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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农村水河道水污染治理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第一，在河道的污水排放口的上方

开挖河岸的土方；第二，截断原有排污口，形成新

的排口，在新排口处依次搭建，收集池和预处理

池；第三，施工表流坡下方的防渗漏层部分；第

四，施工潜流坡下方的防渗漏层部分，使其与表

流坡下方的防渗漏层部分相连，在河道最高水位

先的50cm以上填土，形成潜流坡；第五，在表流坡

表面铺设生态砌块；第六，为收集池和预处理池

该上混凝土顶盖，形成陆地平台；第七，在潜流坡

和表流坡上种植植物，潜流坡和表流坡一同构成

护岸坡体，在潜流坡和表流坡之间设置集水墙和

出水管；第八，在生态调节池的靠水一侧设置漂

浮墙。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07190832 B

2019.05.24

CN
 1
07
19
08
32
 B



1.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在河道的污水排放口的上方开挖河岸的土方，挖掘深度为低于排污口底部1~3

米，形成生态调节池（3）的区域；

第二，截断原有排污口，形成新的排口，在新排口处依次搭建，收集池（42）和预处理池

（43）

第三，施工表流坡（6）下方的防渗漏层（8）部分；

第四，施工潜流坡（5）下方的防渗漏层（8）部分，使其与表流坡（6）下方的防渗漏层（8）

部分相连，在河道最高水位线的50cm以上填土，形成潜流坡（5）；

第五，对河道进行抽水、降低水位到最低水位线30cm以下，在潜流坡（5）表面阶梯铺设

砌块（51），在表流坡（6）表面铺设生态砌块（6a）；

第六，为收集池（42）和预处理池（43）盖上混凝土顶盖，形成陆地平台（4）；

第七，在潜流坡（5）和表流坡（6）上种植植物，潜流坡（5）和表流坡（6）一同构成护岸坡

体（1），在潜流坡（5）和表流坡（6）之间设置集水墙（55）和出水管（54）；

第八，在生态调节池（3）的靠水一侧设置漂浮墙（2）；

所述漂浮墙（2）的顶部高于河道水位线，所述漂浮墙（2）通过若干个漂浮箱（9）连接而

成，所述漂浮箱（9）之间通过柔性隔水带（20）连接，所述漂浮墙（2）底部也通过柔性隔水带

（20）与所述表流坡（6）底端相连接；

所述漂浮箱（9）包括，框体（91）、用于水质净化的净化板（92）和用于漂浮箱（9）漂浮于

河面的浮包（93），所述框体（91）为空心的长方体框架，其长边方向为竖直方向，所述框体

（91）包括，具有透水功能的透水面（912）和具有调整隔水与进水功能的调整面（911）；所述

透水面（912）为空心面，所述调整面（911）设置有隔水机构（94），所述净化板（92）呈折线形

竖直插接在所述框体（91）的插槽（913）内，所述浮包（93）安装在浮箱的上部，所述浮包（93）

底部低于所述框体（91）的顶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

步中，施工表流坡（6）下方的防渗漏层（8）部分的具体方法为，在开挖土方的底部打斜孔，向

孔内高压灌浆，形成防渗漏层（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

步中填土层，包括自底部向坡面依次为：直径45~65mm的砾石铺设的厚度为10~15cm的砾石

层（531）、直径25~40mm的碎石铺设的厚度为10~15cm的碎石层（532）、直径1~25mm的蛭石铺

设的厚度为10~15cm的蛭石层（533）、厚度10~15cm的粗砂层（534）、厚度10~15cm的细砂层

（535）以及厚度为20~40的红壤土层（536）；其中每层之间通过PVC网格相隔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表流

坡（6）水平高度介于所述河道最高水位线以上50cm至河道最低水位线以下30cm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砌块

（51）为上下表面敞开的空心矩形砌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

砌块（6a）为十字形，十字形的四个顶角分成两个公插头（6a1）和两个母插头（6a2），所述公

插头（6a1）为球形突起结构，所述母插头（6a2）为球形凹陷结构，所述的两个公插头（6a1）设

置在所述生态砌块（6a）十字形的相邻两个顶角，所述的两个母插头（6a2）设置在剩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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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角；所述生态砌块（6a）的内部设置有十字形的通槽（6a3），所述通槽（6a3）同时贯通四个

顶角；植株种植孔（62）由至少三块相邻的所述生态砌块（6a）拼接所围成，相拼接的所述生

态砌块（6a）的公插头（6a1）与母插头（6a2）相扣，且相互拼接的所述生态砌块（6a）的通槽

（6a3）相互联通，联通的通槽（6a3）填有混凝土，所述母插头（6a2）的凹陷面与所述通槽

（6a3）相交处设置有斜倒面（6a21），所述斜倒面（6a21）与所述通槽（6a3）中轴线所夹锐角角

度为25°~5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

板（92）包括外框（921）、串条（922）和净化球（923），所述净化球（923）列状串在所述串条

（922）上，所述净化球（923）为空心球体，球体表面设置有大量通孔（9231），球体内部设置有

团状细丝（9232），所述团状细丝（9232）为直径为0.05~0.2mm的聚乙烯纤维丝，所述团状细

丝（9232）在所述净化球（923）内的填充率为60%~9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水

机构（94）包括，调整面框架（941）、滑动夹板（942）、固定夹板（943）、隔水密封条（944）和隔

水板（945），所述隔水密封条（944）设置在所述调整面框架（941）与滑动夹板（942）之间，所

述滑动夹板（942）通过滑轨（946）与所述框体（91）滑动连接，所述固定夹板（943）与所述框

体（91）固定连接，所述滑动夹板（942）与所述固定夹板（943）之间设置有压紧弹簧（947），所

述隔水板（945）插接在所述隔水密封条（944）的密封槽内具有上下滑动的功能，所述隔水密

封条（944）顶部超出调整面框架（941）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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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村水河道水污染治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

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农村的迅速发展和广大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农村畜禽养殖、

水产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的发展，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不断增加，严重破坏了农

村的生态平衡。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来自于居民生活过程中粪便及其冲洗水、洗浴污水和厨

房污水以及农村分散养殖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农村生活污水水质的特点为N、P含量高、可

生化性强、含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较少，在排放上具有每户排放量相对较少，水质波动较

大，排放点分散，点多面广，收集较困难，大多农村没有污水处理体系等特点。故农村河道的

排污口的排放极易对河道造成污染。

[0003] 现有技术中，采用人工湿地的方式对农村河道进行生态处理。人工湿地包括表面

流湿和潜流湿地，其中潜流湿地分为水平流人工湿地和垂直流人工湿地，与表面流湿地相

比，水平流人工湿地水力负荷高，对BOD、COD、SS、重金属等污染物的去除效果较好，且无恶

臭和蚊蝇孳生，是目前采用最广泛的一种湿地形式。但控制相对复杂，N、P去除效果不如垂

直流人工湿地。垂直流湿地分为下向流和上向流两种，下向流垂直流湿地以其操作相对简

单更为常用，污水从湿地表面流入，从上到下流经湿地基质层，由底部流出。上向流水流方

向反之。由于氧气可通过大气扩散和植物传输进入湿地系统，其内部充氧更为充分，有利于

好氧微生物的生长和硝化反应的进行，氮、磷去除效果较好。故设计一种能够综合两种湿地

优点，同时便于施工，对排污口净化监控能力高的护岸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提供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

改造方法。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第一，在河道的污水排放口的上方开挖河岸的土方，挖掘深度为低于排污口底部1

~3米，形成生态调节池的区域；

[0008] 第二，截断原有排污口，形成新的排口，在新排口处依次搭建，收集池和预处理池

[0009] 第三，施工表流坡下方的防渗漏层部分；

[0010] 第四，施工潜流坡下方的防渗漏层部分，使其与表流坡下方的防渗漏层部分相连，

在河道最高水位线的50cm以上填土，形成潜流坡；

[0011] 第五，对河道进行抽水、降低水位到最低水位线30cm以下，在潜流坡表面阶梯铺设

砌块，在表流坡表面铺设生态砌块；

[0012] 第六，为收集池和预处理池盖上混凝土顶盖，形成陆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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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第七，在潜流坡和表流坡上种植植物，潜流坡和表流坡一同构成护岸坡体，在潜流

坡和表流坡之间设置集水墙和出水管；

[0014] 第八，在生态调节池的靠水一侧设置漂浮墙。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第三步中，施工表流坡下方的防渗漏层部分的具体方法为，在开挖

土方的底部打斜孔，向孔内高压灌浆，形成防渗漏层。

[0016] 作为优选，所述第三步中填土层，包括自底部向坡面依次为：直径45~65mm的砾石

铺设的厚度为10~15cm的砾石层、直径25~40mm的碎石铺设的厚度为10~15cm的碎石层、直径

1~25mm的蛭石铺设的厚度为10~15cm的蛭石层、厚度10~15cm的粗砂层、厚度10~15cm的细砂

层以及厚度为20~40的红壤土层；其中每层之间通过PVC网格相隔开。

[0017] 作为优选，所述表流坡水平高度介于所述河道最高水位线以上50cm至河道最低水

位线以下30cm之间。

[0018] 作为优选，所述砌块为上下表面敞开的空心矩形砌块。

[0019] 作为优选，所述生态砌块为十字形，十字形的四个顶角分成两个公插头和两个母

插头，所述公插头为球形突起结构，所述母插头为球形凹陷结构，所述的两个公插头设置在

所述生态砌块十字形的相邻两个顶角，所述的两个母插头设置在剩余两个顶角；所述生态

砌块的内部设置有十字形的通槽，所述通槽同时贯通四个顶角；植株种植孔由至少三块以

上相邻的所述生态砌块拼接所围成，相拼接的所述生态砌块的公插头与母插头相扣，且相

互拼接的所述生态砌块的通槽相互联通，联通的通槽填有混凝土，所述母插头的凹陷面与

所述通槽相交处设置有斜倒面，所述斜倒面与所述通槽中轴线所夹锐角角度为25°~50°。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漂浮墙的顶部高于河道水位线，所述漂浮墙通过若干个漂浮箱连

接而成，所述漂浮箱之间通过柔性隔水带连接，所述漂浮墙底部也通过柔性隔水带与所述

表流坡底端相连接。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漂浮箱包括，框体、用于水质净化的净化板和用于漂浮箱漂浮于河

面的浮包，所述框体为空心的长方体框架，其长边方向为竖直方向，所述框体包括，具有透

水功能的透水面和具有调整隔水与进水功能的调整面；所述透水面为空心面，所述调整面

设置有隔水机构，所述净化板呈折线形竖直插接在所述框体的插槽内，所述浮包安装在浮

箱的上部，所述浮包底部低于所述框体的顶面。

[0022] 作为优选，所述净化板包括外框、串条和净化球，所述净化球列状串在所述串条

上，所述净化球为空心球体，球体表面设置有大量通孔，球体内部设置有团状细丝，所述团

状细丝为直径为0.05~0 .2mm的聚乙烯纤维丝，所述团状细丝在所述净化球内的填充率为

60%~90%。

[0023] 作为优选，所述隔水机构包括，调整面框架、滑动夹板、固定夹板、隔水密封条和隔

水板，所述隔水密封条设置在所述调整面框架与滑动夹板之间，所述滑动夹板通过滑轨与

所述框体滑动连接，所述固定夹板与所述框体固定连接，所述滑动夹板与所述固定夹板之

间设置有压紧弹簧，所述隔水板插接在所述隔水密封条的密封槽内具有上下滑动的功能，

所述隔水密封条顶部超出调整面框架顶部。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①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施工方式简单，不需要抽

干整个河道的水即可进行施工作业，对河道原有生态的破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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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②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生态砌块能贴合原有河

坡铺设，施工方法简便。

[0027] ③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漂浮墙能有效阻止排水

口的污染水质进入河道内。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施工完毕后的污水排放口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中潜流坡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发明中漂浮箱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发明中净化球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是本发明中隔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是本发明中生态砌块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7是本发明中生态砌块的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

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36] 下面结合附图以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7] 实施例1：

[0038] 根据图1～图7所示，一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口的改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第一，在河道的污水排放口的上方开挖河岸的土方，挖掘深度为低于排污口底部1

~3米，形成生态调节池3的区域；

[0040] 第二，截断原有排污口，形成新的排口，在新排口处依次搭建，收集池42和预处理

池43

[0041] 第三，施工表流坡6下方的防渗漏层8部分，施工表流坡6下方的防渗漏层8部分的

具体方法为，在开挖土方的底部打斜孔，向孔内高压灌浆，形成防渗漏层8；

[0042] 第四，采用浇筑法施工潜流坡5下方的防渗漏层8部分，浇筑层与表流坡6下方的防

渗漏层8部分顶部相连，在河道最高水位线的50cm以上填土，形成潜流坡5，填土层53包括自

底部向坡面依次为：直径45~65mm的砾石铺设的厚度为10~15cm的砾石层531、直径25~40mm

的碎石铺设的厚度为10~15cm的碎石层532、直径1~25mm的蛭石铺设的厚度为10~15cm的蛭

石层533、厚度10~15cm的粗砂层534、厚度10~15cm的细砂层535以及厚度为20~40的红壤土

层536；其中每层之间通过PVC网格相隔开；

[0043] 第五，对河道进行抽水、降低水位到最低水位线30cm以下，在潜流坡5表面阶梯铺

设砌块51，砌块51为上下表面敞开的空心矩形砌块，在表流坡6表面铺设生态砌块6a，表流

坡6水平高度介于河道最高水位线以上50cm至河道最低水位线以下30cm之间，生态砌块6a

为十字形，十字形的四个顶角分成两个公插头6a1和两个母插头6a2，公插头6a1为球形突起

结构，母插头6a2为球形凹陷结构，的两个公插头6a1设置在生态砌块6a十字形的相邻两个

顶角，的两个母插头6a2设置在剩余两个顶角；生态砌块6a的内部设置有十字形的通槽6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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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槽6a3同时贯通四个顶角；植株种植孔62由至少三块以上相邻的生态砌块6a拼接所围成，

相拼接的生态砌块6a的公插头6a1与母插头6a2相扣，且相互拼接的生态砌块6a的通槽6a3

相互联通，联通的通槽6a3填有混凝土，母插头6a2的凹陷面与通槽6a3相交处设置有斜倒面

6a21，斜倒面6a21与通槽6a3中轴线所夹锐角角度为25°~50°。

[0044] 第六，为收集池42和预处理池43盖上混凝土顶盖，形成陆地平台4；

[0045] 第七，在潜流坡5和表流坡6上种植植物，潜流坡5和表流坡6一同构成护岸坡体1，

在潜流坡5和表流坡6之间设置集水墙55和出水管54；

[0046] 第八，在生态调节池3的靠水一侧设置漂浮墙2，漂浮墙2的顶部高于河道水位线，

漂浮墙2通过若干个漂浮箱9连接而成，漂浮箱9之间通过柔性隔水带20连接，漂浮墙2底部

也通过柔性隔水带20与表流坡6底端相连接，漂浮箱9包括，框体91、用于水质净化的净化板

92和用于漂浮箱9漂浮于河面的浮包93，框体91为空心的长方体框架，其长边方向为竖直方

向，框体91包括，具有透水功能的透水面912和具有调整隔水与进水功能的调整面911；透水

面912为空心面，调整面911设置有隔水机构94，净化板92呈折线形竖直插接在框体91的插

槽913内，浮包93安装在浮箱的上部，浮包93底部低于框体91的顶面，净化板92包括外框

921、串条922和净化球923，净化球923列状串在串条922上，净化球923为空心球体，球体表

面设置有大量通孔9231，球体内部设置有团状细丝9232，团状细丝9232为直径为0.05~
0.2mm的聚乙烯纤维丝，团状细丝9232在净化球923内的填充率为60%~90%。

[0047] 隔水机构94包括，调整面框架941、滑动夹板942、固定夹板943、隔水密封条944和

隔水板945，隔水密封条944设置在调整面框架941与滑动夹板942之间，滑动夹板942通过滑

轨946与框体91滑动连接，固定夹板943与框体91固定连接，滑动夹板942与固定夹板943之

间设置有压紧弹簧947，隔水板945插接在隔水密封条944的密封槽内具有上下滑动的功能，

隔水密封条944顶部超出调整面框架941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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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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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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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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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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