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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氮磷回收作用的

人工湿地系统，回收利用富营养化水体中氮磷，

在水平流湿地和垂直流湿地前端设置填充有颗

粒型复合吸附剂的吸附区，对氮磷进行吸附回

收，制备出具有缓释作用的有机肥料，显著提高

了氮磷回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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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氮磷回收作用的人工湿地系统，其特征在于，城市污水首先经过格栅除去

污水中的杂物，污水进入集水井，由清水泵将集水井污水抽出，污水通过进水管进入生物富

磷装置，然后经生物富磷装置处理后的出水进入水平流人工湿地的前端的吸附配水区，经

过吸附配水区处理后，均匀进入水平流人工湿地，污水经过水平流人工湿地，利用水平流人

工湿地的石灰石、大理石或白云石高磷吸附基质的吸附作用及植物根系摄取作用去除污水

中的COD、BOD5和部分氨氮，水平流人工湿地的污水经过排水管进入集水池的污水经过污水

排水管进入布水主管和布水支管进入垂直流人工湿地，污水在垂直流人工湿地中向下潜

流，经过表土覆盖层、砾石配水层、人工湿地基质，污水经过垂直流人工湿地后由基质的吸

附作用和植物根系的摄取作用完成对耗氧有机物的彻底去除和完全硝化，最后污水经过排

水管流入清水池，所述吸附配水区中填充的是颗粒型复合吸附剂；所述生物富磷装置包括

好氧池、二沉池、厌氧池，集水井出水进入好氧池中后，好氧池内的污泥对其进行除碳、摄磷

反应，吸收水体中大量磷，而后污泥随着水体进入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分离后的水回流

至景观水体，污泥进入厌氧池进行释磷，完成释磷反应后进一步进行泥水分离，污泥回流至

好氧池进行反应，厌氧池出水进入吸附配水区中；在厌氧池出水进入吸附配水区前，进入调

节池进行调节，使进入吸附装置的水满足鸟粪石反应条件，所述调节池中投加贝壳粉中；厌

氧池出水进入调节池前，采用曝气装置对水体进行曝气，曝气气体为二氧化碳气体；

其中，所述颗粒型复合吸附剂是按照如下步骤制备：

1)将含磷污泥进行污泥脱水，得到脱水污泥；将脱水污泥进行破壁处理，所述破壁处理

采用超声波破壁、高压蒸汽破壁或高压压裂破壁方式进行，将破壁后的混合物通入分离装

置进行固液分离，得到固态物质和液态物质；

2)使用650℃的温度对所述固态物质进行快速热解以产生热解气和炭，对热解气进行

回收或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3)炭改性，将所述炭与含镁溶液混合，浓缩，使镁离子固定在炭微孔内制备得到改性

炭，所述含镁溶液为海水、盐卤或灰烬溶液中的一种或多种；

4)将所述改性炭按照一定比例与铁屑混合，所述铁屑质量份数为20-40％，所述改性炭

质量份数为60-80％，制备出铁炭微球，再将铁炭微球与沸石按照1-5：1-5的体积比混合，制

备出颗粒型复合吸附剂；所述颗粒型复合吸附剂采用网兜包装，直接投加至吸附配水区中，

待镁离子耗费完后，取出后重新添加，取出后的网兜采用清水清洗，并烘干后作为缓释肥料

使用，在所述表土中添加所述缓释肥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态物质在热解前混入作物秸秆，所述

作物秸秆在混入前进行了风干、破碎处理，粒径为1cm以下，混合体积比例为固态物质：秸秆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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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氮磷回收作用的人工湿地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具有氮磷回收作用的人工湿地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污水人工湿地处理方法主要有水平流人工湿地和垂直流人工湿地两种。水平

潜流人工湿地床体高约60～80cm，采用较粗基质如砾石作为处理介质，污水在人工湿地的

地表下呈水平流动，并在基质层中种植有泌氧能力的大型挺水植物如芦苇、香蒲和水葱等，

利用水生植物的泌氧能力为人工湿地基质上的生物膜分解污水中的有机物质提供氧气。垂

直流人工湿地床体高100cm以上，通常采用较细的基质如砂等作为渗滤介质，污水在自表层

向下的垂直渗滤过程中得到处理，其所采用的植物大多数为芦苇、风车草和香根草等。存在

的不足之处有：(1)水平流人工湿地存在好氧条件不足等缺点，它虽能很好地去除SS，并且

也能去除一些BOD。但是，它通常对氨氮的去除效果不好。由于它不能完成大部分废水的硝

化过程，即使其具有较强的反硝化作用能力，因而也不能独立完成废水的硝化和反硝化两

个处理过程，以达到废水脱氮处理的目的。(2)垂直流人工湿地对废水中耗氧有机物的处理

能力和硝化能力较强，它比水平流人工湿地具有更好的好氧条件，且对废水中BOD5和COD的

去除效果都较好，但对SS的去除效果较水平流人工湿地差；虽然它对废水的硝化处理能力

很强，但是其反硝化作用能力也较水平流人工湿地差，因而也不能单独完成废水的硝化和

反硝化两个处理过程，以达到废水脱氮处理的目的。(3)垂直流和水平流两种人工湿地系统

对城市污水中磷的去除能力都较差(＜30-40％)，而且现行广泛采用的砂、砾石等基质对磷

的吸附饱和使用寿命都较短，一般为2～3年；即使将水平流人工湿地与垂直流人工湿地串

联起来组成复合系统，如仍采用砂、砾石基质，其对磷的去除率仍小于60％。

[0003]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地球上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磷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也正急

迫地摆在世人面前。而随着城市污水排放流失的磷不仅导致陆地磷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加

剧水体富营养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污水中磷的回收和再循环利用就变得尤为重要。

所谓磷回收就是将污水中的磷以能被磷酸盐工业或肥料工业利用的形式回收的过程，而不

是将磷转移到污泥中。因此，如何实现城市污水中磷以非剩余污泥的形式被富集回收，也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0004] 发明内容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氮磷回

收作用的人工湿地系统，可实现对景观水体的氮、磷污染物的深度回收处理。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氮磷回收作用的人工湿地系统，回收利用富营养

化水体中氮磷，并将产出污泥与其中的氮磷制备出适于应用的污泥缓释肥，既解决了大量

污泥无法合理处置的问题，又将氮磷合理资源化，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还为企业带来了新

的收益。

[0006] 一种具有氮磷回收作用的人工湿地系统，城市污水首先经过格栅1除去污水中的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8975625 B

3



杂物，污水进入集水井2，由清水泵将集水井2污水抽出，污水进水管进入生物富磷装置3，然

后经生物富磷装置3处理后的出水进入水平流人工湿地的前端的吸附配水区4，经过吸附配

水区处理后，均匀进入水平流人工湿地5。污水经过水平流人工湿地后，利用水平流人工湿

地中基质孔隙的过滤作用，去除污水中的SS，避免了SS对垂直流人工湿地的堵塞。污水经过

水平流人工湿地，利用水平流人工湿地的石灰石、大理石或白云石等高磷吸附基质的吸附

作用及植物根系摄取作用去除污水中的COD、BOD5和部分氨氮。水平流人工湿地的污水经过

排水管进入集水池6，集水池6的污水利用水平流人工湿地与垂直流人工湿地8的落差，经过

污水排水管进入布水主管和布水支管进入垂直流人工湿地，在垂直流人工湿地前端设置氮

磷吸附区7，污水在垂直流人工湿地中向下潜流，经过表土覆盖层、砾石配水层、人工湿地基

质，污水经过垂直流人工湿地后由基质的吸附作用和植物根系的摄取作用完成对耗氧有机

物的彻底去除和完全硝化，垂直流人工湿地的污水利用垂直流人工湿地床体与清水池具有

落差，污水经过排水管流入清水池9，排水管上设有阀门，控制污水的流量和垂直流人工湿

地的储水量。

[0007] 所述生物富磷装置包括好氧池3-1、二沉池3-2、厌氧池3-3，集水井出水进入好氧

池中后，好氧池3-1内的污泥对其进行除碳、摄磷反应，吸收水体中大量磷，而后污泥随着水

体进入二沉池3-2，进行泥水分离，分离后的水回流至景观水体，污泥进入厌氧池3-3进行释

磷，完成释磷反应后进一步进行泥水分离，污泥回流至好氧池3-1进行反应，厌氧池3-3出水

进入吸附配水区4中。

[0008] 所述吸附配水区及氮磷吸附区中均填充的是颗粒型复合吸附剂，所述颗粒型复合

吸附剂是按照如下步骤制备：

[0009] 1)将含磷污泥进行污泥脱水，得到脱水污泥；将脱水污泥进行破壁处理，所述破壁

处理采用超声波破壁、高压蒸汽破壁或高压压裂破壁方式进行，将破壁后的混合物通入分

离装置进行固液分离，得到固态物质和液态物质；

[0010] 2)使用约650℃的温度对所述固态物质进行快速热解以产生热解气和炭，对热解

气进行回收或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0011] 优选的，在所述固态物质在热解前混入作物秸秆，所述作物秸秆在混入前进行了

风干、破碎处理，粒径为1cm以下，混合体积比例为固态物质：秸秆＝1-5：3-6；

[0012] 3)炭改性，将所述炭与含镁溶液混合，浓缩，使镁离子固定在所述炭微孔内制备得

到改性炭，所述含镁溶液为氯化镁溶液、海水、盐卤或灰烬溶液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4)将所述改性炭按照一定比例与铁屑混合，所述铁屑质量份数为20-40％，所述改

性炭质量份数为60-80％，制备出铁碳微球；再将铁碳微球与沸石按照1-5：1-5的体积比混

合，制备出颗粒型复合吸附剂。

[0014] 铁碳微电解会降低污水中COD，同时释放镁离子，与污水中的氮磷发生反应，在炭

孔隙中形成鸟粪石。然后将铁碳微球取出，冲洗、烘干后即得到污泥缓释肥。

[0015] 所述颗粒型复合吸附剂采用网兜包装，直接投加至吸附配水区中，待镁离子耗费

完后，取出后重新添加，取出后的网兜采用清水清洗，并烘干后即可作为缓释肥料使用，所

述表土中添加所述缓释肥料。

[0016] 进一步的，在厌氧池3-3出水进入吸附配水区前，进入调节池3-4进行调节，使进入

吸附装置的水满足鸟粪石反应条件，所述调节池中投加石灰石、碳酸氢钠、贝壳粉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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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种。

[0017] 进一步的，厌氧池出水进入调节池前，采用曝气装置对水体进行曝气，其中，曝气

气体为二氧化碳气体。

[0018] 进一步的，基于景观水体中氮磷含量，可以将经过初滤装置过滤后的景观水或外

源水体直接通入吸附反应装置，以满足鸟粪石反应氮磷镁的反应比例。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充分发挥现有技术中生物吸磷、释磷原理，采用生物富磷原理，利用聚磷

菌在好氧池中聚磷，厌氧池中进行磷的释放，实现污水中磷的富集，然后将鸟粪石氮磷回收

原理与磷富集原理有机结合，实现了污泥减量化的同时实现了氮磷回收；

[0021] 2、本发明中颗粒型复合吸附剂的制备，利用污水处理过程中的剩余污泥制备出高

吸附能力的炭，采用含磷污泥最为原料，在碳化过程中，其中的磷可以直接附着在炭孔中，

在后续鸟粪石反应中，鸟粪石产物可以更牢靠的附着在炭孔中，进一步提升鸟粪石缓释效

果，可以制备出长效肥料；

[0022] 3、本发明对城市污水中氮、磷的同步去除效果，利用海水、盐卤或灰烬溶液作为吸

附剂的镁源，成本低、效果好，变废为宝，且释放的镁离子与景观水体中的氮磷发生反应，有

效回收氮磷。

[0023] 此外，对现有人工湿地进行简单改进，不仅解决了人工湿地对氮磷去除效率不高

的缺陷，还可以充分回收城市污水中氮磷，并制备出可以施加到土壤中的富含有机质、氮磷

的缓释肥料。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人工湿地系统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生物富磷装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1：

[0027] 日设计处理水量0.9～3.5m3/d。

[0028] 设计参数：

[0029] 格栅：采用1cm×1cm铁丝网。

[0030] 集水井：设计尺寸为2.0m×1.8m×2.0m，有效水深1.0m，有效容积3.6m3，砖结构水

泥抹面。

[0031] 生物富磷装置：设置好氧池、二沉池和厌氧池；

[0032] 水平流人工湿地：设计内径尺寸长×宽×高为3.0m×4m×1m的矩形池一个，分两

部分。前一部分为吸附配水区，后一部分为水平流湿地。水平流床分砾石配水区、基质区和

砾石集水区，各占床体长度的1/4、1/2、1/4，分别填充的是石灰石、大理石、石灰石。其上覆

盖一层厚10cm的石英砂。集水池收集三块水平流床处理出水混合后，通过管道、阀门借助静

水压力向三块垂直流床自流配水。

[0033] 垂直流人工湿地设计外径尺寸长×宽×高为2m×4m×1 .3m，分两部分。前一部分

为氮磷吸附区，后一部分为垂直流湿地。垂直流床垫层由砾石组成，厚15cm；人工湿地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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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炉渣、火山灰基质层厚90～100cm；布水层由砾石和豆石组成，厚6～15cm；表土覆盖层

由自然土壤组成，厚5～10cm。

[0034] 所述吸附配水区及氮磷吸附区中均填充的是颗粒型复合吸附剂，取污水处理厂

和/或生物除磷装置中产生的剩余污泥，其为含磷污泥，将该含磷污泥进行污泥脱水，得到

脱水污泥；

[0035] 将所述脱水污泥进行超声破壁处理，将破壁后的混合物通入分离装置进行固液分

离，得到固态物质和液态物质；

[0036] 将固态物质与粉碎后粒径为1cm的秸秆按照质量比为2:1的比例混合，并在120℃

下干燥，将干燥后的样品碾碎，并在650℃的炉体中热解，热解前采用惰性气体将炉体内的

空气排出，热解后的产物为热解气和炭。

[0037] 对所述的炭进行改性处理，将所述炭与含镁溶液混合，浓缩，使镁离子固定在所述

炭微孔内制备得到改性炭，所述含镁溶液为盐卤和海水的混合物；

[0038] 将改性炭作为碳源，与铁屑混合，采用本领域常用方式制备铁碳微球，所述铁屑质

量份数为30％，所述改性炭质量份数为70％。再将铁碳微球与沸石按照1-5：1-5的体积比混

合，制备出颗粒型复合吸附剂。

[0039] 其中，对所述炭进行测定显示，其吸附容量及多孔性质显著高于普通碳，采用所述

炭作为缓释肥载体，可以为肥料提供更多的吸附位置，提高肥料缓释周期。

[0040] 城市污水经过该装置处理后，从清水池9内直接排放到河流或者被用于景观用水。

[0041] 实施例2：

[0042] 在生物富磷装置与吸附配水区之间设置调节池，使进入吸附装置的水满足鸟粪石

反应条件，所述调节池中投加贝壳粉，厌氧池出水进入调节池前，采用曝气装置对水体进行

曝气，其中，曝气气体为二氧化碳气体。

[0043] 通过通入二氧化碳气体与贝壳粉反应，可以有效提高污水pH，以满足鸟粪石反应，

提高吸附反应效率。

[0044]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

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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