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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
收集处理系统，
包括污水排口管、
收集检查井、
一
体化污水处理装置、
岸坡复合人工湿地和污水排
放管 ，污水排口管的排污口与收集检查井相连
通，
岸坡复合人工湿地设置在收集检查井的顶部
斜坡，
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设置在河道斜坡的顶
部一侧，
收集检查井的出水管与一体化污水处理
装置相连通，
再通过管道与岸坡复合人工湿地相
连接，
岸坡复合人工湿地的出水收集器与污水排
放管相连通。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黑臭河道侧坡排
口附近，
利用斜坡，
建立地下或半地下式的一体
化污水处理装置及岸坡复合人工湿地，
将排口污
水导入并进行有效处理，
大大降低了有机物、悬
浮物及氮磷浓度，
对黑臭河道治理及生态修复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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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污水排口管(1)、
收集检
查井(2)、
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3)、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和污水排放管(5)，
所述污水排口
管(1)的排污口与收集检查井(2)的进水管(21)相连通，
所述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设置在
收集检查井(2)的顶部斜坡，
所述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3)设置在河道斜坡靠近岸坡复合人
工湿地(4)的顶部一侧，
所述收集检查井(2)的出水管(22)与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3)的缺
氧池(31)相连通，
所述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3)的清水池(34)通过管道与岸坡复合人工湿
地(4)的防堵塞进水分布器(41)相连接，
所述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的出水收集器(43)与污
水排放管(5)相连通。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一
体化污水处理装置(3)包括缺氧池(31) 、好氧池(32) 、沉淀池(33) 、清水池(34) 、污泥池
(35)、
风机房(36) ，
所述缺氧池(31)、
好氧池(32)、
沉淀池(33)、清水池(34)、
风机房(36)依
次连接在一起，
所述污泥池(35)设置在清水池(34)的一侧，
污水按照停留时间依次进入好
氧池(32)、
沉淀池(33)、清水池(34)后，
按重力流入人工湿地防堵塞进水分布器(41) ，
沉淀
池(33)中的沉淀污泥在重力作用下进入污泥池(35)进行沉淀压缩。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污
泥池(35)通过污泥回流泵将污泥池(35)中的污泥提升至缺氧池(31)进行系统内回流，
确保
系统内保持污泥的浓度。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风
机房(36)中的风机用于为缺氧池(31)和好氧池(32)进行曝气充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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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直到目前，
尚有众多地区因暂无(或不具备)截污纳管条件的城市污水就近直接排
入河道等水域，
是造成黑臭河不断恶化及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为此，
在全国性整治黑臭河
道的时候，
首先应对此类分散点源污水进行有效收集和处理，
使其达到一定的排放标准(或
受纳水体可承受的负荷)后，
直接排入受纳水体，
从而有效降低河道的污染负荷，
使其逐渐
消除黑臭，
恢复河道功能及水体生态。
同时，
这类就近收集处理设施的建设须综合考虑当地
的地形地貌特征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
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视觉障碍，
并有效改善其景
观效果。为此，
本实用新型提出利用河道侧坡(而不是岸上)的自然条件，
在不影响规划及景
观效果的条件下，
针对排口状况，
建立截流收集和处理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系统，
通过在黑臭
河道侧坡排口附近，
利用斜坡，
建立地下或半地下式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
将排口污水导
入并进行有效处理。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系统，
包括污水排口管、
收集检查井、
一体化污
水处理装置、岸坡复合人工湿地和污水排放管，
所述污水排口管的排污口与收集检查井的
进水管相连通，
所述岸坡复合人工湿地设置在收集检查井的顶部斜坡，
所述一体化污水处
理装置设置在河道斜坡靠近岸坡复合人工湿地的顶部一侧，
所述收集检查井的出水管与一
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的缺氧池相连通，
所述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的清水池通过管道与岸坡复
合人工湿地的防堵塞进水分布器相连接，
所述岸坡复合人工湿地的出水收集器与污水排放
管相连通。
[0006] 上述方案中，
所述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包括缺氧池、
好氧池、
沉淀池、
清水池、
污泥
池、
风机房，
所述缺氧池、
好氧池、
沉淀池、
清水池、
风机房依次连接在一起，
所述污泥池设置
在清水池的一侧，
污水按照停留时间依次进入好氧池、沉淀池、清水池后，
按重力流流入人
工湿地防堵塞进水分布器，
沉淀池中的沉淀污泥在重力作用下进入污泥池进行沉淀压缩。
[0007] 上述方案中，
所述污泥池通过污泥回流泵将污泥池中的污泥提升至缺氧池进行系
统内回流，
确保系统内保持污泥的浓度。
[0008] 上述方案中，
所述风机房中的风机用于为缺氧池和好氧池进行曝气充氧。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通过在黑臭河道侧坡排口附近，
利用
斜坡，
建立地下或半地下式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及岸坡复合人工湿地，
将排口污水导入
并进行有效处理，
大大降低了有机物、
悬浮物及氮磷浓度，
能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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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
对黑臭河道治理及生态修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系统流程图；
[0011] 图2为建设前排污口的结构简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后排污口的结构简图；
[0013]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收集检查井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的系统流程框架图；
[0017]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岸坡复合人工湿地结构框架图；
[0018] 图9为本实用新型中防堵塞进水分布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10为本实用新型中强化除磷脱氮槽结构示意图；
[0020] 图11为本实用新型中出水收集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
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2] 如图1-3所示，
一种用于河道污水排口的收集处理系统，
包括污水排口管1、
收集检
查井2、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3、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和污水排放管5。所述污水排口管1的排
污口与收集检查井2的进水管21相连通，
所述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设置在收集检查井2的顶
部斜坡，
所述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3设置在河道斜坡靠近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的顶部一侧，
所述收集检查井2的出水管22与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3的缺氧池31相连通，
所述一体化污水
处理装置3的清水池34通过管道与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的防堵塞进水分布器41相连接，
所述
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的出水收集器43与污水排放管5相连通。
[0023] 首先，
在排口处建设一座具有相应尺寸的收集检查井2，
将污水排口管1的污水截
流并引入其中，
此收集检查井2兼具污水的水量、水质调节及悬浮物的沉淀功能；
此收集检
查井2采用与发明人曾申请的一项国家发明专利(申请号：
CN201210204241 .9)中的调压检
查井相同的设计方案，
其断面形式见图4。该收集检查井2包括收集检查井井体20，
以及连接
于收集检查井井体20井壁上的进水管21、
出水管22和溢流装置23、
24，
所述出水管22位于收
集检查井井体20的中部，
进水管21和溢流装置23、
24位于收集检查井井体20的上部，
且溢流
装置23、
24位置在进水管21之上。所述进水管21设有导流装置25，
所述出水管22与一体化污
水处理系统3连接，
处理后的污水排入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收集检查井2设置的溢流装置
23、24主要用于在洪水期一旦有雨水进入而至流量过大，
以致超过处理系统提升泵能力时
及时调节、
溢流，
避免将收集检查井2淹没，
破坏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0024] 在此收集检查井2及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之上的斜坡处建设半地下式一体化污水
处理系统3，
具体组成见图3。
[0025] 如图5-7所示，
所述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3由缺氧池31、好氧池32、沉淀池33、清水
池34、污泥池35、风机房36六部分及进水泵、污泥回流泵等组成。缺氧池31通过缺氧微生物
的作用，
对污水中的有机悬浮物进行水解酸化，
使有机固形物转变为溶解性有机物，
对大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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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机物进行水解酸化，
改变分子结构，
使其转化为简单的小分子有机物，
同时，
可对污水
进行反硝化反应，
提高脱氮效果；
好氧池32在一定的溶解氧条件下，
通过好氧微生物的同
化、
异化作用，
使有机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及水，
消除污染；
沉淀池33通过多种沉淀方式，
使悬
浮物得到沉淀分离；
清水池34对处理过的污水进行收集静置，
等待排出；
污泥池35对沉淀污
泥进行收集静置，
等待排出；
风机房36中的风机是为曝气供氧用的供气设备，
风机房则是作
为放置风机等设备的空间。
[0026] 通常，
进水泵采用潜污泵，
直接安装于收集检查井内，
通过自动控制系统，
将收集
检查井内经过初步沉淀的上清液泵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缺氧池31的进口段。其后，
污水
按照一定的停留时间依次进入好氧池32、
沉淀池33、
清水池34后，
按重力流流入人工湿地防
堵塞进水分布器41。沉淀池33中的沉淀污泥在重力作用下进入污泥池35进一步进行沉淀压
缩。
[0027]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启动阶段，
通过污泥回流泵将污泥池35中的污泥提升至缺氧
池31进行系统内回流，
确保系统内保持一定的污泥浓度，
平日，
可通过污泥回流达到对污泥
进行水解和污泥的减量化。经过数月或更长时间的运行，
将沉淀池35中的部分老化的剩余
污泥及收集检查井2内的沉淀污泥一并排出运送至污泥弃置厂另行处置，
这样，
可充分保持
系统污泥的活性和降解能力。好氧池32借助风机房中安装的风机进行鼓风曝气，
使好氧池
32内保持一定的溶解氧水平，
可提高全系统的处理能力与效果。通过污泥混合液的回流，
还
可有效提高系统的脱氮效果。污泥泵通常也一并安装于风机房36内，
便于管理和定期进行
检修。
[0028] 在收集检查井2之上，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3之下的斜坡上就地取平建设半地下式
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这样设计的目的是，
经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3处理过的出水可按重力
流直接流入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的防堵塞进水分布器41，
而不需要再行进行提升，
可有效降
低能耗。
[0029] 此 岸 坡 复 合 人 工 湿 地 4 采 用 了 发 明 人 的 一 项 授 权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号 ：
CN201210257879 .9)中的人工湿地处理段，
[0030] 如图8所示，
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包括防堵塞进水分布器41、
强化除磷脱氮槽42及
出水收集器43。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3的处理出水重力流进入防堵塞进水分布器41，
均匀喷
洒于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内，
进一步提高DO和降低人工湿地进水的SS，
经人工湿地本体及强
化除磷脱氮槽42的处理，
稳定并提高人工湿地对有机物及氮、
磷等营养物质的去除效果，
最
后，
经出水收集器43收集后通过污水排放管5排入所在河道。
[0031] 如图9所示，
防堵塞进水分布器41包括穿孔管411、防冲击挡板412、集水沉淀槽
413、
格栅414、
砾石区415、
多孔布水花墙416六部分。在集水沉淀槽413进水面的上部设有穿
孔管411，
在集水沉淀槽413中正对着穿孔管411的进口处设有防冲击挡板412，
在集水沉淀
槽413出水面的上部设有格栅414，
并与位于集水沉淀槽413旁的砾石区415的进水面连通，
砾石区415的出水面设有多孔布水花墙416，
多孔布水花墙416的外面为本分布器的出水面。
穿孔管411外表面的上、
下两侧交错设有通孔。在集水沉淀槽413底部设有污泥排放管4131。
污水通过穿孔管411，
经防冲击挡板412阻隔后进入集水沉淀槽413，
再经过格栅414进入湿
地前部的砾石区415，
最后经多孔布水花墙416均匀分布后进入湿地本体。
[0032] 如图10所示，
强化除磷脱氮槽42包括防渗底板421，
穿孔隔板422，
曝气器423，
除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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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料424。其底部为槽底防渗底板421，
两侧为进、
出水穿孔隔板422，
在槽底防渗底板421上
设有曝气器423，
除磷填料424填充于强化除磷脱氮槽中。在槽内布设微孔或穿孔管曝气器，
对流经的污废水425进行再补氧，
使在全湿地系统形成多个A/O和硝化/反硝化链，
强化脱氮
效果和难降解有机物的去除效果；
曝气器423为微孔或穿孔管曝气器，
为避免受填料撞击 ,
曝气器423上部设固体网架构件。所述的除磷填料424粒径为20～50mm，
为具有高吸附性能
和高反应活性的富含钙、
铁、
镁等离子的材料。
[0033] 如图11所示，
人工湿地出水收集器43包括穿孔布水花墙431，
笛形管集水装置432，
集中出水收集装置433，
砾石缓冲区434、
集水槽435。其中，
砾石缓冲区434的进水端为本收
集器的进水端，
在该端设有穿孔布水花墙431，
穿孔布水花墙431随湿地宽度而设置，
自上而
下均匀打孔，
对湿地出水进行控制，
保证来流均匀分布；
在砾石缓冲区434的出水侧设置笛
形收集管432，用于收集砾石缓冲区434出水，
集水槽435的出水端设有集中出水收集装置
433。
[0034] 实施时应根据污水排口管1的污水排放的水量、
水质条件及河道岸坡的地形、
地貌
特征，
确定各段处理设施的规模和大小，
确定处理设施的位置、布置方式及各段高程，
进行
划线定位；
收集检查井2及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的建设包括岸坡地基基础的处理，
对特定地
质条件，
还须进行支付加固等工程措施处理，
可采用浇筑混凝土挡墙6来支撑固定岸坡复合
人工湿地4的位置；
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的建设是在地基基础处理的基础上，
进行底部及周
边定模浇筑和底部防渗处理，
填料分级填充、微生物预接种、管道连接及湿地植物栽植等。
在完成收集检查井2及岸坡复合人工湿地4建设后，
接通流程管道、
水泵、
风机、
阀门及电路，
将污水排口管1的污水引入到系统，
并进行全系统设备及水质调试、微生物的培养与驯化；
本系统需要进行长期跟踪管理、
维护与水质检测。
[0035]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
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
一步详细说明 ,所应理解的是，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并不用于限定本
实用新型保护范围，
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
改进
等，
均应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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