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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以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

装置，其旨在通过该装置对梯田排水沟中的污水

进行处理来降低水中N、P浓度和有机农药浓度，

使梯田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治理。该装置包含排水

沟过滤装置，顶部处理层、中部处理层、底部处理

层、多功能处理球和用于装置固定的基座。顶部

处理层、中部处理层和底部处理层这三个区域都

填充有多功能处理球在底板，且通过水过滤通道

组合为一体。污水通过排水沟过滤后从顶部的入

水口进入处理装置，依次经过顶部、中部和底部

三个区域的处理，每个区域由于结构设计可以使

污水停留更长时间来得到充分的处理，最后从底

部的排水口排入下一级梯田供水。如此循环往

复，有利于梯田的供水和节水，处理了梯田的面

源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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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排水沟过滤装置（16），顶部

处理层（2）、中部处理层（3）和底部处理层（4），所述的顶部处理层（2）、中部处理层（3）和底

部处理层（4）内部分别设有过滤通道（7）、多功能处理球（8）和多孔底板（9），顶部处理层

（2）、中部处理层（3）和底部处理层（4）分别设有进水口和出水口，上层的出水口与下层的进

水口相连，顶部处理层（2）、中部处理层（3）和底部处理层（4）通过水过滤通道连接处（10）组

合在一起，顶部处理层（2）的进水口（1）为整个装置的进水口，将经过排水沟过滤装置（16）

的  水引入处理装置，底部处理层（4）的出水口（5）为整个装置的出水口，将被处理装置处理

过的水排入梯田；所述的多功能处理球（8）的最内部填充活性氧化铝和硅胶（21），活性氧化

铝和硅胶（21）外部填充沙砾活性炭（23），沙砾活性炭（23）外部填充有生物球（20）并由多孔

塑料（19）包裹；多孔塑料（19）上设有孔（22），所述的多功能处理球（8）填充在多孔底板（9）

上；

所述的多孔底板（9）的侧壁上层和顶部为过滤网（24），多孔底板（9）的侧壁下层为塑料

挡板（25）；

所述的过滤通道（7）的过滤网上附着有多功能处理球（8）、沙砾和活性炭；

所述的顶部处理层（2）、中部处理层（3）和底部处理层（4）能解除水过滤通道连接处

（10）连接拆分成单独的三部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孔

（22）的直径为5.00mm‑1.0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

功能处理球（8）的直径为0.04‑0.08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适

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通过固定装置固定在梯田上，固定装置包括2个相互垂直的

基座（13）和垂直于2个基座的固定柱（14），固定柱（14）焊接在基座（13）上，固定柱（14）的另

一端插入自然土壤（1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

座（13）高于地面0.15‑0.25m，使得底部处理层（4）的出水口（5）高于地面0.15‑0.25m。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

定柱（14）为长1.00‑1.20m直径为0.04‑0.06m的圆柱，最下端设有四个相互垂直小铁柱，小

铁柱长0.05‑0.1.m直径为0.03‑0.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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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属于农田污染控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农田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众多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其贡献率超过了来自城

市生活污水和工业的点源污染，农田面源所引发的水污染将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

战之一，由农田排水而产生的农田面源污染物比较复杂，随施入化肥、农药的种类而变化，

但一般主要以氮、磷、有机物以及农药残留物为主。有效控制农田面源污染中氮、磷浓度是

降低农田面源污染受纳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的关键措施，同时也是农田面源污染控制研究方

面的重要内容。

[0003] 在我国西南和南方地区有广大的梯田种植区，梯田由于其独特的不连续性、单片

面积较小性和高度落差性使其与平原农田有很大的不同，也使得目前已有的农田面源污染

控制技术：人工湿地技术、滨岸缓冲带控制技术、生态渠道净化技术等很多农田面源污染控

制技术不再适用，现有面源污染控制技术很难实用在我国广大的梯田种植区。

[0004] 目前，治理普通的农田面源污染的方法与装置有很多，但是，适用于治理梯田的面

源污染装置则少之又少。本发明正是基于这一情况下，提出一种安装简单、使用简单、占低

面积小、处理效率高且适用于理治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来解决我国广大的梯田生产区域面

源污染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

装置，做到安装简单、使用简单、占低面积小的同时，来实现高效的、综合的处理梯田面源污

染问题的目的。

[0006]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其特

征在于：包括排水沟过滤装置，顶部处理层、中部处理层和底部处理层，所述的顶部处理层、

中部处理层和底部处理层内部分别设有过滤通道、多功能处理球和多孔底板，顶部处理层、

中部处理层和底部处理层分别设有进水口和出水口，上层的出水口与下层的进水口相连，

顶部处理层、中部处理层和底部处理层通过水过滤通道连接处组合在一起，顶部处理层的

进水口为整个装置的进水口，将经过排水沟过滤装置水引入处理装置，底部处理层的出水

口为整个装置的出水口，将被处理装置处理过的水排入梯田。

[0007] 所述的多功能处理球的最内部填充活性氧化铝和硅胶，活性氧化铝和硅胶外部填

充沙砾活性炭，沙砾活性炭外部填充有生物球并由多孔塑料包裹；多孔塑料上设有孔，所述

的多功能处理球填充在多孔底板上。

[0008] 所述的孔的直径为5.00mm‑1.00cm。

[0009] 所述的多功能处理球的直径为0.04‑0.08m。

[0010] 所述的多孔底板的侧壁上层和顶部为过滤网，多孔底板的侧壁下层为塑料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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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过滤通道的过滤网上附着有多功能处理球、沙砾和活性炭。

[0012] 所述的顶部处理层、中部处理层和底部处理层能解除水过滤通道连接处连接拆分

成单独的三部分。

[0013] 所述的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通过固定装置的固定在梯田上，固定装置

包括由2个相互垂直的基座和垂直于2个基座的固定柱，固定柱，焊接在基座上，固定柱的另

一端插入自然土壤。

[0014] 所述的基座高于地面0 .15‑0 .25m，使得底部处理层的出水口高于地面0 .15‑

0.25m。

[0015] 所述的固定柱为长1.00‑1.20m直径为0.04‑0.06m的圆柱，最下端设有四个相互垂

直小铁柱，小铁柱长0.05‑0.1.m直径为0.03‑0.05m。

[0016] 工作时，当排水沟中的水通过排水沟过滤装置过滤进入顶部处理层的进水口后，

由于底板多孔（多功能处理球也是多孔结构）和三个水过滤通道的部分阻拦效果，会使水体

流速极大减小来增长处理时间，但顶部处理层处理完成后，水便会通过水过滤通道进入中

部处理层继续进行处理，最后经过底部处理层处理后排放进入下一级梯田供水。如此循环

往复，从而实现了安装简单、使用简单、占地面积小、处理效率高且适用于梯田的目的，同

时，还可以实现对梯田的供水和节水效果。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构造了多功能处理球，解决了以往处理效果单一的问题，使

其可以实现小面积多功能的效果；装置整体体积小，稳定性好，综合处理效率高，适合我国

广大的梯田生产区域；分区域处理，不仅处理效果好，而且使得维护简单，操作简单；填料多

样化，与以往处理装置相比，该装置的吸附材料更多元化，可以吸附水体中带正、负电荷的

污染物，使得处理效果更好；占地面积小，占用的绝大部分是排水沟和无法种植作物的墙

体；每个区域分为三部分和水过滤通道的设置，使水流速度极大减小，使水在装置中停留时

间更长，增加了处理时间；装置可以一体化生产，不用在梯田开展工程，不仅节约了土地，而

且使得装置安装简单，便于移动；装置可以向梯田反向供水且节约了梯田用水，该装置处理

水排放进入下一级梯田，使得水可以循环利用，减少了梯田引水量，节约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根据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顶部处理层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中部处理层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的底部处理层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的固定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发明的在梯田中位置的示意图；

[0025] 图7是本发明的多功能处理球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是本发明的水过滤通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是本发明的底板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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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到图9所示的一种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排水

沟过滤装置16，顶部处理层2、中部处理层3和底部处理层4，所述的顶部处理层2、中部处理

层3和底部处理层4内部分别设有过滤通道7、多功能处理球8和多孔底板9，顶部处理层2、中

部处理层3和底部处理层4分别设有进水口和出水口，上层的出水口与下层的进水口相连，

顶部处理层2、中部处理层3和底部处理层4通过水过滤通道连接处10组合在一起，顶部处理

层2的进水口1为整个装置的进水口，将经过排水沟过滤装置16水引入处理装置，底部处理

层4的出水口5为整个装置的出水口，将被处理装置处理过的水排入梯田。

[0029] 所述的多功能处理球8的最内部填充活性氧化铝和硅胶21，活性氧化铝和硅胶21

外部填充沙砾活性炭23，沙砾活性炭23外部填充有生物球20并由多孔塑料19包裹；多孔塑

料19上设有孔22，所述的多功能处理球8填充在多孔底板9上。

[0030] 所述的孔22的直径为5.00mm‑1.00cm。

[0031] 所述的多功能处理球8的直径为0.04‑0.08m。

[0032] 所述的多孔底板9的侧壁上层和顶部为过滤网24，多孔底板9的侧壁下层为塑料挡

板25。

[0033] 所述的过滤通道7的过滤网上附着有多功能处理球8、沙砾和活性炭。

[0034] 所述的顶部处理层2、中部处理层3和底部处理层4能解除水过滤通道连接处10连

接拆分成单独的三部分。

[0035] 所述的适用于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装置通过固定装置的固定在梯田上，固定装置

包括由2个相互垂直的基座13和垂直于2个基座的固定柱14，固定柱14，焊接在基座13上，固

定柱14的另一端插入自然土壤15。

[0036] 所述的基座13高于地面0.15‑0.25m，使得底部处理层4的出水口5高于地面0.15‑

0.25m。

[0037] 所述的固定柱14为长1.00‑1.20m直径为0.04‑0.06m的圆柱，最下端设有四个相互

垂直小铁柱，小铁柱长0.05‑0.1.m直径为0.03‑0.05m。

[0038] 将装置通过基座13固定在贴近上、下两级梯田的墙壁后便可以进行工作。工作时，

当排水沟中的水通过排水沟过滤装置16过滤进入顶部处理层2的进水口后，由于多孔底板9

和三个水过滤通道7的部分阻拦效果，会使水体流速极大减小来增长处理时间，但顶部处理

层2处理完成后，水便会通过水过滤通道7进入中部处理层3继续进行处理，最后经过底部处

理层4处理后排放进入下一级梯田供水。

[0039] 如此循环往复，从而实现了安装简单、使用简单、占地面积小、处理效率高且适用

于梯田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对梯田的供水和节水效果。

[0040] 水处理过程，污水通过排水沟中设置的排水沟过滤装置16的初次过滤后通过进水

口2进入装置顶部处理层2，顶部处理层分为3部分，每部分的单板都有一部分随过滤通道7

和多功能处理球8进入装置顶部处理层的水中的氮、磷、有机物以及农药残留物经过多孔底

板9的多功能处理球8吸附和利用后浓度会有一定的降低。当水将这个顶部处理层填充满后

便会通过水过滤通道连接处10进入中部处理层3，同样，经过顶部处理层2的水会在中部处

理层3经历同样的处理过程，在中部停留时间更长，处理效果更好，在经过中部处理层的处

理后，水中的氮、磷、有机物以及农药残留物浓度会有显著的降低，之后，水会通过中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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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水过滤连接通道10进入底部处理层4进行最后的处理过程，与上述2个层的处理方式相

同，最后通过出水口11排入梯田进行反向供水过程。

[0041] 更换材料过程，当装置工作一段时间后半年至一年，如果需要更换材料，填充的有

多功能材料球8的多孔底板9和水过滤通道7，只需要将装置拆分为上、中、下三层，然后分别

取下多孔底板9和水过滤通道7更换，多孔底板9可以取下。更换后再将其通过水过滤通道连

接处10组合便可以继续进行工作。如此循环往复便可以达到在治理梯田面源污染的同时对

梯田进行反向供水和节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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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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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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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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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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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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