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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它涉及污水处

理装置。它是要解决现有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

装置存在的运营成本高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包括设置在一层平台上的

进水水箱、水泵和曝气泵以及设置在二层平台上

的缺氧池、好氧池和沉淀池，还在缺氧池、好氧池

装填有填料，在好氧池与缺氧池之间设置回流

管。本装置不需要污泥回流，耗能低，COD的去除

率达90.35％，总磷的去除率达85.95％。氨氮的

去除达98.86％，该设备还利用反硝化去除总氮，

总氮去除效果达68.72％，可用于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09292181 U

2019.08.23

CN
 2
09
29
21
81
 U



1.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一层平台(1)、二层平台(2)、进

水水箱(3)、缺氧池(4)、好氧池(5)、沉淀池(6)、水泵(7)、曝气泵(8)、曝气头(9)、孔板(10)

和填料(11)；

进水水箱(3)、水泵(7)、曝气泵(8)设置在一层平台(1)上；

依次相连的缺氧池(4)、好氧池(5)、沉淀池(6)设置在二层平台(2)上；

在缺氧池(4)的侧壁底部设置进水口(4-1)，在缺氧池(4)与好氧池(5)之间的隔板上部

设置第一过水孔(4-2)；

好氧池(5)中间设置隔板(5-1)将好氧池(5)分成两部分，隔板(5-1)的底部设有第二过

水孔(5-2)；在靠近沉淀池(6)一侧的好氧池(5)内设置回流管(12)回流至缺氧池(4)的进水

口(4-1)中；

好氧池(5)与沉淀池(6)的之间的隔板中部设置第三过水孔(6-1)；在沉淀池(6)的侧壁

上部设置出水口(6-2)；

在缺氧池(4)和好氧池(5)的底部设置有孔板(10)，在孔板(10)上装填填料(11)；

进水水箱(3)通过水泵(7)与缺氧池(4)的进水口(4-1)用管道连接；

与曝气泵(8)连接的曝气头(9)设置在好氧池(5)的底部的孔板(10)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缺氧池(4)、好氧池

(5)、沉淀池(6)的底为倒四棱锥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填料(11)为组合

生物填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一层平台(1)下

部设置轮子。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缺氧池(4)的填

料上附着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好氧池(5)的填

料上附着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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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农

村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生活污水的产生量也越来越高。由于农村生活污

水的治理系统不完善，污水排放和收集大部分以明渠或暗沟的形式直接排入到江河中去或

随雨水渗入地下，污染河流水源和居民的地下饮水。

[0003] 农村生活用水除了生活洗漱和洗涤污水外，还包括厕所污水和其他混合类污水，

例如：农村水产养殖和家禽养殖等带来的污水、农事所产生的污水等。由于农村集聚人口一

般规模在500-3000人,污水日产生量在20-500吨左右，难以集中处理。水量比较集中在早、

中、晚做饭时间段，这三个时间段排放的污水是平时污水排放量的2～3倍，水量变化较大。

农村供水排水设施建设与运营成本高，资金缺乏是阻碍农村水污染治理的一大难题。现有

利用缺氧—好氧工艺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装置所需氧化泵多，设备成本高，运行时耗能高，

不适合许多资金缺乏的农村投入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是要解决现有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装置存在的运营成本高的问题，

而提供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包括一层平台、二层平台、进水水箱、缺氧

池、好氧池、沉淀池、水泵、曝气泵、曝气头、孔板和填料；

[0006] 进水水箱、水泵、曝气泵设置在一层平台上；

[0007] 依次相连的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设置在二层平台上；

[0008] 在缺氧池的侧壁底部设置进水口，在缺氧池与好氧池之间的隔板上部设置第一过

水孔；

[0009] 好氧池中间设置隔板将好氧池分成两部分，隔板的底部设有第二过水孔；在靠近

沉淀池一侧的好氧池内设置回流管回流至缺氧池的进水口中；

[0010] 好氧池与沉淀池的之间的隔板中部设置第三过水孔；在沉淀池的侧壁上部设置出

水口；

[0011] 在缺氧池和好氧池的底部设置有孔板，在孔板上装填填料；

[0012] 进水水箱通过水泵与缺氧池的进水口用管道连接；

[0013] 与曝气泵连接的曝气头设置在好氧池的底部的孔板下方。

[0014] 本实用新型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0015] 一、启动：

[0016] (1)将农村生活污水加入到进水水箱中，并用水泵输送至缺氧池中并流入好氧池

和沉淀池中，使水位达到缺氧池高度的50％～70％；取污水处理厂含有硝化细菌和反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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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的污泥，加入到缺氧池和好氧池内，使污泥浓度达到300～500mg/L；启动曝气泵使好氧

区溶解氧达到2～3mg/L；控制硝化液回流比为300％；在此条件下培养，5天后停止，排出上

清液，完成第一个周期的培养；然后重新加入农村生活污水，在第一个周期的条件下培养，

培养时间按每个周期依次递减1天，直至培养时间减至1天；使微生物附着在填料上生长；

[0017] (2)再连续注入农村生活污水，使污水在缺氧池与好氧池内的水力停留时间为18

小时，运行1天后，逐渐将缺氧池与好氧池内的水力停留时间缩短为14～15小时、10～12小

时、8～9小时，当出水COD、氨氮、总氮、总磷稳定后，启动阶段结束；

[0018] 二、稳定运行：

[0019] 将农村生活污水连续加入进水水箱中，通过水泵将进水水箱中温度为20～25℃的

污水输入至缺氧池中进行厌氧处理，水力停留时间为4h，处理后的水经过第一过水孔流至

好氧池中；用曝气泵经曝气头对好氧池曝气，好氧池内的溶解氧含量为2～3mg/L，废水在好

氧池中的水力停留时间为5h，控制硝化液回流比200％～300％；处理后的水经第三过水孔

流入到沉淀池中，沉淀池中聚合氯化铝(PAC)投加量15～20mg/L，沉淀后的上清水经上部的

出水口流出，完成废水处理。

[0020] 本实用新型的装置与现有装置相比，有如下优点：

[0021] 1)成本低：由于该装置可以将污泥发酵成有机物，以降解的有机物作为反硝化的

碳源，因此不需要外加碳源、污泥处理。好氧区只需要一个氧化泵，不需要污泥回流泵，也不

需要硝化液回流泵，装置成本低，运行时耗能耗材费也低，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运

营成本高的问题。

[0022] 2)抗冲击能力强：农村生活污水水质水量波动大，采取将缺氧区和好氧区加上填

料的方法，可以提高该工艺的抗冲击能力。

[0023] 3)出水水质好：缺氧区停留时间长，反硝化彻底，同时产生的污泥在缺氧区底部厌

氧发酵形成有机物，进一步提高反硝化效果，比一般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去除总氮效果

更好，去除率达68.72％。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纵剖面示意图；

[0026] 图3是具体实施方式二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示意图。

[0027] 图中：1为一层平台、2为二层平台、3为进水水箱、4为缺氧池、4-1为进水口、4-2为

第一过水孔、5为好氧池、5-1为隔板、5-2为第二过水孔、6为沉淀池、6-1为第三过水孔、6-2

为出水口、7为水泵、8为曝气泵、9为曝气头、10为孔板、11为填料、12为回流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一：(参见图1、图2)本实施方式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包括一层

平台1、二层平台2、进水水箱3、缺氧池4、好氧池5、沉淀池6、水泵7、曝气泵8、曝气头9、孔板

10和填料11；

[0029] 进水水箱3、水泵7、曝气泵8设置在一层平台1上；

[0030] 依次相连的缺氧池4、好氧池5、沉淀池6设置在二层平台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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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在缺氧池4的侧壁底部设置进水口4-1，在缺氧池4与好氧池5之间的隔板上部设置

第一过水孔4-2；

[0032] 好氧池5中间设置隔板5-1将好氧池5分成两部分，隔板5-1的底部设有第二过水孔

5-2；在靠近沉淀池6一侧的好氧池5内设置回流管12回流至缺氧池4的进水口4-1中；

[0033] 好氧池5与沉淀池6的之间的隔板中部设置第三过水孔6-1；在沉淀池6的侧壁上部

设置出水口6-2；

[0034] 在缺氧池4和好氧池5的底部设置有孔板10，在孔板10上装填填料11；

[0035] 进水水箱3通过水泵7与缺氧池4的进水口4-1用管道连接；

[0036] 与曝气泵8连接的曝气头9设置在好氧池5的底部的孔板10下方。

[0037] 具体实施方式二：(参见附图3)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缺氧池4、

好氧池5、沉淀池6的底为倒四棱锥形；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8] 倒四棱锥形底有利于沉积物的排出。

[0039]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填料11为组合生物

填料类型；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40] 这种填料能有效避免污泥流失，减少污泥沉降、粘壁等阻碍微生物处理的现象，提

高氧的转移速率和利用率，使水气生物膜得到充分交换，使水中的有机物得到高效处理。

[0041]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一层平台1下

部设置轮子；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相同。

[0042] 轮子的设置方便整体装置的移动。

[0043]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缺氧池4的填

料上附着反硝化细菌；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44]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好氧池5的填

料上附着硝化细菌；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相同。

[0045] 用下面的试验验证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46] 试验1：本试验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由一层平台1、二层平台2、进水水箱3、缺

氧池4、好氧池5、沉淀池6、水泵7、曝气泵8、曝气头9、孔板10和填料11组成；

[0047] 进水水箱3、水泵7、曝气泵8设置在一层平台1上；

[0048] 依次相连的缺氧池4、好氧池5、沉淀池6设置在二层平台2上；其中缺氧池4、好氧池

5、沉淀池6的底为倒四棱锥形状；

[0049] 在缺氧池4的侧壁底部设置进水口4-1，在缺氧池4与好氧池5之间的隔板上部设置

第一过水孔4-2；

[0050] 好氧池5中间设置隔板5-1将好氧池5分成两部分，隔板5-1的底部设有第二过水孔

5-2；在靠近沉淀池6一侧的好氧池5内设置回流管回流至缺氧池4的进水口4-1中；

[0051] 好氧池5与沉淀池6的之间的隔板中部设置第三过水孔6-1；在沉淀池6的侧壁上部

设置出水口6-2；

[0052] 在缺氧池4和好氧池5的底部设置有孔板10，在孔板10上装填填料11；

[0053] 进水水箱3通过水泵7与缺氧池4的进水口4-1用管道连接；

[0054] 与曝气泵8连接的曝气头9设置在好氧池5的底部的孔板10下方。

[0055] 利用上述的装置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具体的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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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1)将农村生活污水加入到进水水箱中，并用水泵输送至缺氧池和好氧池中，并阻

塞好氧池与沉淀池之间的第三过水孔6-1，使水位达到缺氧池、好氧池高度的60％；取污水

处理厂含有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的污泥，加入到缺氧池和好氧池内，使污泥浓度达到

400mg/L；启动曝气泵使好氧区溶解氧达到3mg/L；控制硝化液回流比为300％；在此条件下

培养，5天后停止，排出缺氧池和好氧池中的上清液，完成第一个周期的培养；然后重新向缺

氧池和好氧池中加入农村生活污水，在好氧区溶解氧达到3mg/L、硝化液回流比为300％的

条件下培养4天，排出上清液，完成第二个周期的培养；重新向缺氧池和好氧池中加入农村

生活污水，在在好氧区溶解氧达到3mg/L、硝化液回流比为300％的条件下培养3天，排出上

清液，完成第三个周期的培养；重新向缺氧池和好氧池中加入农村生活污水，在好氧区溶解

氧达到3mg/L、硝化液回流比为300％的条件下培养2天，排出上清液，完成第四个周期的培

养；重新向缺氧池和好氧池中加入农村生活污水，在在好氧区溶解氧达到3mg/L、硝化液回

流比为300％的条件下培养1天，排出上清液，完成第五个周期的培养；经过五个周期的培

养，在填料上附着生长微生物；

[0057] (2)将好氧池与沉淀池之间的第三过水孔6-1打开，再连续注入农村生活污水，使

污水在缺氧池与好氧池内的水力停留时间为18小时，运行1天；再将缺氧池与好氧池内的水

力停留时间缩短为15小时，运行1天；再将缺氧池与好氧池内的水力停留时间缩短为12小

时，运行1天；再将缺氧池与好氧池内的水力停留时间缩短为8小时，运行至出水COD浓度在

20～30mg/、氨氮浓度在0.1～0.6mg/l、总磷浓度在0.25～0.35mg/、总氮浓度在7～10mg/l，

即为达到稳定状态，启动阶段结束；

[0058] 二、稳定运行：

[0059] 将农村生活污水连续输入进水水箱中，通过水泵将进水水箱中温度为20℃的污水

输入至缺氧池中进行厌氧处理，水力停留时间为4h，处理后的水经过第一过水孔流至好氧

池中；用曝气泵8经曝气头9对好氧池曝气，好氧池内的溶解氧含量为2.5mg/L，废水在好氧

池中的水力停留时间为5h，控制硝化液回流比220％；处理后的水经第三过水孔流入到沉淀

池中，沉淀池中聚合氯化铝(PAC)投加量15mg/L，沉淀后的上清水经上部的出水口流出，完

成废水处理。

[0060] 本试验的装置单元少，流程合理，运营成本小。待处理的废水原水的水质情况COD

为200～300mg/L、总磷为2～3.5mg/L、氨氮为20～32mg/L，总氮为25～38mg/L。经过本装置

的处理后，COD的去除率达90.35％，总磷的去除率达85.95％。氨氮的去除达98.86％，总氮

的去除率达68.72％，达到去除污染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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