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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雨水径流处理的强化

脱氮的生物滞留池，用于解决现有设施脱氮效率

差，有机物淋出严重的现象。所述装置由覆盖层、

填料层和保护层组成。填料层在传统生物滞留设

施介质成分（黄砂、土壤及堆肥）的基础上，加入

了重量比例为3-5%的高C/N有机物，保护层主要

是黄砂和土壤的混合物。高C/N有机物可使填料

层在进水期和间歇期呈现厌氧-好氧环境交替演

进的状态，有利于各种形态氮素的脱除，下方保

护层可有效截留去除填料层有机物溶淋产生的

COD，在保证高效脱氮的基础上，克服了生物滞留

设施存在的有机物淋出严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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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强化脱氮的生物滞留池，其特征在于：自上而下由覆盖层、填料层和保护层组

成，填料层采用黄砂、田园土和高C/N有机物混合而成，黄砂、田园土和高C/N有机物重量比

为65~87：10~30：3~5；保护层由黄砂和田园土组成，黄砂和田园土重量比为60~80：20~40；覆

盖层一侧上部设有进水管，另一侧上部设有溢流管；填料层上种植物；填料层中添加高C/N

有机物，利用高C/N有机物强化好氧微生物的生长，促使填料层在进水期和落干期中呈现厌

氧好氧交替发生的状态，使得反硝化作用能在填料层中发生；保护层对填料层中高C/N有机

物分解的淋出物进行有效处理截留，使得生物滞留池在有效除氮的同时，出水中COD淋出控

制在较低的水平上；填料层和保护层的高度分别为350~550mm；高C/N有机物为木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化脱氮的生物滞留池，其特征在于，对于地下水最高水位与

设施底部间距小于0.6m的地区，在保护层底部设置砾石层，砾石层底部铺设有不透水土工

布，所述砾石层中铺设穿孔排水管。

3.根据权利要求２所述的强化脱氮的生物滞留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砾石层高度为50~
100mm，穿孔排水管的孔径为  6~12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化脱氮的生物滞留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覆盖层厚度为50~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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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化脱氮的生物滞留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雨水径流处理的强化脱氮的生物滞

留池。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雨水径流是城市环境中氮类化合物一个重要的输出载体。高浓度的氮类化合

物释放到水体中易造成富营养化，导致水生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控制径流中含氮污染物

意义重大。由于雨水径流中的大部分氮类污染物都是溶解性的，包括过滤等物理处理方法

难以有效去除这些物质。

[0003] 生物滞留设施能有效去除雨水径流中包括氮类化合物在内的多种污染物。设施进

水中的有机氮和氨氮在下渗过程中易被介质吸附或截留得到去除。被吸附的有机氮和氨氮

在两场降雨事件之间的落干期，由于氧气的作用发生氨化和硝化而转化为硝态氮。硝态氮

只有在缺氧和碳源充足的条件下，通过反硝化作用以  N2O 或  N2的形式被去除。传统生物滞

留设施为了保证设施的含水率并为植物生长提供营养，在填料层的介质中添加了一定量的

堆肥，可为反硝化提供碳源。但是传统的生物滞留设施在降雨间歇期，介质处于好氧状态，

通常无法满足反硝化作用所需要的缺氧条件。由于介质不能有效吸附带负电荷的硝酸盐,

导致生物滞留设施出水中硝酸盐浓度经常高于进水浓度，特别是在进水中氨氮和有机氮比

较高的场合。为解决上述问题，已公开的发明专利文件（CN204803077U）提出提高出水口的

位置，创造淹水区使设施下部出现利于反硝化的厌氧环境，但这种方法使得淹没区的介质

失去水量调蓄作用，降低了设施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NO3--N去除效果也不尽满意。已公

开的发明专利文件（CN105621622A）提出在填料层下层空间中填充低透水性材料构建适合

反硝化的厌氧空间，并在下层介质添加秸秆作为碳源，这种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脱氮

效果。但是一方面秸秆等有机物C/N较低，容易对出水中氮浓度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设

施容易产生有机物淋出的现象，使得出水中COD过高。

[0004]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创新性地提出构建上层反硝化生物滞留设施的方法。只在

设施上层的填料层中添加高C/N的有机物（木屑类），利用木屑强化好氧微生物的生长，促使

上层设施在进水期和落干期中呈现厌氧好氧交替发生的状态，使得反硝化作用能在上层填

料层中发生。下层保护层可对上层介质中木屑分解的淋出物进行有效处理截留，使得设施

在有效除氮的同时，出水中COD淋出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生物滞留设施在水质控制上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是提

供一种能在水文控制效果不变的基础上，高效脱氮又能降低出水中COD浓度的强化脱氮的

生物滞留池。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

[0007] 一种强化脱氮的生物滞留池，其中：自上而下由覆盖层、填料层和保护层组成，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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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层采用黄砂、田园土和高C/N有机物混合而成，黄砂、田园土和高C/N有机物重量比为65~
87：10~30：3~5；保护层由黄砂和田园土组成，黄砂和田园土重量比为60~80：20~40；覆盖层

一侧上部设有进水管，另一侧上部设有溢流管；填料层中添加高C/N有机物，利用高C/N有机

物强化好氧微生物的生长，促使填料层在进水期和落干期中呈现厌氧好氧交替发生的状

态，使得反硝化作用能在填料层中发生；保护层对填料层中高C/N有机物分解的淋出物进行

有效处理截留，使得生物滞留池在有效除氮的同时，出水中COD淋出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

[0008] 本发明中，填料层和保护层的高度分别为350~550mm。

[0009] 本发明中，高C/N有机物以木质素或纤维素为主要成分，如木屑、刨花等。

[0010] 本发明中，对于地下水最高水位与设施底部间距小于0.6m的地区，在保护层底部

设置砾石层，砾石层底部铺设有不透水土工布，所述砾石层中铺设穿孔排水管。

[0011] 本发明中，所述砾石层高度为50~100mm，穿孔排水管的孔径为  6~12mm。

[0012] 本发明中，所述覆盖层厚度为50~100mm。

[0013] 本发明中，所述植物6采用鸢尾等。

[001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除了能够保证生物滞留设施有效削减径

流总量和峰值流量的水文功能，还能保证设施上部填料层在进水过程中呈现缺氧/厌氧状

态，对雨水径流中的氮素高效脱除，使得设施并不需要采用排水管上弯等结构也能达到很

好的脱氮效果，充分利用下方基质层的水量调蓄作用。另外，设施填料层下部的保护层可对

溶淋产生的有机物过滤截留，有效提高出水的水质。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新型脱氮生物滞留池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编号：１为覆盖层，２为填料层，３为保护层，４为砾石层，５为进水管，６为植物，７

为溢流管，８为不透水土工布，９为穿孔排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18] 实施例１：如图  1  所示，本发明的强化脱氮的雨水生物滞留池包括主体结构：覆盖

层1、填料层2、保护层3和砾石层4，雨水径流收集和排出管道：进水管5、溢流管7和穿孔出水

管9，填料层２栽种耐淹耐旱植物6（如鸢尾），砾石层４底部铺设有不透水土工布8。

[0019] 不透水表面的径流首先通过进水管5进入生物滞留池内，然后依次经过覆盖层  1、

填料层2和保护层3，在地下水最高水位与设施底部间距大于0.6m地区，出水可直接下渗补

充地下水。在地下水最高水位与设施底部间距小于0.6m地区，径流在砾石层4和不透水土工

布上8积聚，通过穿孔出水管9排放到雨水管道，也可用作市政杂用水或用作景观水体补充

水。当径流量过大时，超过渗透能力的径流可经溢流管7直接排放。

[0020] 所述填料层2由黄砂、田园土和木屑的混合组成，黄砂、田园土和木屑的重量比为

65~87：10~30：3~5。所述填料层2为植物6提供足够的水分和营养以维持其生长。所述填料层

2中所用木屑除了能提高介质含水率和作为反硝化碳源外，还能促进好氧微生物的生长，使

得填料层在进水期呈现缺氧或厌氧环境，在降雨间歇期（落干期）介质含水率降低到田间持

水度以下时呈现好氧环境。被填料层2截留的有机氮和氨氮在落干期发生氨化及硝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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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水期厌氧环境中发生反硝化作用，实现总氮的脱除。

[0021] 所述保护层3由黄砂和田园土混合组成，黄砂和田园土混合物的重量比为60~80：

20~40。在当地土壤粘粒含量小的场合可黄的用量可取小值，保证保护层3饱和渗透速率在2

~7cm/h范围即可。进水经填料层2过程中，会将填料层2淋出的小颗粒及溶解有机物带入保

护层3，所述保护层3可将这些有机物截留并降解，保证出水水质。对于地下水最高水位距设

施底部大于0.6m地区，出水可直接下渗补充地下水。

[0022] 在地下水最高水位距设施底部小于0.6m地区，所述砾石层4由直径大于穿孔排水

管9孔径的砾石组成。所述砾石直径不超过20mm，所述砾石层4的厚度为100-200mm。所述砾

石层4主要用于保护穿孔收集管9，防止其堵塞，经过渗滤的雨水由穿孔收集管9收集,  排除

生物滞留设施。

[0023] 利用该新型脱氮生物滞留池为原型构建的生物滞留柱A，在使用自来水配置的模

拟雨水径流实验中，考虑最不利情况，即总氮浓度很高且大部分为NO3
--N，平均进水总氮

7.58mg/L时，和基质未加有机物的生物滞留柱B，在下层添加木屑的生物滞留柱C和出水口

上弯式的生物滞留柱D，脱氮处理效果和出水有机物淋出浓度对比如表所示。

[0024] 表1 四种生物滞留设施脱氮效果对比（进水流速4cm/h）

[0025]

[0026]   表2 三种生物滞留设施有机物淋出平均浓度对比

[0027]

[0028]   表3 生物滞留设施填料层中ORP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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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0030] 综合表可知，强化脱氮生物滞留设施A，总氮脱除效果明显好于不加有机质的传统

生物滞留设施B和出水管上弯式生物滞留设施D。整个进水过程中，新型脱氮生物滞留设施A

填料层ORP能降到-200mV以下，而传统生物滞留设施B的ORP一直维持在600mV以上，不能达

到适合脱氮的厌氧条件。在有机物淋出方面，新型脱氮生物滞留设施A能保证出水COD维持

在较低水平，并不会出现下层无保护层的生物滞留设施C的COD浓度升高的现象。由于本发

明在同样的介质层厚度下，所有介质层都可以吸收、截留径流，设施的水文控制效果优于存

在水饱和区的出水管上弯式设施与设置低渗层造成积水层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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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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