5和污泥收集器。沉淀池1、吸附池2、曝气池3和污泥收集

池6均为上端开口的水池状结构。如图2所示，吸附池2内设置有搅拌设备7；如图3所示，曝气

池3内设置有曝气设备10。搅拌设备7为由电机驱动的旋转搅拌杆，搅拌杆在吸附池2内搅

动；曝气设备10  为伸入曝气池3内的曝气管，曝气管由气泵供气。如图4所示，渗透过滤器5 

包括罐体50，罐体50为封闭的中空圆柱体结构，罐体50上端设置有进水口51，下端设置有出

水口52，罐体50内部设置有渗透膜53将罐体50内部空间分隔为上下两个部分，罐体50外设

置有高压泵54，高压泵54通过管道55与罐体50  连接，对罐体50内部试压，管道55在罐体50

内部开口位于渗透膜53上部。渗透膜53设置在罐体50下部1/3位置处。

[0038] 在污水处理过程中，污水在沉淀池1、吸附池2和曝气池3内会由于重力出现分层，

上层污水8在上部，底部为沉淀物质9。

[0039] 如图5所示为利用上述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系统的污水净化方法的流

程示意图，具体有如下实施例：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1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1底部的沉降物质；

[0043] b、将沉淀池1上层污水8回收送到吸附池2，将吸附池2的pH值调为8，进行搅拌2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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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将沉淀池1底部的沉淀物质9放入污泥收集池6；

[0044] c、将吸附池2的上层污水8送入曝气池3，通过气泵向曝气池3内曝入臭氧，曝气的

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10小时，最后将曝气池  3的底部沉淀物质9放

入污泥收集池6；

[0045] d、将曝气池3的上层污水8送入脱盐蒸发器4，进行脱盐处理；

[0046] e、将脱盐蒸发器4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送入

污泥收集池6，上层污水8送入渗透过滤器5，进行渗透过滤；

[0047] f、将渗透过滤器5中过滤后的水体回收储存，过滤残渣送入污泥收集池6；

[0048] g、在污泥收集池6中投入燃烧后的煤渣并搅拌均匀，所添加的燃烧后煤渣的质量

与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总质量之比为3∶7；

[0049] h、在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50mg/L的消石灰并充分搅拌，消石灰与污泥收集池6  中

固体物质体积比为1∶2；

[0050] i、向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粉煤灰、粘土和碳酸钠并搅拌均匀，放置1天，粉煤灰、粘

土和碳酸钠质量比为15∶5∶1，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粉煤灰、粘土和碳酸

钠总质量之比为5∶1；

[0051] j、向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次氯酸钙粉和氧化锌，搅拌均匀后，放置1天，次氯酸钠与

氧化锌质量比为30∶1，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次氯酸钠和氧化锌总质量

之比为20∶1；

[0052] k、将进行步骤k处理后的污泥收集池6中的固体物质进行填埋处理。

[0053] 实施例2

[0054] 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5]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1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1底部的沉降物质；

[0056] b、将沉淀池1上层污水8回收送到吸附池2，将吸附池2的pH值调为7，进行搅拌1小

时，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将沉淀池1底部的沉淀物质9放入污泥收集池6；

[0057] c、将吸附池2的上层污水8送入曝气池3，通过气泵向曝气池3内曝入臭氧，曝气的

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8小时，最后将曝气池3 的底部沉淀物质9放

入污泥收集池6；

[0058] d、将曝气池3的上层污水8送入脱盐蒸发器4，进行脱盐处理；

[0059] e、将脱盐蒸发器4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送入

污泥收集池6，上层污水8送入渗透过滤器5，进行渗透过滤；

[0060] f、将渗透过滤器5中过滤后的水体回收储存，过滤残渣送入污泥收集池6；

[0061] g、在污泥收集池6中投入燃烧后的煤渣并搅拌均匀，所添加的燃烧后煤渣的质量

与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总质量之比为3∶7；

[0062] h、在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30mg/L的消石灰并充分搅拌，消石灰与污泥收集池6  中

固体物质体积比为1∶2；

[0063] i、向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粉煤灰、粘土和碳酸钠并搅拌均匀，放置1天，粉煤灰、粘

土和碳酸钠质量比为15∶5∶1，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粉煤灰、粘土和碳酸

钠总质量之比为5∶1；

[0064] j、向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次氯酸钙粉和氧化锌，搅拌均匀后，放置1天，次氯酸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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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锌质量比为30∶1，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次氯酸钠和氧化锌总质量

之比为20∶1；

[0065] k、将进行步骤k处理后的污泥收集池6中的固体物质进行填埋处理。

[0066] 实施例3

[0067] 一种基于固体吸附剂的城市污水净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8] a、将污水送入沉淀池1进行初步沉淀，清理沉淀池1底部的沉降物质；

[0069] b、将沉淀池1上层污水8回收送到吸附池2，将吸附池2的pH值调为7.5，进行搅拌

1.5小时，边搅拌边加入多孔吸附剂，进行沉淀，并将沉淀池1底部的沉淀物质9放入污泥收

集池6；

[0070] c、将吸附池2的上层污水8送入曝气池3，通过气泵向曝气池3内曝入臭氧，曝气的

同时，加入氧化剂、助凝剂和絮凝剂，然后静置9小时，最后将曝气池3 的底部沉淀物质9放

入污泥收集池6；

[0071] d、将曝气池3的上层污水8送入脱盐蒸发器4，进行脱盐处理；

[0072] e、将脱盐蒸发器4中静置后的污水进行渗透过滤，将过滤后的固体物质进行送入

污泥收集池6，上层污水8送入渗透过滤器5，进行渗透过滤；

[0073] f、将渗透过滤器5中过滤后的水体回收储存，过滤残渣送入污泥收集池6；

[0074] g、在污泥收集池6中投入燃烧后的煤渣并搅拌均匀，所添加的燃烧后煤渣的质量

与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总质量之比为3∶7；

[0075] h、在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40mg/L的消石灰并充分搅拌，消石灰与污泥收集池6  中

固体物质体积比为1∶2；

[0076] i、向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粉煤灰、粘土和碳酸钠并搅拌均匀，放置1天，粉煤灰、粘

土和碳酸钠质量比为15∶5∶1，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粉煤灰、粘土和碳酸

钠总质量之比为5∶1；

[0077] j、向污泥收集池6中添加次氯酸钙粉和氧化锌，搅拌均匀后，放置1天，次氯酸钠与

氧化锌质量比为30∶1，污泥收集池6中固体物质质量与所添加的次氯酸钠和氧化锌总质量

之比为20∶1；

[0078] k、将进行步骤k处理后的污泥收集池6中的固体物质进行填埋处理。

[0079]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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