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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

处理池，包括多个交替分布的下行垂直流处理池

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通过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

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形成阶梯式水位差；所述下行

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内设有填料

层，所述填料层底部设有排水管，所述填料层上

方设有生态种植层。本实用新型采用下行垂直流

和上行垂直流相互组合，并且设计多段湿地处理

池为阶梯式以形成水位差，污水在这个系统中无

需动力，只依靠池中的梯级水位差即可推动水流

前进，同时湿地沿程形成好氧、缺氧、厌氧的多功

能区，多种微生物共同作用，极大的提高了污水

中氮、磷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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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其特征是，包括多个交替分布的下行垂直流处理池

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通过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形成阶梯式水位差；所

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内设有填料层，所述填料层底部设有排水管，所

述填料层上方设有生态种植层；所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与下游相邻的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底

之间的排水管相连通，所述上行垂直流处理池与下游相邻的下行垂直流处理池之间的排水

管不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其特征是，所述下行垂直流处

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通过不同高度的梯级分隔墙分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其特征是，所述下行垂直流处

理池与下游相邻的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底之间的梯级分隔墙底部预留排水管道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其特征是，所述填料层从上至

下依次包括蓄水层、介质土层、无纺布层、碎石垫层、复合土工膜层、灰土层和素土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其特征是，所述碎石垫层设有

多层，所述碎石垫层的厚度从下至上依次递增，碎石粒径大小从下至上也依次递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其特征是，所述下行垂直流处

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的池壁表面也设有复合土工膜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其特征是，所述排水管为PVC

管，所述排水管上设有多个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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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属于水体修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内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发展快速，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使得我国湖泊水

体中富营养化状况不断严重。为解决上述问题，水体修复技术“人工湿地”被提出并得以应

用，其中人工湿地根据水流特性分为表面流和潜流，潜流又分为水平流和垂直流。表面流湿

地系统虽然建设成本较低，运行简单，但是净化效果较差，实际应用不多。水平流或垂直流

人工湿地相对于表面流人工湿地净化效果好，但是控制与运行相对复杂，系统内的氧气有

限，对氮、磷的去除效果不是很理想。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梯级多段潜流

人工湿地处理池，采用下行垂直流和上行垂直流相互组合，并且设计多段湿地处理池为阶

梯式以形成水位差，污水在这个系统中无需动力，只依靠池中的梯级水位差即可推动水流

前进，将多种潜流类型与高度差及多种水力流动方式复合成一体，同时湿地沿程形成好氧、

缺氧、厌氧的多功能区，多种微生物共同作用，极大的提高了污水中氮、磷的去除效果。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其特

征是，包括多个交替分布的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通过下行垂直流处理

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形成阶梯式水位差；所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内

设有填料层，所述填料层底部设有排水管，所述填料层上方设有生态种植层；所述下行垂直

流处理池与下游相邻的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底之间的排水管相连通，所述上行垂直流处理池

与下游相邻的下行垂直流处理池之间的排水管不连通。

[0005] 优选地，所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通过不同高度的梯级分隔墙

分隔。

[0006] 优选地，所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与下游相邻的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底之间的梯级分

隔墙底部预留排水管道孔。

[0007] 优选地，所述填料层从上至下依次包括蓄水层、介质土层、无纺布层、碎石垫层、复

合土工膜层、灰土层和素土层。

[0008] 优选地，所述碎石垫层设有多层，所述碎石垫层的厚度从下至上依次递增，碎石粒

径大小从下至上也依次递增。

[0009] 优选地，所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的池壁表面也设有复合土工

膜层。

[0010] 优选地，所述排水管为PVC管，所述排水管上设有多个圆孔。

[0011]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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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池体地基处理：池体开挖，开挖完成后进行基底的清理，清除浮碴杂物,  铺设灰土

并夯实；

[0013] 池壁及梯级分隔墙施工：池壁采用混凝土浇筑；在池体内采用砖砌成不同高度的

梯级分隔墙，将池体分隔成多个交替分布的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

[0014] 池体防渗膜铺设：池壁表面和池体底部灰土层上方均铺设复合土工膜；

[0015] 排水管道铺设：在池体底部复合土工膜层上方铺设排水管道，在管道上均匀钻孔；

其中，下行垂直流处理池与下游相邻的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底之间的排水管相连通，上行垂

直流处理池与下游相邻的下行垂直流处理池之间的排水管不连通；

[0016] 级配碎石回填：在排水管道上均匀铺设多层不同粒径、不同厚度的碎石填料；

[0017] 介质土施工：在碎石填料上铺设无纺布，在无纺布上铺设介质土层；

[0018] 生态种植：在介质土层上铺设蓄水层，在蓄水层上种植水生植物。

[0019] 优选地，所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与下游相邻的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底之间的梯级分

隔墙底部预留排水管道孔。

[0020] 优选地，所述碎石垫层的厚度从下至上依次递增，碎石粒径大小从下至上也依次

递增。

[0021] 优选地，所述介质土层包括椰糠、活性氧化铝、河沙、火山沙，各组分的质量比为2：

1：7：2。

[0022] 本实用新型所达到的有益效果：

[0023] （1）突破传统单一湿地类型，采用下行垂直流和上行垂直流相互组合，并且设计多

段湿地处理池为阶梯式以形成水位差，污水在这个系统中无需动力，只依靠池中的梯级水

位差即可推动水流前进，节约了能源，将多种潜流类型与高度差及多种水力流动方式复合

成一体。

[0024] （2）梯级多段潜流具有独有的多流向复合水流方式，使湿地沿程形成好氧（填料层

上部蓄水层）、缺氧（填料层中部介质土层）、厌氧（填料层底部碎石垫层）的多功能区，多种

微生物共同作用，能极大的提高氮、磷的去除效果。

[0025] （3）给水均匀，水流不易短路，复氧条件好，能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悬浮物、有机污染

物，同时水生植物根系对氮、磷去除效果较稳定。

[0026] （4）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与传统的单一湿地相比，具有成本低、维护与运

行简单、环境卫生、出水水质好等优点，适于工业污染、景观水体、引用水源和暴雨径流等污

水的处理。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9] 如图1所示，一种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包括三个交替分布的下行垂直流

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所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通过不同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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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级分隔墙分隔。所述梯级分隔墙将池体分隔成三个处理池，其中，第一处理池1为下行垂

直流处理池，第二处理池2为上行垂直流处理池，第三理池3为下行垂直流处理池。从所述第

一处理池1至第三处理池3共四段梯级分隔墙，第一梯级分隔墙4和第二梯级分隔墙5高度为

2.5m，第三梯级分隔墙6高度为1.7m，第四梯级分隔墙7高度为1m，其中第二梯级分隔5墙底

部预留排水管道孔，使第一处理池1和第二处理池2之间的排水管16相连通。

[0030] 所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内设有填料层，所述填料层上方设有

生态种植层8。  所述填料层从上至下依次包括蓄水层9、介质土层10、无纺布层11、碎石垫层

12、复合土工膜层13、灰土层14和素土层15。所述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和上行垂直流处理池的

池壁表面也设有复合土工膜层13。所述碎石垫层12设有三层，所述三层碎石垫层的厚度从

下至上分别为300  mm、400  mm、500  mm，碎石粒径从下至上分别为4～8mm、8～16  mm、16～32 

mm。所述介质土层包括椰糠、活性氧化铝、河沙、火山沙，各组分的质量比为2：1：7：2。

[0031] 所述填料层底部设有排水管16，所述排水管16为PVC管，所述排水管16上设有多个

孔径为0.6cm的圆孔，孔距为5cm。所述第一处理池1和第二处理池2之间的排水管16相连通，

所述第二处理池2和第三处理池3之间的排水管16不连通。

[0032] 一种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的施工方法，包括：

[0033] （1）池体地基处理：池体开挖，开挖完成后进行基底的清理，清除浮碴杂物,  铺设

灰土并夯实，灰土厚度为100mm  ，灰土由熟石灰和素土按体积比3：7混合而成。

[0034] （2）池壁及梯级分隔墙施工：池壁采用混凝土浇筑；在池体内采用砖砌成不同高度

的梯级分隔墙，将池体分隔成三个处理池；具体施工方法为：将池体分隔成三个处理池，从

第一处理池至第三处理池共四段梯级分隔墙，第一、二段高度为2.5m，第三段高度为1.7m，

第四段高度为1m，其中第二段梯级分隔墙底部砌筑时预留排水管道孔。

[0035] （3）池体防渗膜铺设：池壁表面和池体底部灰土层上方均铺设复合土工膜。复合土

工膜铺设分底面铺设、池壁铺设两个部分。先沿底面轴线方向水平滚铺。池壁铺设在地基验

收合格后，从单元的一端向另一端滚铺，与底面的复合土工膜连接采用丁字形连接。铺设应

在干燥天气进行，同时为了便于拼接，防止应力集中，铺设采用波浪形松驰方式，富余度约

为5%，摊开后及时拉平，要求膜与池壁吻合平整无褶皱。

[0036] （4）排水管道铺设：在池体底部复合土工膜层上方铺设排水管道，在管道上均匀钻

孔。

[0037] （5）级配碎石回填：在排水管道上均匀铺设多层不同粒径、不同厚度的碎石填料；

所述级配碎石回填的具体方法为：所述碎石填料设有三层，厚度从下至上分别为300  mm、

400  mm、500  mm，碎石粒径从下至上分别为4～8mm、8～16  mm、16～32  mm。碎石填料施工前，

先将防渗材料上部覆盖20mm细砂保护层，第一层碎石施工时最大落差不得大于30cm，以防

止碎石在膜上滚动损坏防渗材料。下层碎石填料铺设排水管道时，管道底要高于第一层碎

石底部50mm。

[0038] （6）介质土施工：在碎石填料上铺设无纺布，为了防止介质土湿陷于碎石中。在无

纺布上铺设介质土层；所述介质土层包括椰糠、活性氧化铝、河沙、火山沙，各组分的质量比

为2：1：7：2。所用椰糠是椰子外壳加工成的天然纤维粉末。介质土成本低、对环境无不良影

响，可适应多种植物的生长需要。同时团粒结构稳定，具有良好的保湿能力，并且对污染物

有相当的去除功能。介质土铺设厚度为800mm，填料由外围向内施工，材料由机械运输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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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臂单斗挖掘机配合人工进行均匀铺设。

[0039] （7）生态种植：在介质土层上铺设蓄水层，在蓄水层上种植水生植物。栽植根苗行

距约为20m，栽植的深度以保持主芽接近泥面，同时灌水1-3cm。裸根苗必须当天种植。起苗

开始暴露时间不宜超过8h，当日不能种植时，根部喷水。本实用新型选配的美人蕉和黄菖蒲

均为湿生植物种，其中美人蕉属为多年生根茎类草本植物，喜温暖湿润。黄菖蒲耐寒耐旱，

喜日照充足，空气流通，排水良好避风的环境。这两种植物在高浓度污水中生长快，可以大

量吸收氮、磷。同时根系附件形成根际微生态系统，加速污染物的降解、固结等理化反应的

发生。

[0040] 本实用新型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包含两个下行流和一个上行流处理单

元，设计三个处理单元形成梯级，污水在这个系统中无需动力，只依靠池中的梯级水位差即

可推动水流前进，节约了能源。

[0041] 污水首先经过第一处理池（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向下流动并穿过填料层，在底部汇

集后经排水管水平流入第二处理池（上行垂直流处理池），在池中污水上行流过填料层，通

过溢流进入第三处理池（下行垂直流处理池），向下流动并穿过填料层，在底部通过排水管

汇集后排入河道。

[0042] 梯级多段潜流具有独有的多流向复合水流方式，使湿地沿程形成好氧（填料层上

部蓄水层）、缺氧（填料层中部介质土层）、厌氧（填料层底部碎石垫层）的多功能区，多种微

生物共同作用，能极大的提高氮、磷的去除效果。

[0043] 本实用新型给水均匀，水流不易短路，复氧条件好，能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悬浮物、

有机污染物。同时水生植物根系对氮、磷去除效果较稳定。

[0044] 梯级多段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池与传统的单一湿地相比，具有成本低、维护与运行

简单、环境卫生、出水水质好等优点，适于工业污染、景观水体、引用水源和暴雨径流等污水

的处理。

[0045]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

进和变形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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