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200487.6

(22)申请日 2018.03.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34149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7.31

(73)专利权人 山东大学

地址 250061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7923号

(72)发明人 张建　庄林岚　郑欣慧　宋希冉　

张一瑾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圣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7221

代理人 陈晓敏

(51)Int.Cl.

C02F 3/32(2006.01)

C02F 3/3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449608 A,2013.12.18,

CN 101792228 A,2010.08.04,

CN 203382571 U,2014.01.08,

CN 103130382 A,2013.06.05,

CN 201501819 U,2010.06.09,

CN 2717942 Y,2005.08.17,

CN 103508639 A,2014.01.15,

审查员 张飞飞

 

(54)发明名称

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

系统，它解决了现有湿地存在的复氧效果差、能

耗高、COD及氮磷去除率低、易发生短流现象及有

机污堵等问题，将湿地床分隔成中央内嵌区和外

围溢流区，使得中央内嵌区可以为待处理水体提

供固-液-气三相共存的环境，实现高效的氧气补

给，还增强了气体传质效率，其技术方案为：包括

湿地床，所述湿地床中部设置中央挡板将湿地床

分隔成中央内嵌区和外围溢流区，所述中央内嵌

区的填料高度高于外围溢流区的填料高度，以使

中央内嵌区处于固-液-气三相共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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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系统，其特征是，包括湿地床，所述湿地床中部设置中央挡板

将湿地床分隔成中央内嵌区和外围溢流区，所述中央挡板为环状筒体结构，环状筒体结构

轴线竖直；

所述中央内嵌区上方设置布水结构，待处理水体经由布水结构流入中央内嵌区，在中

央内嵌区由上至下流动，进而在湿地床底部由下至上流向外围溢流区，外围溢流区的水体

经溢流流出；

所述中央挡板顶端的高度高于侧壁顶端的高度，所述中央挡板底部与湿地床底部具有

设定间距，所述中央内嵌区的填料高度高于外围溢流区的填料高度，以使中央内嵌区处于

固-液-气三相共存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地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湿地床外周设置集水池，集水池底部

与排水管连接，外围溢流区的水体溢流进入集水池。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湿地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湿地床外围设置侧壁，侧壁的高度高

于集水池的高度；所述侧壁顶端设置锯齿形溢流堰。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地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布水结构包括进水管，进水管延伸至

中央内嵌区上方与多个呈放射状的布水管连通，所述布水管设置多个布水孔。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地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中央内嵌区的填料粒径为0.3-0.5cm，

外围溢流区的填料粒径为1-3c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地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中央内嵌区和外围溢流区顶部均设置

湿地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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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虽然我国的国土幅员辽阔，但却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我国的人均水资源

仅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水资源短缺问题明显制约着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污水的

高效处理和水资源回用是我国当下必须攻克的一项难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国

民经济的各产业部门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发展无疑伴随着大量的污水排放等环境问

题。近年来，我国的污水排放量居高不下，并有逐年增长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水环境问题亟

待解决。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水环境污染问题，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0003] 目前，我国的污水处理工艺已经趋于成熟，逐渐发展起来了活性污泥法、生物滤

池、氧化塘，人工湿地等多种污水强化处理工艺。其中，“人工湿地”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生

态污水处理技术，是实现河湖水质达标，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的重要措施。人工湿地具有处

理效果稳定、投资低、管理方便和美化环境等优点，还可促进物质和生态环境的良好循环，

在发展中地区流域污染治理中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在近十余年在山

东、广东、四川、江苏等多省已被广泛应用于污染河水、城市污水厂尾水、分散生活污水等多

种类型污水的处理。以山东省为例，根据山东省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6年山东省共建设人

工湿地634.45千公顷，与2008年的100.98千公顷相比增长了6倍有余。

[0004] 人工湿地是对环境自净过程的模拟和强化，其对水中污染物的去除机理复杂，包

含了微生物降解、植物吸收、物理性吸附和化学沉淀等多种作用，其中微生物的好氧呼吸是

湿地对污水中有机污染物(以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计)去除的重要途

径，而总氮(total  nitrogen,TN)主要通过硝化细菌等特殊功能细菌的好氧硝化与缺氧反

硝化作用和厌氧氨氧化作用等被去除(梁威,胡洪营,2003)。

[0005] 人工湿地在实际工程运用过程中同样存在若干限制因素。湿地水质净化的机理分

析和大量的实验室数据表明：溶解氧不足是造成污染物去除率低和湿地有机物堵塞的重要

原因。为了实现人工湿地高效复氧的目标，目前研究者提出了多种湿地增氧技术，如跌水式

进水、底端曝气和潮汐流进水操作等。其中，底端曝气操作虽然在补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但其高能耗的特点使其在实际工程运用中不具备经济型。跌水式进水和潮汐流进水操作凭

借其低能耗、高效去污和简单易行等优势逐渐被应用到实际工程中，然而，相关研究表明，

无论是跌水式还是潮汐流式进水，其补充的溶解氧在充氧后短时间内都会消耗殆尽，不能

维持稳定持久的溶解氧浓度，从而无法达到很好的脱氮效果以及预防有机堵塞的效果。可

见，目前的人工湿地补氧技术尚不能满足湿地大规模经济性应用中持续、高效的复氧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系统，

其通过中央挡板的设置，将湿地床分隔成中央内嵌区和外围溢流区，中央内嵌区基质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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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溢流区，两区域在底部连通，液面维持在外围溢流区顶部高度，使得中央内嵌区液位以

上部分可以为待处理水体提供固-液-气三相共存的环境，实现高效的氧气补给，还增强了

气体传质效率；本发明的湿地系统在传统湿地的基础上，进行不同高度基质的内嵌以营造

中央内嵌区液位以上部分固-液-气三相共存的好氧环境，并在湿地内部设置中央挡板以优

化水流路径，具有高效补氧的优势，可以实现COD及氨氮的高效去除。

[0007] 进一步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8] 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系统，包括湿地床，所述湿地床中部设置中央挡板将湿地

床分隔成中央内嵌区和外围溢流区，所述中央内嵌区的填料高度高于外围溢流区的填料高

度。

[0009] 本发明通过设置不同高度基质的内嵌，在原湿地基础上，设置嵌套型内高、外低湿

地基质，中间以挡板分隔，底部连通，利用连通器原理以实现中央内嵌区溢流堰高度以上部

分湿地基质持续暴露在气相进行高效补氧，进而使得中央内嵌区上部形成固-液-气三相共

存的好氧环境；中央挡板的设置可以优化水流路径，在重力的作用下，水体依次流经湿地系

统上方的中央内嵌区上部三相反应区、中央区下部和外围溢流区，在此过程中氨态氮氧化

为硝态氮，部分COD被降解。水体进入外围溢流区后，溶解氧含量随着水流深度的增加越来

越少，逐渐进入厌氧区，在厌氧区内仍含有部分COD作为反硝化细菌的碳源被利用，同时硝

态氮得以还原为氮气排出系统。水体依靠中央挡板的导流作用自下而上流至外围溢流区溢

流高度处，经外围溢流区的溢流堰流入集水池，可以实现COD及氨氮的高效去除。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湿地床外周设置集水池，集水池底部与排水管连接，外围溢流区的

水体溢流进入集水池。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湿地床外围设置侧壁，侧壁的高度高于集水池的高度。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侧壁顶端设置锯齿形溢流堰；设置锯齿形溢流堰，可以达到平稳的

溢流效果。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中央挡板顶端的高度高于侧壁顶端的高度。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中央挡板为环状筒体结构，环状筒体结构轴线竖直。

[0015] 进一步的，所述中央挡板底部与湿地床底部具有设定间距。

[0016] 进一步的，所述中央内嵌区上方设置布水结构，待处理水体经由布水结构流入中

央内嵌区，在中央内嵌区由上至下流动，进而在湿地床底部由下至上流向外围溢流区，外围

溢流区的水体经溢流流出。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布水结构包括进水管，进水管延伸至中央内嵌区上方与多个呈放

射状的布水管连通，所述布水管设置多个布水孔。

[0018] 进一步的，所述中央内嵌区的填料粒径为0.3-0.5cm，外围溢流区的填料粒径为1-

3cm。

[0019] 进一步的，所述中央内嵌区的填料由陶粒和粉煤灰混合而成，外围溢流区的填料

为砾石。

[0020] 进一步的，所述中央内嵌区和外围溢流区顶部均设置湿地植物。在中央内嵌区和

外围溢流区顶部设置湿地植物，可以起到辅助净化作用。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本发明的湿地系统实现了高效的氧气补给。与传统人工湿地相比，该湿地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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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内嵌区为水体中的污染物降解提供了固-液-气三相共存的氧气传质条件，增强了人工

湿地系统的气体传质效率，有利于生物生长，从而实现更好的水质净化效果。

[0023] 本发明设置中央挡板将湿地床分隔，并在中央内嵌区集中布水，可以使水流尽可

能沿其引导的路径趋于平推流运动，可有效避免系统发生短流，提高了整体反应器的有效

利用体积。

[0024] 本发明的中央内嵌区的好氧环境可以促进湿地中微生物对COD、NH4+-N等污染物的

去除。此外，溶氧速率的提升可有效降低厌氧环境下COD降解不彻底产生的腐殖质等有机物

质含量，进而降低湿地的有机堵塞风险。外围区域的溢流堰设计取代了排水管，可以有效降

低排水管管口堵塞风险。

[0025] 本发明的湿地系统中，通过设计一定的填料阻力梯度，使中央内嵌区的填料阻力

大于外围溢流区域的填料阻力，提高了该湿地对污染物的去除效果。

[0026] 本发明在湿地床表面种植的湿地植物，不仅可以起到辅助净化作用，从美学角度

还为整个湿地系统带来了观赏价值。

附图说明

[0027]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

[0028] 图1为本发明湿地系统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湿地系统的俯视图；

[0030] 图中，1：布水结构，2：中央挡板，3：中央内嵌区，4：外围溢流区，5：集水池，6：排水

管，7：好氧区，8：厌氧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32]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33] 正如背景技术所介绍的，传统及部分改良型人工湿地存在复氧效果差、能耗高、

COD及氮磷去除率低、易发生短流现象及有机污堵等问题，为了解决如上的技术问题，本申

请提出了一种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系统，是一种基于氧调控的新型高效补氧人工湿地系

统，在原湿地基础上，设置嵌套型内高、外低湿地基质，中间以挡板分隔，底部连通，利用连

通器原理以实现液位以上部分湿地基质持续暴露在气相进行高效补氧，进而促进水体流经

基质过程中对污染物的高效去除，并预防由于长期厌氧条件污染物降解不彻底导致的基质

堵塞问题；通过上部基质的好氧与底端基质的厌氧交替环境，可利于水中氨氮、硝氮等氮污

染物的去除并有效避免湿地系统中的短流现象。

[0034] 本申请的一种典型的实施方式中，如图1-2所示，提供了一种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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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系统，包括湿地床，湿地床中部设置中央挡板2将湿地床分隔成中央内嵌区3和外围溢流

区4，中央内嵌区3的填料高度高于外围溢流区4的填料高度，以使中央内嵌区3处于固-液-

气三相共存状态。

[0035] 本发明通过设置不同高度基质的内嵌，使得中央内嵌区形成固-液-气三相共存的

好氧环境，中央挡板的设置可以优化水流路径，具有高效补氧的优势，可以实现COD及氨氮

的高效去除。

[0036] 湿地床外周设置集水池5，集水池5底部与排水管6连接，外围溢流区4的水体溢流

进入集水池5。

[0037] 湿地床外围设置侧壁，侧壁的高度高于集水池5的高度。

[0038] 湿地床外围侧壁顶端设置锯齿形溢流堰；可以达到平稳的溢流效果。

[0039] 中央挡板2顶端的高度高于侧壁顶端的高度。中央挡板2为环状筒体结构，环状筒

体结构轴线竖直。中央挡板2底部与湿地床底部具有设定间距。本发明中直筒状中央挡板2

位于整个湿地系统的上方，中央挡板2将湿地床分隔成位于湿地系统上方的中央内嵌区3和

位于湿地系统下方的外围溢流区4，中央挡板2所围成的内部区域为中央内嵌区3，其余为外

围溢流区4。

[0040] 中央内嵌区3上方设置布水结构1，待处理水体经由布水结构1流入中央内嵌区3，

在中央内嵌区3由上至下流动，进而在湿地床底部由下至上流向外围溢流区4，外围溢流区4

的水体经溢流流出。

[0041] 布水结构1包括进水管，进水管延伸至中央内嵌区3上方与多个呈放射状的布水管

连通，布水管设置多个布水孔。

[0042] 本发明的湿地系统设计为连续进水和连续出水的方式。辐射状布水结构1在湿地

床中央内嵌区3上方进行连续布水，水体在中央内嵌区3中自上而下缓慢渗滤。由于本系统

所设中央内嵌区3与外围溢流区4间的高度梯度以及下方外围溢流区4的溢流堰设计，在重

力的作用下，水体流经湿地系统上方的中央内嵌区3时不作停留，依靠中央挡板2的导流作

用自上而下流入湿地系统下方的外围溢流区4，在此过程中氨态氮被硝化为硝态氮，部分

COD被降解。水体进入外围溢流区4后，溶解氧含量随着水流深度的增加越来越少，逐渐进入

厌氧区8，在厌氧区8内仍含有部分COD作为反硝化细菌的碳源被利用，同时硝态氮得以还原

为氮气排出系统。水体依靠中央挡板2的导流作用自下而上流至溢流堰高度处，经外围溢流

区4的溢流堰流入集水池5。

[0043] 在上述污水净化过程中，待处理水体依次流经中央内嵌区3和外围内嵌区4，流向

集水池5。本发明提出的内外侧基质高度不同，由于连通器原理，湿地运行过程中，液位保持

在外围基质顶端的高度处。液位以下基质长期处于液相浸没状态，中间基质在液位以上部

分始终处于气相当中。中央内嵌区3中可为待处理水体提供固-液-气三相共存的环境，形成

具有高效补氧效果的好氧区7。待处理水体流经中央内嵌区3时，所携带的氨氮等污染物质

被吸附到附着于基质表面的生物膜中，污水处于固-液-气三相反应器中，此时气相中的氧

气可透过生物膜表面很薄的液膜进入到生物膜中，其传质速率得以提升，水体中氨氮可进

行充分的硝化反应，氨氮被氧化成硝态氮，部分COD得以降解。水体进入外围溢流区4后，溶

解氧含量随着水流深度的增加越来越少，逐渐进入厌氧区8，在厌氧区8内仍含有部分COD作

为反硝化细菌的碳源被利用，同时硝态氮得以还原为氮气排出系统。在外围溢流湿地4中经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8341495 B

6



过进一步净化的水体通过溢流堰流出湿地系统，流向集水池5。

[0044] 为了进一步优化该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系统的污水处理效果，使污染物在好氧

和厌氧阶段的反应尽可能充分，本发明在基质填料的传质性能方面作出以下设计：中央内

嵌区3为传质阻力较大的填料，使水体可以缓慢流经好氧区7以提供更好的传质效果；在其

他区域设置阻力较小的填料以促进水体平推流的流动，并降低该厌氧区域堵塞的风险。中

央内嵌区3的填料由粒径为0.3-0.5cm的陶粒和粉煤灰混合而成；外围溢流区4的填料由粒

径为1-3cm的砾石等较大粒径填料组成。

[0045] 中央内嵌区3和外围溢流区4顶部均设置湿地植物。在中央内嵌区和外围溢流区顶

部设置湿地植物，可以起到辅助净化作用。

[0046] 为了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本申请的技术方案，以下将结合具

体的实施例详细说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

[0047] 在实验室内构建基于氧调控的高效补氧人工湿地小试装置。设置两组对照组：1)

传统型上端进水底端出水的人工湿地小试圆柱桶；2)传统型上端进水底端出水的人工湿地

小试圆柱桶，底部增设曝气头。初步拟定好氧区7高度/厌氧区8高度＝1，中央内嵌区3的表

面积小于外围面积，以污水厂二级出水为湿地小试系统的进水，定时测定进出水中COD、

BOD、TN、NH4+-N、TP等指标，考察湿地对污水水质的净化效果。对比同一进水和操作条件(进

水流量、水质、水力停留时间等)下，该系统与传统湿地、曝气优化运行湿地对COD、TN等污染

物的去除效果和堵塞形成速率。本发明小试系统的进水流量设计为4_L/d，水力停留时间

(HRT)设计为6_h，进水COD＝75.0_mg/L,NH4+-N＝32.5_mg/L,TP＝4.0_mg/L。其中曝气组的

曝气流量1_L/min。

[0048]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COD及TP的去除效率与空白组和曝气组相当，实验组氨氮的

去除效率相对于对照组显著提高；该小试装置的去除效果证实了三相溢流高效补氧湿地系

统的高效补氧效果。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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