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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

工湿地反应器，由池体、进出水管、连接管、导流

板、砾石填料、填料网柱、水生植物等组成。池体

被分隔为至少二格单元，相邻两池由连接管将各

池独立的进出水系统相连。各池中填充砾石基

质，并在池体上部设置可拆卸更换的填料网柱，

网柱中根据设计进出水水质，投加脱氮、除磷或

碳源缓释填料。本反应器采用串联单元连续流加

间歇排空复氧的运行工况，即周期连续进出水-

周期排空闲置，处理雨季合流制排放口溢流的地

表初期雨水径流，用单元间歇运行工况，即进水-

反应-排水-闲置，处理合流制排放口的旱季污

水。本反应器具有运行方式灵活、处理效能高、耐

冲击负荷能力强、管理运行简便、占地面积小、投

资低、景观效果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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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池体（1）、进水管

（2）、出水管（3）、连接管（4）、导流板（5）、砾石填料（6）、填料网柱（7）、水生植物（8）；所述池

体（1）深度为1.5~3米；所述池体（1）内竖向设置隔墙，将池体分隔为至少二格，分别作为一

个生物反应单元，每个生物反应单元里平行于池底设有可拆卸的轻质导流板（5），相邻两单

元由连接管（4）将各单元独立的进出水系统相连；各单元中设置砾石填料（6），并在池体上

部设置可拆卸更换的填料网柱（7），网柱中根据设计进出水需要投加脱氮、除磷或碳源缓释

填料；所述可拆卸更换的填料网柱直径为30~50cm，深度为30~50cm；各池均种植四季常绿水

生植物（8）；所述进水管（2）分别与各生物反应单元的进水口连通，相邻两格生物反应池之

间通过连接管（4）连通，每格生物反应单元均设有出水管（3）；进、出水管及连接管上均设有

电磁阀，通过操控各电磁阀的启闭实现不同水质水量条件下运行模式的转换及反应器进出

水位置的改变；

本反应器采用串联单元连续流加间歇排空复氧的运行工况，即周期连续进出水-周期

排空闲置，处理雨季合流制排放口溢流的地表初期雨水径流，用单元间歇运行工况，即进

水-反应-排水-闲置，处理合流制排放口的旱季污水；所述反应器通过将上一个周期的进出

水单元互换的方式，改变污水进出水位置，使污水交替相向流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可

拆卸导流板采用轻质复合材料，通过反应器池壁的凹槽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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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环境保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

人工湿地反应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城市河流的生态修复中，如何对合流制排放口经分流井分离出的雨季雨水初期

径流污水进行低成本高效处理成为难点。特别是在山地城市中，一方面许多合流制排放口

附近用地条件受限，传统人工湿地处理技术占地面积大，应用受限；另一方面，旱季流量由

于排放口低标高排放，无法接入沿岸高标高处的污水截流干管的问题突出。采用低成本人

工湿地处理技术就近处理此种合流制排放口污水是一种比较经济可行处理途径。近年来，

用于污水处理的人工湿地技术发展迅速，例如中国专利先后公开的CN103408197A“一种微

污染水处理人工湿地强化脱氮除磷预处理方法及装置”，CN103739081A “一种用于低污染

水强化脱氮的潜流湿地装置”、CN103910472A“一种复合型人工湿地处理系统”等。上述人工

湿地反应器为了达到较高的处理效能，其工艺流程较长，结构较复杂，占地面积大，且造价

及运行管理费用高；后一种反应器虽为垂直流/潜流复合人工湿地，但深度仍较浅，占地大、

效能低，对水质变化适应性差；且以上几种人工湿地反应器均是针对一般城镇污水，与针对

合流制排放口污水尤其是初期地表雨水径流的本人工湿地反应器有较大区别。本反应器深

度可达1.5~3米，在不同水质水量条件下可通过切换运行模式灵活改变运行方式来应对水

质水量变化，具有处理效能高，占地面积小，抗冲击能力强等特点，国内外尚未见相关报道。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合流制排放口污水尤其是初期地表雨水径流处理工艺存在的不足，本发

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将不同运行模式的反应器有

机结合，增强反应器处理效能和对水量水质变化的适应能力；并在反应器上部设置填充强

化脱氮除磷填料的可拆卸网柱；以达到简化处理工艺、减少投资、增强反应器处理效能、降

低处理成本和减少占地的目的。

[0004] 本发明目的实现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结构如下：该反应器由池体、进出水

管、电磁阀、连接管、导流板、砾石填料、填料网柱、植物等组成。生物处理池体内竖向设置隔

墙，将池体分隔为至少二单元格，分别作为一个生物反应单元，每单元内平行于池底设置有

可拆卸的轻质导流板，各单元除设有独立的进出水系统外，相邻两单元设有连接管；各单元

中设置砾石填料，并在池体上部设置可拆卸更换的特殊填料网柱，网柱中根据设计进出水

需要投加脱氮除磷填料；各池均种植四季常绿水生植物；生物反应池各单元均有独立的进、

出水管，进、出水管上均设有电磁阀，通过控制电磁阀启闭，可使生物单元实现不同运行方

式的结合交替及反应器单元进出水位置的改变。

[0006] 本反应器设计采用串联单元连续流加间歇排空复氧的运行工况（周期连续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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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周期排空闲置）处理雨季合流制排放口溢流的地表初期雨水径流。即在雨季，反应器处

理雨季合流制排放口分流井截流的地表初期雨水径流时，人工湿地反应器各单元采用串联

连续流运行模式，同时，进行周期间歇性排空闲置复氧，此外，周期性改变反应器进出水方

向。本反应器用单元间歇运行工况（进水-反应-排水-闲置）处理合流制排放口的旱季污水。

即在旱季时，反应器各单元采用并联序批式运行模式：进水-反应-排水-排空闲置，处理合

流制排放口的旱季污水。

[0007]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

[0008] ①可转换运行模式的人工湿地对水质水量变化适应能力强、处理效能高

[0009] 本反应器通过对反应器运行模式的调控转换，实现了对不同水质、水量污水的处

理，使反应器的处理效能最大化，该反应器适合处理旱季、雨季水质水量相差较大的合流制

排放口污水。

[0010] 雨季时，反应器主要处理初期地表雨水径流。初期地表雨水径流浓度低、水量大，

通过截流井分流的初期雨水径流首先进入具有储存调蓄、沉砂功能的生态塘储存，此后的

人工湿地反应器采用连续流运行模式，  N格反应单元串联进出水，一个运行周期后排空闲

置复氧。反应器以连续流运行时，污水在N格反应单元中交替垂直连续流动，使污水交替处

于好氧--缺氧--厌氧的环境中；一个运行周期后，人工湿地被完全排空、闲置复氧，极大地

提高了反应器的自然复氧能力，有利于有机物及氮的去除，并且通过反应器内设置的特殊

除磷填料，确保除磷效果。同时，试验研究表明，采用砾石填料的深床人工湿地，其污水中的

有机质主要被吸附截留在反应器进水部分，且沿污水流动方向填料层中的有机质含量逐渐

递减。污水从下往上进入反应池单元时，首先通过的是下端的厌氧段，而作为进水端的填料

层有机质含量高，为脱氮反硝化提供了较充足的碳源。此外，一个运行周期完成后，本反应

器通过与上一个周期的进出水方向互换的方式，改变了污水进出水位置，使污水反向流动，

平衡了整个反应池的负荷，增强碳源利用率，充分发挥了反应器的效能，并减少了填料堵塞

的可能。此外，污水通过反应单元中的导流板作用，水流处于垂直流与折流交替的状态，优

化了反应器流态，减少了堵塞问题。

[0011] 旱季时，反应器主要处理合流排放口旱季污水。旱季污水流量较小、浓度较高，故

采用单池间歇运行方式运行，N格反应单元交替按进水—反应—排水—闲置运行，并可以针

对进出水质变化进行工况调整；此种方式避免了旱季反应器的闲置，提高了对合流排放口

的污水处理效率。

[0012] ②可转换运行模式人工湿地可减少雨季调蓄设施容积、投资低

[0013] 对于初期雨水径流的处理，在进入处理设施前都要通过调蓄池均化水量，调蓄设

施容积一般较大。采用可转换运行模式人工湿地，由于在旱季采用序批式运行模式，反应器

变水位运行，定期排空；降雨期间，在雨水径流刚进入处于排空状态的人工湿地，从雨水径

流进水至人工湿地装满开始连续流运行的这一时段，反应器提供了一定的调蓄储存初期雨

水径流的能力，其调蓄池容即为人工湿地有效容积，因此可以减轻前端雨水调蓄设施的负

担，减小调蓄设施的容积，从而减小占地投资。

[0014] ③设置可更换特殊填料网柱强化了人工湿地脱氮除磷效果

[0015] 本反应器中增设了可拆卸更换的填料网柱，网柱中可以根据不同的进出水要求投

加不同的脱氮、除磷或碳源缓释填料，当人工湿地需强化除磷效果时，可在网柱中投加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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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火山岩等富铁富钙填料；出水氨氮去除效果较差时，可通过网柱向反应器中投加沸石；

当出水硝氮去除效果受限于碳源时，投加碳源缓释填料等。通过物化途径强化对氮磷的去

除，并可定期对失效填料进行更换，以达到稳定处理效能的目的。

[0016] ④深床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幅减小

[0017] 传统人工湿地因自然复氧能力低，通常采用0.5~1m池深，导致人工湿地占地面积

大，用地条件局限了人工湿地的推广应用。本发明人工湿地通过排空闲置复氧，可强化人工

湿地在深度1.5~3m这种较大情况时的复氧能力，使得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幅减小，对于用

地紧张的山地河流沿岸有更好的适应性。

[0018] ⑤工艺流程短、运行管理简便

[0019] 此种反应器进出水管上均设有电磁阀，通过控制电磁阀启闭即可实现运行模式的

切换，加之整个反应器结构简单，不易堵塞，故此种反应器的工艺流程短、运行管理简便。

附图说明

[0020] 图1：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顶层平面图；

[0021] 图2  ：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底层平面图；

[0022] 图3：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A-A剖面图；

[0023] 图4：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B-B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参见图1、图2、图3和图4，本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深度1.5~3m，包括池体1、进水管

2、出水管3、连接管4、导流板5、砾石填料6、填料网柱7、水生植物8。所述池体1内竖向设置隔

墙，将池体分隔为至少二格，分别作为一个生物反应池，每个生物反应池里平行于池底设有

导流板5，各池除设有独立的进出水系统外，相邻两池设有连接管4。各池中设置砾石填料6，

并在池体上部设置可拆卸更换的特殊填料网柱7，网柱中根据设计进出水需要投加脱氮除

磷填料，填料网柱直径为30~50cm，深度为30~50cm。各池均种植四季常绿水生植物8。所述进

水管2分别与各生物反应池的进水口连通，相邻两格生物反应池之间通过连接管4连通，每

格生物反应池均设有出水管3；进、出水管及连接管上均设有电磁阀，通过操控各电磁阀的

启闭实现运行模式的转换及反应器进出水位置的改变。

[0025] 本反应器用于处理合流制排放口截流的地表初期雨水径流和旱季污水，通过运行

模式的转换适应不同时段水质的变化，处理过程如下：

[0026] 污水经进入可转换运行模式的深床人工湿地反应器后，垂直流过人工湿地，反应

器通过物化、生物降解及植物吸收附作用去除有机物和氮磷。

[0027] 雨季时，反应器主要处理初期地表雨水径流。此时反应器各单元采用串联连续方

式运行，N格反应单元串联进出水，一个运行周期后排空闲置复氧，并在下一个周期将进出

水单元调换，从上一周期尾端的出水单元进水。

[0028] 旱季时，反应器主要处理合流排放口旱季污水。此时反应器采用序批方式运行。N

格反应单元交替按进水—反应—排水—闲置工况周期运行。

[0029] 本发明通过单元人工湿地串联连续运行，使污水交替处于好氧—缺氧—厌氧的环

境中，并周期性采用排空闲置运行方式提高反应器的复氧能力；反应器中污水垂直流与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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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交替，优化了反应器流态，避免了短流、堵塞，提高了处理效能；通过交替改变污水进出水

方位，使污水反向流动，平衡了整个反应单元的负荷，有利于进水的反硝化效率的提升，减

少了填料堵塞问题；同时，增加了可拆卸更换的填料网柱，可以根据不同的进出水要求投加

不同除磷脱氮填料，强化处理效果。此外，此种反应器可根据水质水量的变化灵活控制调整

该反应器的运行方式，可用于合流排放口的水污染控制，污水及雨水初期径流处理效率高，

节地省和运行费用低。

[0030] 主要技术参数:

[0031] COD容积负荷：  50g/(m3·d)~  100g/(m
3·d)

[0032] 结构参数:

[0033] 反应器规格（L×B×H）:（L、B、H分别代表长、宽、高）

[0034] 反应器深度  H=1.5~3  (m)

[0035] 反应区有效水深H1=  H-0.2（m）

[0036] 反应池有效容积 V=Q/m×n×M（m3） （Q为Quantity的简写，即流量，单位：m3/d，m为

排水比，n为单格人工湿地池每天反应周期数，M为生物反应池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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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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