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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灰绿设施结合的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系统和方法，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

域，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顺次连通

的引水渠、分流井、水平潜流湿地、表流湿地和自

然水体；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还包括消

能净化池，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入水口与分流井的

第二出水口连通，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出水口与表

流湿地连通；所述分流井侧壁设置第一出水口和

第二出水口；所述水平潜流湿地包括顺次连接的

布水渠、进水区、处理区、集水区和集水渠。本发

明提供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和方法，将灰、

绿设施结合的方式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净化

效果大大提高，同时能够有效缓解降雨对人工湿

地系统的冲击，保证湿地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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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灰绿设施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顺次连通的引水渠、

分流井、水平潜流湿地、表流湿地和自然水体；

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还包括消能净化池，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入水口与分流井

的第二出水口连通，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出水口与表流湿地连通；

所述分流井的侧壁设置有第一出水口和第二出水口；所述第一出水口与分流井井底的

垂直距离为30cm～60cm；所述第一出水口的直径为10cm～30cm；所述第二出水口与分流井

井底的垂直距离为80cm～200cm；所述第二出水口的直径为30cm～100cm；

所述水平潜流湿地包括顺次连接的布水渠、进水区、处理区、集水区和集水渠；所述进

水区、处理区和集水区的正下方设置粘土防渗层；所述处理区自下而上设置填料层和覆盖

层；所述处理区种植水生植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土防渗层自下而

上包括防渗膜和粘土；所述黏土防渗层的厚度为400～60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覆盖层包括粒径4～

8mm的砾石，所述覆盖层的厚度为20～30c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层包括粒径8～

20mm的砾石，所述填料层的厚度75～85cm。

5.根据权利要求1、3或4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包括

千屈菜、黄菖蒲、旱伞草、美人蕉、芦苇、香蒲、梭鱼草和再力花中的一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消能净化池自入水口

至出水口依次设置石笼、碎石和回填种植土；所述碎石的粒径为30～70mm。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石笼自上而下设置大

石层和卵石层；所述大石层的石块粒径为200～600mm，所述卵石层的石块粒径为60～

200mm；所述大石和卵石的质量比为1：(1～4)。

8.利用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当降雨量小于25mm/d天或小于8.1mm/h时，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尾水和雨水通过引

水渠流入分流井，在分流井停留0.5～2h后，通过分流井的第一出水口流入水平潜流湿地停

留1～5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7～14d后流入自然水体；

当降雨量为25～49.9mm/d天或8.1～16.0mm/h时，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尾水和雨水

通过引水渠流入分流井，在分流井停留0.5～2h后，水体总量的60％～80％通过分流井的第

二出水口流入消能净化池，在所述消能净化池中停留1.5～7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7～14d

流入自然水体；水体总量的20％～40％通过分流井的第一出水口流入水平潜流湿地停留1

～5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7～14d流入自然水体。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潜流湿地的水力负荷为0.2～

0.45m3/(m2·d)。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表流湿地的水力负荷为0.05～0.1m3/

(m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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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灰绿设施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灰绿设施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伴随着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善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活污水量也逐

渐上涨；农村生活污水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有机物含量高，N、P含量增多。人们无意识的排

放和雨水的冲刷，使大量的有机质、N、P等物质流入湖泊等水体，如不加以处理，会污染农村

环境，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0003] 目前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单独的好氧或厌氧生物膜法、生态或物理处理方式

往往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好氧或厌氧生物膜法对N、P元素的去除功能单一，且尾水水质也无

法满足地表水环境治理需求；生态处理技术，虽然对脱氮除磷功能较强，但处理效率低，占

地面积大，且受自然因素影响大；物化处理技术对氮的处理能力十分有限，且运行成本较

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灰绿设施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和

方法；所述系统和方法在提高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效率和净化效果的同时，降低运行成本。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灰绿设施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顺次连通的引水

渠、分流井、水平潜流湿地、表流湿地和自然水体；

[0007] 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还包括消能净化池，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入水口与分

流井的第二出水口连通，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出水口与表流湿地连通；

[0008] 所述分流井的侧壁设置有第一出水口和第二出水口；所述第一出水口与分流井井

底的垂直距离为30cm～60cm；所述第一出水口的直径为10cm～30cm；所述第二出水口与分

流井井底的垂直距离为80cm～200cm；所述第二出水口的直径为30cm～100cm；

[0009] 所述水平潜流湿地包括顺次连接的布水渠、进水区、处理区、集水区和集水渠；所

述进水区、处理区和集水区的正下方设置粘土防渗层；所述处理区自下而上设置填料层和

覆盖层；所述处理区种植水生植物。

[0010] 优选的，所述粘土防渗层自下而上包括防渗膜和粘土；所述黏土防渗层的厚度为

400～600mm。

[0011] 优选的，所述覆盖层包括粒径4～8mm的砾石，所述覆盖层的厚度为20～30cm。

[0012] 优选的，所述填料层包括粒径8～20mm的砾石，所述填料层的厚度75～85cm。

[0013] 优选的，所述水生植物包括千屈菜、黄菖蒲、旱伞草、美人蕉、芦苇、香蒲、梭鱼草和

再力花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4] 优选的，所述消能净化池自入水口至出水口依次设置石笼、碎石和回填种植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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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碎石的粒径为30～70mm。

[0015] 优选的，所述石笼自上而下设置大石层和卵石层；所述大石层的石块粒径为200～

600mm，所述卵石层的石块粒径为60～200mm；所述大石和卵石的质量比为1：(1～4)。

[0016] 本发明提供了所述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17] 当降雨量小于25mm/d天或小于8.1mm/h时，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尾水和雨水通

过引水渠流入分流井，在分流井停留0.5～2h后，通过分流井的第一出水口流入水平潜流湿

地停留1～5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7～14d后流入自然水体；

[0018] 当降雨量为25～49.9mm/d天或8.1～16.0mm/h时，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尾水和

雨水通过引水渠流入分流井，在分流井停留0.5～2h后，水体总量的60％～80％通过分流井

的第二出水口流入消能净化池，在所述消能净化池中停留1.5～7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7

～14d流入自然水体；水体总量的20％～40％通过分流井的第一出水口流入水平潜流湿地

停留1～5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7～14d流入自然水体。

[0019] 优选的，所述水平潜流湿地的水力负荷为0.2～0.45m3/(m2·d)。

[0020] 优选的，所述表流湿地的水力负荷为0.05～0.1m3/(m2·d)。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灰绿设施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和

方法，将灰、绿设施结合的方式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净化效果大大提高，同时能够有效

缓解降雨对人工湿地系统的冲击，保证湿地系统的正常运行。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分流井示意图，其中1为第二出水口，2为钢筋混凝土井体，3为第一出水口；

[0023] 图2为水平潜流湿地示意图，其中1为布水渠，2为集水渠，3为进水渠，4为集水渠，5

为黏土防渗层，6为处理区，7为湿地植物；

[0024] 图3为表流湿地示意图，其中1为进水口，2为出水口，3为基质层，4为常水位，5为湿

地植物；

[0025] 图4为消能净化池结构示意图，其中1为进水口，2为石笼组成的消能缓冲区，3为碎

石组成的砾石净化区，4为回填种植土上种植的植物，5为出水口；

[0026] 图5为旱季或雨水量较小时的，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工艺流程；

[0027] 图6为雨量大时，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工艺流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灰绿设施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顺次连通的引水

渠、分流井、水平潜流湿地、表流湿地和自然水体；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还包括消能

净化池，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入水口与分流井的第二出水口连通，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出水口

与表流湿地连通。

[0029] 在本发明中，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引水渠，所述引水渠的出口与分流

井连通。本发明对所述引水渠的具体结构没有特殊限定，采用本领域常规的引水渠结构即

可。在本发明中，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尾水和雨水优选的通过自流作用进入引水渠，顺着

引水渠流入分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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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在本发明中，所述分流井的侧壁设置有第一出水口和第二出水口；所述第一出水

口与分流井井底的垂直距离为30cm～60cm，优选为40cm～50cm；所述第一出水口的直径为

10cm～30cm，优选为15cm～25cm；所述第二出水口与分流井井底的垂直距离为80cm～

200cm，优选为120cm～160cm；所述第二出水口的直径为30cm～100cm优选为40cm～60cm。在

本发明中，所述分流井的井体优选为钢筋混凝土井体，所述分流井的作用沉淀和分流水体。

在本发明中，所述分流井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所述分流井的进水口与引水渠连通，所

述分流井的第一出水口与水平潜流湿地连通，所述分流井的第二出水口与消能净化池连

通。

[0031] 在本发明中，所述水平潜流湿地的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包括顺次连接的布水

渠、进水区、处理区、集水区和集水渠；所述进水区、处理区和集水区的正下方设置粘土防渗

层，所述粘土防渗层自下而上包括防渗膜和粘土；所述黏土防渗层的厚度优选为400～

600mm，更优选为450～550mm，最优选为500mm；所述防渗膜优选为HDPE土工膜。在本发明中，

所述处理区自下而上设置填料层和覆盖层；所述覆盖层优选的包括粒径4～8mm的砾石，所

述覆盖层的厚度优选为20～30cm，更优选为22～28cm，最优选为25cm；所述填料层优选的包

括粒径8～20mm的砾石，所述填料层的厚度优选75～85cm，更优选为78～82cm，最优选为

80cm。在本发明中，所述处理区种植水生植物，所述水生植物优选的包括千屈菜、黄菖蒲、旱

伞草、美人蕉、芦苇、香蒲、梭鱼草和再力花中的一种或几种。本发明对所述水生植物的种植

密度、管理方法没有特殊限定，采用本领域常规种植密度、管理方法即可。在本发明中，所述

集水渠的出口和表流湿地连通。在本发明中，所述水平潜流湿地通过植物吸收、基质吸附和

微生物净化作用去除水体中的氮磷及有机物。

[0032] 在本发明中，所述消能净化池的结构示意图如图4所示，自入水口至出水口依次设

置石笼、碎石和回填种植土。在本发明中，所述石笼自上而下设置大石层和卵石层；所述大

石层的石块粒径为200～600mm，所述卵石层的石块粒径为60～200mm；所述大石和卵石的质

量比优选为1：(1～4)，更优选为1：(2～3)。在本发明中，所述碎石的粒径优选为30～70mm，

更优选为40～60mm，最优选为50mm。在本发明中，所述回填种植土上优选的种植水生植物，

所述水生植物优选的包括水芹、灯芯草、黄菖蒲、美人蕉、千屈菜、芦苇、香蒲、旱伞草和芦竹

中的一种或几种。在本发明中，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出水口与表流湿地连通。在本发明中，所

述石笼中的石块对水体起到消能的作用，防止水体冲刷池底；同时通过砾间净化作用对水

体中的悬浮物进行拦截过滤，对N、P等营养物质进行初步净化。

[0033] 在本发明中，所述表流湿地的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包括进水口、基质层、种植在

基质层上的湿地植物和出水口。在本发明中，所述表流湿地能够对水体起到沉淀、净化和富

氧的作用，所述表流湿地出水口的出水水质优良，能够直接排入自然水体。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当降雨量小于25mm/d天或小于8.1mm/h时，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尾水(流量

为80m3/d～150m3/d)和雨水通过引水渠流入分流井，在分流井停留0.5～2h后，通过分流井

的第一出水口流入水平潜流湿地停留1～5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7～14d后流入自然水体；

当降雨量为25～49.9mm/d天或8.1～16.0mm/h时，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尾水和雨水通过

引水渠流入分流井，在分流井停留0.5～2h后，水体总量的60％～80％通过分流井的第二出

水口流入消能净化池，在所述消能净化池中停留1.5～7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7～14d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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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水体；水体总量的20％～40％通过分流井的第一出水口流入水平潜流湿地停留1～5d

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7～14d流入自然水体。

[0035] 在本发明中，所述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尾水为经过农村污水厂站污水处理后的

尾水；所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根据农村生活污水以及降雨量的大小自动开启两个不同

的处理方法；当降雨量小于25mm/d天或小于8.1mm/h时，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尾水和雨水

通过引水渠流入分流井，此时由于水流量小，分流井中水体体积小，能够通过第一出水口实

现水体的流出，水体在所述分流井中的停留时间有水流量的大小决定，优选为1～1.5h；当

降雨量为25～49.9mm/d天或8.1～16.0mm/h时，此时由于水流量大，分流井中水体体积迅速

增大，水体总量的20％～40％通过第一出水口实现水体的流出，而水体总量的60％～80％

通过分流井的第二出水口流入消能净化池。在本发明中，所述水平潜流湿地的水力负荷优

选为0.2～0.45m3/(m2·d)，更优选为0.3～0.4m3/(m2·d)；所述表流湿地的水力负荷优选

为0.05～0.1m3/(m2·d)，更优选为0.06～0.09m3/(m2·d)。

[003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

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37] 实施例1

[0038] 一种灰绿设施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包括顺次连通的引水渠、分流

井、水平潜流湿地、表流湿地和自然水体；还包括消能净化池，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入水口与

分流井的第二出水口连通，所述消能净化池的出水口与表流湿地连通；其中分流井、水平潜

流湿地、表流湿地和消能净化池具体结构如图1～图4所示。

[0039] 分流井侧壁设置第一出水口和第二出水口；第一出水口与分流井井底的垂直距离

为45cm，直径为20cm；第二出水口与分流井井底的垂直距离为150cm，直径为50cm；分流井深

度2.5m，直径3m。

[0040] 水平潜流湿地包括布水渠、进水区、处理区、集水区和集水渠，布水渠长20m宽1m，

深度1.5m，进水区长20m宽0.5m、深度1.5m；处理区长20m宽15，深度1.5m；集水区的长20m宽

0.5m，深度1.5m，集水渠的长20m宽1m，深度1.5m；所述进水区、处理区和集水区的正下方设

置粘土防渗层，粘土防渗层自下而上包括防渗膜和粘土；厚度为500mm；处理区自下而上设

置填料层和覆盖层；覆盖层为粒径4～8mm的砾石，厚度为25cm；填料层为粒径8～20mm的砾

石，厚度为80cm。处理区种植水生植物。

[0041] 消能净化池自入水口至出水口依次设置石笼、碎石和回填种植土；石笼、碎石和回

填土是依次并排布设，沿着水流方向，入水口处是石笼、中间是碎石、最后是种植土。石笼规

格为500×500×1000mm，碎石直径为40～60mm，厚400mm，种植土厚300mm。在本发明中，所述

石笼自上而下设置大石层和卵石层；所述大石层的石块粒径为400mm，所述卵石层的石块粒

径为100mm；大石和卵石的质量比优选为1：2。碎石的粒径50mm。回填种植土上种植水生植物

美人蕉、黄菖蒲、野芋、千屈菜、菖蒲、芦苇。

[0042] 表流湿地包括进水口、基质层、种植在基质层上的湿地植物和出水口；基质层由

300mm厚的φ40～60的碎石组成，湿地植物为美人蕉、黄菖蒲、野芋、千屈菜、菖蒲、芦苇；湿

地面积为820m2。

[0043] 实施例2

[0044] 农村生活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站处理后的污水尾水，水质：一级B标准；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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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3/d；雨水水质：未检测，降雨量：5～10mm/d。

[0045] 用实施例1中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对上述水体处理，水体通过引水渠流入分

流井，在分流井停留2h后，通过分流井的第一出水口流入水平潜流湿地停留2.5d后，进入表

流湿地停留8d后流入自然水体。

[0046] 对各个阶段水质进行检测，水质检测采用本领域常规方法进行，采样次数为5次，

以下结果为5次采样测定结果确定的范围值：

[0047] 水平潜流湿地进水水质：总磷：1.53mg/L-2 .36mg/L、总氮：11 .3mg/L-15mg/L、

BOD5：23.1mg/L-25mg/L、COD：71mg/L-80mg/L、氨氮：7.71-11.6mg/L。

[0048] 水平潜流湿地出水水质：总磷：0.56mg/L-0.8mg/L、总氮：2mg/L-2.72mg/L、BOD5：

10mg/L-15mg/L、COD：40mg/L-50mg/L、氨氮：0.965-1.1mg/L。

[0049] 表流湿地出水水质：总磷：0.4mg/L-0 .75mg/L、总氮：1.9mg/L-2 .68mg/L、BOD5：

10mg/L-12.3mg/L、COD：35mg/L-43mg/L。

[0050] 经计算获得水质的平均值如下：

[0051] 水平潜流湿地进水水质：总磷：1.95mg/L、总氮：13.2mg/L、BOD5：23.5mg/L、COD：

73.6mg/L、氨氮：8.5mg/L。

[0052] 水平潜流湿地出水水质：总磷：0.68mg/L、总氮：2.31mg/L、BOD5：13.4mg/L、COD：

44.3mg/L、氨氮：0.98mg/L。

[0053] 表流湿地出水水质：总磷：0 .56mg/L、总氮：2 .34mg/L、BOD5：11 .3mg/L、COD：

37.4mg/L。

[0054] 实施例3

[0055] 农村生活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站处理后的污水尾水，水质：一级B标准；水流量

100m3/d；雨水水质：未检测，降雨量：40～60mm/d。

[0056] 用实施例1中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对上述水体处理，水体通过引水渠流入分

流井，在分流井停留0.5h后，水体总量的60％～80％通过分流井的第二出水口流入消能净

化池，在所述消能净化池中停留1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4d流入自然水体；水体总量的20％

～40％通过分流井的第一出水口流入水平潜流湿地停留2d后，进入表流湿地停留6d流入自

然水体。

[0057] 对各个阶段水质进行检测，水质检测采用本领域常规方法进行，采样次数为5次，

以下结果为5次采样测定结果确定的范围值。

[0058] 水平潜流湿地进水水质：总磷：1.53mg/L-2 .36mg/L、总氮：11 .3mg/L-15mg/L、

BOD5：23.1mg/L-25mg/L、COD：71mg/L-80mg/L、氨氮：7.71-11.6mg/L。

[0059] 水平潜流湿地出水水质：总磷：0.56mg/L-0.8mg/L、总氮：2mg/L-2.72mg/L、BOD5：

10mg/L-15mg/L、COD：40mg/L-50mg/L、氨氮：0.965-1.1mg/L。

[0060] 表流湿地出水水质：总磷：0.4mg/L-0 .75mg/L、总氮：1.9mg/L-2 .68mg/L、BOD5：

10mg/L-12.3mg/L、COD：35mg/L-43mg/L。

[0061] 经计算获得水质的平均值如下：

[0062] 水平潜流湿地进水水质：总磷：1.71mg/L、总氮：12.2mg/L、BOD5：24.3mg/L、COD：

73.1mg/L、氨氮：8.01mg/L。

[0063] 水平潜流湿地出水水质：总磷：0.62mg/L、总氮：2.25mg/L、BOD5：11.6mg/L、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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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mg/L、氨氮：0.971mg/L。

[0064] 表流湿地出水水质：总磷：0 .51mg/L、总氮：2 .03mg/L、BOD5：10 .2mg/L、COD：

36.5mg/L。

[006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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