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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态型景观水体的土地

处理方法，具体来说是受污染景观水体的地下渗

滤处理方法。景观水由泵抽送到地下渗滤系统，

在填料、微生物和植物的复杂物理、化学和生物

作用下得到净化，最后输送回景观水体。本发明

同时公开了实现上述方法的装置。该装置由布水

系统、地下渗滤系统和集水系统组成：在土地上

挖沟槽，上部设置布水管，下部设置集水管，内部

填充分层填料，沟槽的布水管正下部设有配水

槽，最上层铺设自然土壤，种植植被。本发明扩大

了土地处理方法的适用范围，工艺简单，不产生

二次污染，属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生态低

碳型的环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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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型景观水体的土地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由布水系统、地下渗滤系

统和集水系统组成，在所选土地上挖沟槽(1)，沟槽以砖砌而成，沟槽(1)内侧作防渗处理；

所述布水系统包括穿孔布水管(6)和设置在穿孔布水管(6)正下部的配水槽(4)，穿孔布水

管(6)设置在沟槽(1)的上部，所述配水槽内设置砾石填料；

所述地下渗滤系统为填充在沟槽(1)内部的分层填料(7)，所述分层填料(7)由上至下

依次为建筑黄沙、铁炭填料和砾石；

所述集水系统包括集水管(3)，集水管(3)设置在沟槽(1)的下部；

所述穿孔布水管(6)的正上部设有尼龙网(8)，尼龙网(8)的正上部铺设自然土壤(9)，

自然土壤(9)的正上部种植植被(10)；

景观水由进水管输入沟槽，经穿孔布水管(6)和配水槽(4)均匀分配后，通过分层填料

的毛细作用，向四周浸润、扩散，在填料、微生物和植物的复杂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下最终

得到净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地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配水槽(4)的横断面为半圆

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地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沟槽(1)的横断面为矩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地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系统包括集水管(3)和

出水井，所述集水管(3)为穿孔集水管。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土地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沟槽(1)内侧铺设HDPE防渗膜

(2)。

6.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土地处理装置的土地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受污染的景观水由泵抽送至布水系统，所述布水系统包括穿孔布水管(6)和设

置在穿孔布水管(6)正下部的配水槽(4)，受污染的景观水经穿孔布水管(6)渗入配水槽(4)

中；所述穿孔布水管(6)设置在沟槽(1)的上部；

步骤2：经配水槽(4)均匀分配后，受污染的景观水渗入地下渗滤系统；

步骤3：经过地下渗滤系统的景观水由沟槽下部的集水管收集起来排放到出水井中，再

由泵抽送回景观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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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型景观水体的土地处理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景观水体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生态型景观水体的土地处理方法

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景观水体已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景对于城市的和谐发展起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景观水多为静止或流动性差的封闭缓流水体，一般具有水域面

积小、易污染、水环境容量小和水体自净能力差等特点，导致水中悬浮物增多、浊度增加、有

机物增高并发生富营养化，不仅影响景观水体的美观，而且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大大降低景观水体的社会和环境价值。

[0003] 目前，国内外现有的景观水体净化技术包括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三大类。

[0004] 常用的物理法有疏浚底泥、引水换水、混凝沉淀、曝气复氧、投药杀菌等方法。

[0005] 疏浚底泥：底泥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氮、磷、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一方面，当底泥

厌氧发酵时，会使水体黑臭；另一方面，在泥水交接面，会存在水中污染物沉积于底泥和底

泥中污染物向水体中解析扩散的动态平衡，因此，清除水底淤泥，可削减水体内源性污染物

的释放量，同时还可达到增大库容的目的。

[0006] 引水换水：当水体中的悬浮物(如泥、沙)增多，水体的透明度下降，水质发浑时，可

以通过引水换水的方法来降低杂质的浓度。但是使用这种方法必须有足够的干净水源作为

保证，加上换水的成本比较高，且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因此仅在小水量的情况下才考虑该

法。

[0007] 混凝沉淀法：此法的处理对象是水中的悬浮物和胶体杂质，也能除藻。例如用静沉

池处理泰晤士河水时，平均除藻率为59％。混凝沉淀法具有投资少、操作和维修方便、效果

好等特点，可用于含大量悬浮物、藻类水的处理，对受污染的水体可取得较好的净化效果。

[0008] 曝气复氧：是指对水体进行人工曝气复氧以提高水中的溶解氧含量，使其保持好

氧状态，防止水体黑臭的方法。曝气复氧是景观水体常见的水质维护方法，充氧方式有直接

河底布管曝气方式和机械搅拌曝气方式，如瀑布、跌水、喷水等，可以和景观结合起来运行。

研究表明纯氧曝气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降低水体的有机污染物，提高水体溶解氧浓度和增

强水体自净能力，达到改善水环境质量的积极效果。

[0009] 投药杀菌：向水体投加抑藻剂是一种简便、应急的控制水华的办法，可以取得短期

的效果，常用的除藻剂有硫酸铜和西玛三嗪等。当除藻剂与絮凝剂联合使用时，可加速藻类

聚集沉淀。值得注意的是，化学除藻剂有一定的副作用，应根据水体的功能要求慎重使用。

[0010] 以上物理、化学方法行之有效，但费用很高。

[0011] 生物方法主要有：人工湿地、生物浮岛及生物栅等。

[0012] 人工湿地技术：介于陆生生态与水生生态之间的一种生物修复技术。将受污染的

水体有控制地投配到生长有芦苇、香蒲等沼泽植物的湿地中，或在该水体流域一定面积上

种植各种具有水体净化功能的水生植物，使之经常处于饱和状态，水体在沿一定方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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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通过耐水植物和土壤的作用得以净化。湿地法二次污染少，景观效应明显，但占地

面积较大，且在夏季会由于蚊蝇滋生带来的卫生问题影响到周边环境。

[0013] 生物浮岛技术：生物浮岛是在浮体上栽培水生植物，通过植物、根系上的微生物等

直接从水体中吸收营养物质及其它污染物，达到净水的目的。另外，水生植物与藻类形成竞

争，能抑制藻类进行光合作用，从而减少“水华”发生的概率。生物浮岛通常由框架、植物浮

床、水下固定装置以及植物组成。人工浮岛具有净化水质、消减风浪、美化水面景观、提供水

生生物栖息空间及进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

[0014] 生物栅技术：是利用微生态系统，通过创造适宜的条件，促进处理系统中微生物、

原生动物、后生动物、底栖动物、高等植物和动物协同作用，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0015] 生态生物法的理念是按照自然界的自身规律恢复自然界的本来面貌，在现有的修

复技术中具有独到的优势。本发明中采用的景观水体生态净化方法属于土地处理方法。土

地处理方法主要包括快速渗滤、慢速渗滤、地表漫流、湿地系统和地下渗滤等五种类型。公

开号为CN101172714A，发明名称为“一种景观公园水系净化工艺”，使公园景观水依次通过

沉砂池、填料氧化塘、人工湿地、稳定塘和沉淀池得到净化，但其工艺过于复杂，不便管理。

公开号CN101239755A，名称为“一种微污染水的净化处理系统”的发明与本发明类似，其沟

槽填料由粗石、沸石和碎石分段组成，进水管出水管分别设置于起始两端。在这些方法中，

地下渗滤系统不会影响地表的环境和景观，适用于城区和生活小区的景观水处理。地下渗

滤是将受污染水体通过埋在地下的进水管投配到具有一定构造和具有良好扩散性能的填

料层中，污染物质经过生态系统中填料、微生物和植物的复杂生物、化学和物理作用得到分

解、利用或固定，受污染水体中有机物、氮或磷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水质得到净化。

[0016] 此土地处理技术属于生态修复技术。它能摒弃物理化学方法净化景观水的费用高

和产生二次污染的缺点，在净化水质的同时，仍能发挥一部分土地的功能，例如景观绿化、

休闲活动等，这将更好地和景观水融为一体，构建和谐水景环境。

发明内容

[0017]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景观水体

的土地处理方法和装置。

[0018] 这种方法是处理污染景观水体的新型工艺，它原来主要应用于生活污水的处理和

二级城市污水的深度处理。因此，采用此工艺净化天然景观水体是一种新的尝试。它具有能

耗低，易于管理，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低等特点，而且对周围环境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符

合当今倡导的低碳经济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能强化COD、SS等污染物及氮磷等营养

物质的降解作用，提高污染物去除效果。

[0019]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20] 一种景观水体的土地处理装置：首先在所选土地上挖沟槽(1)，沟槽(1)以砖砌而

成，沟槽内侧作防渗处理，内铺HDPE防渗膜(2)。沟槽内部填充分层填料(7)，在沟槽的上部

设置布水管(6)，下部设置集水管(3)，布水管正下部设有配水槽(4)，布水管正上部设有尼

龙网(8)，最上层铺设自然土壤(9)，种植植被(10)。景观水由进水管输入沟槽，经穿孔布水

管和配水槽均匀分配后，通过分层填料的毛细作用，水向四周浸润、扩散，在填料、微生物和

植物的复杂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下最终得到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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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所述布水系统包括布水管(6)和配水槽(4)，所述布水管为穿孔布水管，所述配水

槽的横断面为半圆形，填料为砾石(5)。

[0022] 所述地下渗滤系统的沟槽(1)由砖砌而成，横断面为矩形。

[0023] 所述地下渗滤系统的沟槽内填料(7)为分层填料，自上至下依次为：建筑黄沙、铁

炭填料、砾石。

[0024] 所述集水系统包括集水管(3)和出水井，所述集水管为穿孔集水管。

[0025] 所述的进水管正上部设有尼龙网(8)，尼龙网上铺设自然土壤(9)，种植植被(10)。

[0026] 所述沟槽(1)内侧铺设HDPE防渗膜(2)。

[0027] 待处理水由进水管进入沟槽后，经过配水槽中砾石的截留，水中大部分颗粒物质

被去除。随着悬浮物的积累，并在配水槽中发生厌氧反应，使悬浮物中大分子有机物降解为

小分子有机物，有利于后续好氧反应的进行。经配水槽配水后，受到周围填料的毛细作用，

待处理水被吸入周围分层填料中，经过填料的拦截、吸附作用，水中的颗粒物质进一步得到

消减；同时被填料吸附。被吸附在填料表面的污染物被形成的生物膜中的微生物吸附并分

解；再加上分层填料中部分为铁炭新型填料，铁炭填料中的零价铁浸没于水中会构成无数

原电池，铁为阳极，填料中的碳及其他杂质为阴极，加速了铁的腐蚀，释放出更多的电子，促

进氧化性物质在阴极上的还原。受污染景观水体污染物在填料吸附、微生物降解和铁炭填

料过滤、氧化还原作用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得到净化。

[0028] 与现有物理和化学方法净化景观水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9] (1)能耗低，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都低等特点，而且对周围环境不会造成负面的影

响，能强化COD、SS等污染物及氮磷等营养物质的降解作用，提高污染物去除效果。

[0030] (2)本发明属于地下渗滤处理技术的范畴，因此对周围环境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同

时充分利用了现有土地，缓解了土地利用的紧张局面。

[0031] (3)装置置于河道岸边，系统上部可以种植美化环境的花草，没有影响土地的利

用，还能对景观水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

[0032] (4)由于本技术对管理的要求较低，不需要建造专用的管理人员办公室，因此具有

易管理的优点。

[0033] (5)本技术基建费用低廉，运行维护费用省；受气温等环境因素影响小，冬季运行

稳定。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土地处理景观水的工艺流程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采用的土地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中：1.沟槽，2.HDPE防渗膜，3.穿孔集水管，4.配水槽，5.砾石，6.穿孔布水管，

7.分层填料，8.尼龙网，9.自然土壤，10.植被。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所提出的景观水体处理方法如附图1所示，首先将受污染景观水体通过进

水管进入土地处理装置，然后由穿孔布水管把水均匀分配至配水槽中，通过分层填料的毛

细作用，水均匀扩散至填料周围环境中，经过填料的净化，由集水管收集出水至出水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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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由抽水泵循环至景观水体中。发明人在上海市崇明区采用本发明建立了一个景观水的

土地处理装置。

[0038] 1、布水系统

[0039] 用泵直接抽取受污染的景观水到布水系统。在泵的抽水管前设置格栅，去除粗大

的杂质。水经过穿孔布水管(6)的布水，能够沿程均匀地投配到配水槽(4)中。布水管设置阀

门和流量计，以控制流量，使系统进出水恒定。在配水槽(4)中的填料砾石的毛细作用下，水

被引导至四周，进入地下渗滤系统。

[0040] 2、地下渗滤系统

[0041] 地下渗滤系统采用分层填料(系统自上至下建筑黄沙、铁炭填料、砾石)作为填料

(7)，填料来源广泛，价格便宜。景观水在分层填料的毛细作用下进行再次分配，使系统负荷

趋于均匀。在渗滤的过程中景观水中的悬浮物由于分层填料的截留作用而减少，水中的污

染物质在填料过滤和吸附、生物膜吸附和生物降解、铁炭填料的氧化还原作用综合作用下

得到削减。

[0042] 3、集水系统

[0043] 经过地下渗滤系统的景观水由沟槽(1)底下的穿孔集水管(3)收集起来排放到出

水井中，再由泵抽送回景观水体。

[0044] 在系统出水阀门处设置取水孔，用作水质分析取样。

[0045] 测定结果表明，经过该系统处理后，景观水体各种指标的去除效果都很明显。尤其

是和景观水体联系密切的感官指标包括色度和浊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有机物、氮

和磷等营养元素也有了很高的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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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工艺流程图

图2土地处理装置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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