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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

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包括处理箱、预处理装

置、格栅装置、好氧处理装置、沉降装置和控制

箱，处理箱上设置有进水口和药剂投加口，预处

理装置、格栅装置、好氧处理装置和沉降装置从

左至右依次设置在处理箱内部，预处理装置包括

集水桶和排污板，好氧处理装置包括填料框、曝

气装置和搅拌装置；沉降装置包括加药罐、水轮

装置和集污箱；本发明结构紧凑、设计合理、便于

维护，能够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深度净化处理，

适宜大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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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处理箱(1)、

预处理装置(2)、格栅装置(3)、好氧处理装置(4)、沉降装置(5)和控制箱；所述处理箱(1)包

括预处理腔(10)、格栅腔(11)、好氧净化腔(12)、沉淀腔(13)，所述预处理腔(10)、格栅腔

(11)、好氧净化腔(12)和沉淀腔(13)从左至右依次设置在处理箱(1)内部，预处理腔(10)与

格栅腔(11)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所述第一隔板上部设置有第一过水孔，所述格栅腔(11)

与好氧净化腔(12)之间设置有第二隔板，所述第二隔板上部设置有第二过水孔，所述好氧

净化腔(12)与沉淀腔(13)之间设置有第三隔板，所述第三隔板上部设置有第三过水孔，预

处理腔(10)上端设置有进水口(14)，所述沉淀腔(13)上端设置有药剂投加口(15)，沉淀腔

(13)右侧设置有排水口(16)；所述预处理装置(2)包括集水桶(20)和排污板(21)，所述集水

桶(20)镶嵌设置在预处理腔(10)内部，集水桶(20)上均匀设置有多个透水孔，所述排污板

(21)活动设置在集水桶(20)内部，排污板(21)上端面中心位置设置有抽提杆(210)，所述抽

提杆(210)与预处理腔(10)的顶部螺纹连接，预处理腔(10)外部设置有抽提电机(22)，所述

抽提电机(22)为抽提杆(210)提供动力；所述格栅装置(3)设置有两个，两个格栅装置(3)并

列设置格栅腔(11)内部；所述好氧处理装置(4)包括填料框(40)、曝气装置(41)和搅拌装置

(42)，所述填料框(40)设置在好氧净化腔(12)顶部，所述曝气装置(41)和搅拌装置(42)均

设置在好氧净化腔(12)底部，且曝气装置(41)和搅拌装置(42)间隔设置；所述沉降装置(5)

包括加药罐(50)、水轮装置(51)和集污箱(52)，所述加药罐(50)设置在沉淀腔(13)内部上

端，加药罐(50)上设置有电控阀(500)，所述水轮装置(51)设置在沉淀腔(13)内部，沉淀腔

(13)内部下端设置有集污板(130)，所述集污板(130)上设置有收集孔，集污板(130)与沉淀

腔(13)之间形成集污腔，所述集污箱(52)活动设置在所述集污腔内部，集污箱(52)上设置

有与所述收集孔对应的通孔，集污箱(52)与集污腔之间设置有电动推杆(53)，集污箱(52)

上设置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与集污箱(52)连接处设置有吸污泵(54)；所述控制箱分别与

抽提电机(22)、曝气装置(41)、搅拌装置(42)、水轮装置(51)、电动推杆(53)吸污泵(55)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格栅装置(3)包括固定框体(30)、横向栅板(31)、纵向栅板(32)和伸缩拉杆(33)，

所述横向栅板(31)均匀分布在固定框体(30)内部，所述纵向栅板(32)活动套设在横向栅板

(31)上，最左端和最右端的纵向栅板(32)与固定框体(30)之间均设置有弹性网，各个纵向

栅板(32)之间通过连接板(34)活动铰接，所述伸缩拉杆(33)设置在固定框体(30)上，伸缩

拉杆(33)下端设置有伸缩套筒(35)，伸缩拉杆(33)通过所述伸缩套筒(35)分别与各个连接

板(34)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处理箱(1)上设置有水质监测仪，所述水质监测仪的检测探头(60)位于沉淀腔

(13)内部，所述集污箱(52)上设置有红外感应装置(6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处理箱(1)的各个侧面之间可拆卸连接，处理箱(1)的后侧面端部设置有固定爪

(100)，处理箱(1)的左侧面端部设置有限位槽(101)，处理箱(1)的两个侧面之间通过所述

固定爪(100)和限位槽(101)活动卡接，固定爪(100)和限位槽(101)连接处活动设置有插接

块(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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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预处理腔(10)、格栅腔(11)、好氧净化腔(12)和沉淀腔(13)上端均活动设置有观

察盖(17)，所述观察盖(17)与处理箱(1)滑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处理箱(1)左侧设置有备用水箱(7)，所述备用水箱(7)与进水口(14)连接，连接

处设置有电控三通阀(7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处理箱(1)上端面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处理箱(1)左侧设置有备用水箱(7)，所述备用水箱(7)与排水口(16)连接，连接

处设置有电控三通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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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

化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农村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生活污水量不断增加，然而农村的环境

却在日益下降，环境污染的重点逐渐由城市转移到乡镇、农村，大多数农村呈面源污染，污

水无组织排放，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肆意排放，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健康危

害，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村人口分散广，相对不集中，人口少，并且

受自然条件和地势的限制，污水极其不容易收集，大多农村生活污水沿着沟渠排放至河流

或者农田，没有配套的管网收集，或者经过简单的化粪池处理就直接排放，造成农村生活污

水收集困难，严重污染了周边的环境。

[0003] 现有技术中的污水处理装置大多数都建立在地面上，容易引起二次细菌污染，而

且也是对土地资源的一种浪费；另一方面，现有技术中的污水处理设备大多为大型集成设

备，占地面积大，而且不利于后期的维护和搬运。

[0004]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设计合理、结构紧凑、便于后期维护

的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包括

处理箱、预处理装置、格栅装置、好氧处理装置、沉降装置和控制箱；处理箱包括预处理腔、

格栅腔、好氧净化腔、沉淀腔，预处理腔、格栅腔、好氧净化腔和沉淀腔从左至右依次设置在

处理箱内部，预处理腔与格栅腔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第一隔板上部设置有第一过水孔，格

栅腔与好氧净化腔之间设置有第二隔板，第二隔板上部设置有第二过水孔，好氧净化腔与

沉淀腔之间设置有第三隔板，第三隔板上部设置有第三过水孔，预处理腔上端设置有进水

口，沉淀腔上端设置有药剂投加口，沉淀腔右侧设置有排水口；预处理装置包括集水桶和排

污板，集水桶镶嵌设置在预处理腔内部，集水桶上均匀设置有多个透水孔，排污板活动设置

在集水桶内部，排污板上端面中心位置设置有抽提杆，抽提杆与预处理腔的顶部螺纹连接，

预处理腔外部设置有抽提电机，抽提电机为抽提杆提供动力；格栅装置设置有两个，两个格

栅装置并列设置格栅腔内部；好氧处理装置包括填料框、曝气装置和搅拌装置，填料框设置

在好氧净化腔顶部，曝气装置和搅拌装置均设置在好氧净化腔底部，且曝气装置和搅拌装

置间隔设置；沉降装置包括加药罐、水轮装置和集污箱，加药罐设置在沉淀腔内部上端，加

药罐上设置有电控阀，水轮装置设置在沉淀腔内部，沉淀腔内部下端设置有集污板，集污板

上设置有收集孔，集污板与沉淀腔之间形成集污腔，集污箱活动设置在集污腔内部，集污箱

上设置有与收集孔对应的通孔，集污箱与集污腔之间设置有电动推杆，集污箱上设置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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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管，排污管与集污箱连接处设置有吸污泵；控制箱分别与抽提电机、曝气装置、搅拌装置、

水轮装置、电动推杆吸污泵连接，抽提电机、曝气装置、搅拌装置、水轮装置、电动推杆吸污

泵由外部电源供电。

[0007] 进一步地，格栅装置包括固定框体、横向栅板、纵向栅板和伸缩拉杆，横向栅板均

匀分布在固定框体内部，纵向栅板活动套设在横向栅板上，最左端和最右端的纵向栅板与

固定框体之间均设置有弹性网，各个纵向栅板之间通过连接板活动铰接，伸缩拉杆设置在

固定框体上，伸缩拉杆下端设置有伸缩套筒，伸缩拉杆通过伸缩套筒分别与各个连接板连

接；使用时，根据污水中颗粒物大小，通过控制箱控制伸缩拉杆启动，调节各个纵向栅板之

间的距离，使得格栅装置能够适用于各种净化要求。

[0008] 进一步地，处理箱上设置有水质监测仪，水质监测仪的检测探头位于沉淀腔内部，

集污箱上设置有红外感应装置，通过检测探头检测沉淀腔内处理后的污水水质，进而通过

控制箱控制电控阀的开启或者关闭，大大提高污水净化效率，有利于资源合理利用。

[0009] 进一步地，处理箱的各个侧面之间可拆卸连接，处理箱的后侧面端部设置有固定

爪，处理箱的左侧面端部设置有限位槽，处理箱的两个侧面之间通过固定爪和限位槽活动

卡接，固定爪和限位槽连接处活动设置有插接块；通过插接块将固定爪和限位槽进行插接

固定，便于对处理箱进行拆卸和安装。

[0010] 进一步地，预处理腔、格栅腔、好氧净化腔和沉淀腔上端均活动设置有观察盖，观

察盖与处理箱滑动连接，通过设置观察盖便于对预处理腔、格栅腔、好氧净化腔和沉淀腔内

部沉积的污染物进行清理。

[0011] 进一步地，处理箱左侧设置有备用水箱，备用水箱与进水口连接，连接处设置有电

控三通阀；当需要对预处理腔内部污物进行清理时，调节电控三通阀使得预处理腔与备用

水箱连通，整个设备不用停机并可以实现清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012] 进一步地，处理箱上端面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利用太阳能电池板手机的电为用

电设备提供备用电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0013] 进一步地，加药罐内部装填有复合混凝剂，复合混凝剂按照重量百分比包括：二甲

基二烯丙基氯化铵0.08％、偏铝酸0.7％、硅酸钠0.5％、粉状活性碳0.6％、余量为水，制作

的复合混凝剂无毒无害，能够有效去除农村生活污水中高浓度有机污染物与悬浮物，有利

于处理后的水回收利用。

[001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使用时，通过进水口将装置与外部排污管进行连接，排水口

连接外部用水管网；污水首先进入预处理腔内，污水中的大颗粒物质沉淀在集水桶中，污水

通过集水桶中的透水孔进入预处理腔，当集水桶中沉淀污物达到一定量时，通过控制箱控

制电控三通阀开启，污水暂时进入备用水箱中，通过抽提电机将排污板从集水桶中拉出，对

污物进行清理，清理完毕后关闭电控三通阀；当预处理腔内水位高于第一过水孔时，污水进

入格栅腔，根据污水中颗粒物的体积大小，通过控制箱控制伸缩拉杆启动，调节各个纵向栅

板之间的距离；当格栅腔中水位高于第二过水孔时，污水进入好氧净化腔，通过填料框内部

的好氧微生物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同时曝气装置和搅拌装置开启；当净化腔中水位高于

第四过水孔时，污水进入沉淀腔，控制箱控制水轮装置开启，同时电控阀开启，向沉淀腔中

投加混凝剂，沉淀腔内部沉淀的物质通过收集孔进入集污箱，当集污箱内部的沉淀物达到

设定量后，控制箱控制电动推杆开启，将集污箱向右推出，同时吸污泵开启，将沉淀物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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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设计合理、结构紧凑、便于维护、强度

高、耐久性强、成本低，能够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大大节约了水资源；太阳能电池

板的设置，实现了不使用外部电能便可以使装置工作，运行成本低，管理维护方便，适合在

农村地区推广使用；本发明设置在地面以下，能够有效防止细菌的二次污染，结构设计合

理，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装置自动化程度较高，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格栅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的格栅装置的俯视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的处理箱局部连接示意图；

[0021] 其中，1-处理箱、10-预处理腔、100-固定爪、101-限位槽、102-插接块、11-格栅腔、

12-好氧净化腔、13-沉淀腔、130-集污板、14-进水口、15-药剂投加口、16-排水口、17-观察

盖、2-预处理装置、20-集水桶、21-排污板、210-抽提杆、22-抽提电机、3-格栅装置、30-固定

框体、31-横向栅板、32-纵向栅板、33-伸缩拉杆、34-连接板、35-伸缩套筒、4-好氧处理装

置、40-填料框、41-曝气装置、42-搅拌装置、5-沉降装置、50-加药罐、500-电控阀、51-水轮

装置、52-集污箱、53-电动推杆、54-吸污泵、60-检测探头、61-红外感应装置、7-备用水箱、

70-电控三通阀、8-太阳能电池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如图1、2、5所示的一种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装配式地埋净化处理装置，包

括处理箱1、预处理装置2、格栅装置3、好氧处理装置4、沉降装置5和控制箱；处理箱1包括预

处理腔10、格栅腔11、好氧净化腔12、沉淀腔13，预处理腔10、格栅腔11、好氧净化腔12和沉

淀腔13从左至右依次设置在处理箱1内部，预处理腔10与格栅腔11之间设置有第一隔板，第

一隔板上部设置有第一过水孔，格栅腔11与好氧净化腔12之间设置有第二隔板，第二隔板

上部设置有第二过水孔，好氧净化腔12与沉淀腔13之间设置有第三隔板，第三隔板上部设

置有第三过水孔，预处理腔10上端设置有进水口14，沉淀腔13上端设置有药剂投加口15，沉

淀腔13右侧设置有排水口16；处理箱1的各个侧面之间可拆卸连接，处理箱1的后侧面端部

设置有固定爪100，处理箱1的左侧面端部设置有限位槽101，处理箱1的两个侧面之间通过

固定爪100和限位槽101活动卡接，固定爪100和限位槽101连接处活动设置有插接块102；预

处理腔10、格栅腔11、好氧净化腔12和沉淀腔13上端均活动设置有观察盖17，观察盖17与处

理箱1滑动连接；处理箱1左侧设置有备用水箱7，备用水箱7与进水口14连接，连接处设置有

电控三通阀70；处理箱1上端面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8；

[0023] 如图1、2所示，预处理装置2包括集水桶20和排污板21，集水桶20镶嵌设置在预处

理腔10内部，集水桶20上均匀设置有多个透水孔，排污板21活动设置在集水桶20内部，排污

板21上端面中心位置设置有抽提杆210，抽提杆210与预处理腔10的顶部螺纹连接，预处理

腔10外部设置有抽提电机22，抽提电机22为抽提杆210提供动力；

[0024] 如图1、3、4所示，格栅装置3设置有两个，两个格栅装置3并列设置格栅腔11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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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栅装置3包括固定框体30、横向栅板31、纵向栅板32和伸缩拉杆33，横向栅板31均匀分布

在固定框体30内部，纵向栅板32活动套设在横向栅板31上，最左端和最右端的纵向栅板32

与固定框体30之间均设置有弹性网，各个纵向栅板32之间通过连接板34活动铰接，伸缩拉

杆33设置在固定框体30上，伸缩拉杆33下端设置有伸缩套筒35，伸缩拉杆33通过伸缩套筒

35分别与各个连接板34连接。

[0025] 如图1、2所示，好氧处理装置4包括填料框40、曝气装置41和搅拌装置42，填料框40

设置在好氧净化腔12顶部，曝气装置41和搅拌装置42均设置在好氧净化腔12底部，且曝气

装置41和搅拌装置42间隔设置；

[0026] 如图1、2所示，沉降装置5包括加药罐50、水轮装置51和集污箱52，加药罐50设置在

沉淀腔13内部上端，加药罐50上设置有电控阀500，加药罐50内部装填有复合混凝剂，复合

混凝剂按照重量百分比包括：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0.08％、偏铝酸0.7％、硅酸钠0.5％、

粉状活性碳0.6％、余量为水；水轮装置51设置在沉淀腔13内部，沉淀腔13内部下端设置有

集污板130，集污板130上设置有收集孔，集污板130与沉淀腔13之间形成集污腔，集污箱52

活动设置在集污腔内部，集污箱52上设置有与收集孔对应的通孔，集污箱52与集污腔之间

设置有电动推杆53，集污箱52上设置有排污管，排污管与集污箱52连接处设置有吸污泵54，

处理箱1上设置有水质监测仪，水质监测仪的检测探头60位于沉淀腔13内部，集污箱52上设

置有红外感应装置61；控制箱分别与抽提电机22、曝气装置41、搅拌装置42、水轮装置51、电

动推杆53吸污泵55连接，抽提电机22、曝气装置41、搅拌装置42、水轮装置51、电动推杆53吸

污泵55由外部电源供电。

[0027] 使用时，通过进水口14将装置与外部排污管进行连接，排水口16连接外部用水管

网；污水首先进入预处理腔10内，污水中的大颗粒物质沉淀在集水桶20中，污水通过集水桶

20中的透水孔进入预处理腔10，当集水桶20中沉淀污物达到一定量时，通过控制箱控制电

控三通阀70开启，污水暂时进入备用水箱7中，通过抽提电机22将排污板21从集水桶20中拉

出，对污物进行清理，清理完毕后关闭电控三通阀70；当预处理腔10内水位高于第一过水孔

时，污水进入格栅腔11，根据污水中颗粒物的体积大小，通过控制箱控制伸缩拉杆33启动，

调节各个纵向栅板32之间的距离；当格栅腔11中水位高于第二过水孔时，污水进入好氧净

化腔12，通过填料框40内部的好氧微生物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同时曝气装置41和搅拌装

置42开启；当净化腔12中水位高于第四过水孔时，污水进入沉淀腔13，控制箱控制水轮装置

51开启，同时电控阀500开启，向沉淀腔13中投加混凝剂，沉淀腔13内部沉淀的物质通过收

集孔进入集污箱52，当集污箱52内部的沉淀物达到设定量后，控制箱控制电动推杆53开启，

将集污箱52向右推出，同时吸污泵54开启，将沉淀物吸出。

[0028] 应用例：应用本发明对我市某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生活污水进水各项指标的

平均值分别为：COD  632.56mg/L；氨氮58.47mg/L；BOD5  92.36mg/L，试验时间为4个月，出水

指标分别为：COD  108.75mg/L；氨氮2.56mg/L；BOD515.36mg/L，COD去除率达到82.81％，氨

氮去除率达到95.62％,BOD5去除率达到83.37％，出水各项指标达到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002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

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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