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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

(57)摘要

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它属于

污水处理领域。它要解决解决现有渗滤池存在过

滤及除磷效果不好，结构不利用于池底生物进出

的问题。它包括：隔水层、集水层、支撑层、除磷专

用吸附填料层、砾石过滤层和植被层；所述植被

层上方的渗滤池池壁及渗滤池池壁外沿均设置

有三维植被网。本实用新型中渗滤池净化能力

强，具有收集、储存、调蓄等作用，除磷效果好，避

免初期雨水对承受水体的污染，对排水调度起到

积极作用，出水可直接排出渗入周边或者接通城

市再生水管道作为城市杂用水使用，并且维护了

坡面的粗糙程度，便于渗滤池中小动物进出，有

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处理雨

水与河流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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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

包括：隔水层(1)、集水层(2)、支撑层(3)、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砾石过滤层(5)和植被

层(6)；

所述隔水层(1)覆盖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的池壁和池底，应用雨水与河流溢

水的渗滤池的内部自下至上依次设置有集水层(2)、支撑层(3)、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

砾石过滤层(5)、植被层(6)；

所述植被层(6)上方的渗滤池池壁及渗滤池池壁外沿均设置有三维植被网(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水层

(1)为防渗透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层

(2)内铺设有水平集水管(8)，所述水平集水管(8)的外壁套设有尼龙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层

(2)的填料是粒径的8～10cm的砾石，集水层(2)的高度为20～3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层

(3)的填料是粒径的4～6cm的砾石，支撑层(3)的高度为30～5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除磷专

用吸附填料层(4)的填料是粒径的16～32mm的火山岩，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的高度为30

～50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砾石过

滤层(5)的填料是粒径的5～10mm的砾石，砾石过滤层(5)的高度为50～100c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层

(6)的覆土厚度为30～50c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维植

被网(7)的覆土厚度为10～20c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应用雨

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的垂直截面为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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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环境的改善，人们意识的不断提升，水污染治理已引起政府

极大的重视，特别是对城市流域水体的治理与管制力度更加强大。城市流域水体的污染除

了工业的污染、生活的污染外还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就是雨水及周边农田、山体径流水流

入河流造成的污染。雨水带有大量的山体泥沙、农田农药及粪便污水流入河流，大量泥沙残

留至河流中，进而造成河流的进一步污染，造成河流底泥的大量增加，夏季极易导致河流底

泥厌氧，水体的黑臭现象，河流的黑臭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目前基于环保的要

求，针对河流治理越来越得到重视。而目前对山体与农田水进入城区河流仍没有一种更好

方式来处理，甚至没有做处理，致使对河流水质造成严重的负担。目前投入使用的渗滤池普

遍存在过滤及除磷效果不好，渗滤池的侧壁结构不利用于池底生物进出，往往小动物能进

不能出，不利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渗滤池存在过滤及除磷效果不好，结构不利用

于池底生物进出的问题，而提供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

[0004] 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包括：隔水层、集水层、支撑层、除磷专用吸附

填料层、砾石过滤层和植被层；

[0005] 所述隔水层覆盖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的池壁和池底，应用雨水与河流溢

水的渗滤池的内部自下至上依次设置有集水层、支撑层、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砾石过滤

层、植被层；

[0006] 所述植被层上方的渗滤池池壁及渗滤池池壁外沿均设置有三维植被网。

[0007]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

[0008] 1、本实用新型中渗滤池设置在地下水位高的空地，利用地面低洼地水塘或地下水

池对雨水实施渗透的原理，对雨水与河流溢水进行自然收集，或者通过雨水收集管道收集

雨水经弃流截污进入渗滤池进行过滤，减轻并控制雨水带入大量污染物及泥沙进入流域而

造成的污染。

[0009] 2、本实用新型中渗滤池具有渗透面积大，能提供较大的渗水和储水容量；净化能

力强，对水质和预处理要求低，管理方便；具有渗透、调节、净化、改善景观、降低雨水管系负

荷与造价等多重功能。水体处理后可收集、储存、调蓄等作用，实现对雨水径流的高峰流量

暂存其内,待大流量下降后再从雨水收集池中将雨水慢慢地排出；这样既能规避雨水洪峰，

实现雨水循环利用，又能避免初期雨水对承受水体的污染且除磷效果好，还能对排水区域

间的排水调度起到积极作用。

[0010] 3、本实用新型中进入渗滤池的水体经过植被层进行生物净化，并且截留的土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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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可助植被生长，固定土壤、美化环境等，经过植被层的水体在重力作用下渗入砾石过

滤层，截留水中较大悬浮物与漂浮物，然后渗入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进行吸附除磷，再渗入

支撑层后进入集水层，通过平集水管收集净化后的水，可直接排出渗入周边土壤、补充地下

水、浇溉农作物或者接通城市再生水管道作为城市杂用水使用。

[0011] 4、本实用新型中三维植被网在草皮长成前对坡面进行保护，其施工简单、造价低

廉，待植物生长起来后，对坡面形成复合保护层，可经受高水位、大流速的冲刷；并且维护了

坡面的粗糙程度，便于渗滤池中小动物进出，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0012]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处理雨水与河流溢水。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中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的示意图，其中1表示隔水层，2

表示集水层，3表示支撑层，4表示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5表示砾石过滤层，6表示植被层，7

表示三维植被网，8表示水平集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不局限于以下所列举具体实施方式，还包括各具体实施方式

间的任意组合。

[0015]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所示，本实施方式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

它包括隔水层1、集水层2、支撑层3、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砾石过滤层5和植被层6；

[0016] 所述隔水层1覆盖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的池壁和池底，应用雨水与河流

溢水的渗滤池的内部自下至上依次设置有集水层2、支撑层3、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砾石

过滤层5、植被层6；

[0017] 所述植被层6上方的渗滤池池壁及渗滤池池壁外沿均设置有三维植被网7。

[0018]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渗滤池设置在地下水位高的空地。

[0019]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渗滤池的进水来自对雨水与河流溢水进行的自然收集，或者通

过雨水收集管道收集雨水经弃流截污进入渗滤池。

[0020]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渗滤池开挖后需对地面进行整平并压实。

[0021]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植被层6种植施工当地适宜生长的湿地植物。

[0022] 本实施方式中三维植被网7在坡顶外沿的部分埋于土中并压实，在坡面的部分采

用U型钢筋和U型铁钉交叉锚固。

[0023] 本实施方式中支撑层3是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砾石过滤层5、植被层6与集水层2

的桥。

[0024] 本实施方式中集水层2和支撑层3采用大粒径砾石，表面形成的生物膜可以净化水

中化学成分。

[0025] 本实施方式中设置的隔水层1与地层进行隔离，杜绝雨水中的残留污染物通过渗

透的方式污染地下水。

[0026] 本实施方式中进入渗滤池的水体经过植被层6进行生物净化，并且截留的土质、泥

质，经过植被层6的水体在重力作用下渗入砾石过滤层5，截留水中较大悬浮物与漂浮物，然

后渗入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进行吸附除磷，再渗入支撑层3后进入集水层2，通过平集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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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收集净化后的水。

[0027]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隔水层1为防渗透

布。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集水层2内铺设有

水平集水管8，所述水平集水管8的外壁套设有尼龙网。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9] 本实施方式中水平集水管8外套尼龙网可以防止碎石泥沙堵塞。

[0030] 本实施方式中水平集水管8设有出水口及阀门。

[0031]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平集水管8的出水符合城市杂用水标准。

[0032]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集水层2的填料是

粒径的8～10cm的砾石，集水层2的高度为20～30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3]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支撑层3的填料是

粒径的4～6cm的砾石，支撑层3的高度为30～50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4]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除磷专用吸附填

料层4的填料是粒径的16～32mm的火山岩，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的高度为30～50cm。其它

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5] 本实施方式中所用火山岩在低温条件下去除水体中的磷以物理吸附为主，高温条

件下以化学吸附为主，除磷效果好，不受地理条件影响。

[0036]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砾石过滤层5的填

料是粒径的5～10mm的砾石，砾石过滤层5的高度为50～100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

同。

[0037]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植被层6的覆土厚

度为30～50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8]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三维植被网7的覆

土厚度为10～20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9] 本实施方式中三维植被网7覆土后种植固土植被。

[0040]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应用雨水与河流

溢水的渗滤池的垂直截面为梯形。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41]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梯形进行下挖的垂直深度为2～2.5m，削坡角度为30°～50°。

[0042] 通过以下实施例验证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43] 实施例：

[0044] 结合图1所示，本实施例一种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它包括覆盖渗滤池坡

面至底层的隔水层1，所述隔水层1自下而上依次再设置集水层2、支撑层3、除磷专用吸附填

料层4、砾石过滤层5、植被层6；所述植被层6以上坡面至坡顶外沿设置有三维植被网7。

[0045] 本实施例中所述渗滤池设置在地下水位高的空地。

[0046] 本实施例中所述渗滤池的进水来自对雨水与河流溢水进行的自然收集，或者通过

雨水收集管道收集雨水经弃流截污进入渗滤池。

[0047] 本实施例中所述渗滤池开挖后需对地面进行整平并压实。

[0048] 本实施例中所述植被层6种植施工当地适宜生长的湿地植物。

[0049] 本实施例中三维植被网7在坡顶外沿的部分埋于土中并压实，在坡面的部分采用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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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筋和U型铁钉交叉锚固。

[0050] 本实施例中支撑层3是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砾石过滤层5、植被层6与集水层2的

桥。

[0051] 本实施例中集水层2和支撑层3采用大粒径砾石，表面形成的生物膜可以净化水中

化学成分。

[0052] 本实施例中设置的隔水层1与地层进行隔离，杜绝雨水中的残留污染物通过渗透

的方式污染地下水。

[0053] 本实施例所述隔水层1为防渗透布。

[0054] 本实施例所述集水层2内铺设有水平集水管8，所述水平集水管8的外壁套设有尼

龙网，所述水平集水管8设有出水口及阀门。

[0055] 本实施例所述集水层2的填料是粒径的8～10cm的砾石，集水层2的高度为25cm。

[0056] 本实施例所述支撑层3的填料是粒径的4～6cm的砾石，支撑层3的高度为40cm。

[0057] 本实施例所述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的填料是粒径的16～32mm的火山岩，除磷专

用吸附填料层4的高度为40cm。

[0058] 本实施例所述过滤层5的填料是粒径的5～10mm的砾石，砾石过滤层5的高度为

70cm。

[0059] 本实施例所述植被层6的覆土厚度为40cm。

[0060] 本实施例所述三维植被网7的覆土厚度为15cm；覆土后种植固土植被。

[0061] 本实施例所述应用雨水与河流溢水的渗滤池的垂直截面为梯形；所述梯形进行下

挖的垂直深度为2～2.5m，削坡角度为30°～50°。

[0062] 本实施例中进入渗滤池的水体经过植被层6进行生物净化，并且截留的土质、泥

质，经过植被层6的水体在重力作用下渗入砾石过滤层5，截留水中较大悬浮物与漂浮物，然

后渗入除磷专用吸附填料层4进行吸附除磷，再渗入支撑层3后进入集水层2，通过平集水管

8收集净化后的水，出水经检测符合城市杂用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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