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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农村污水水质净化

系统，包括顺序连接的一级污水处理单元和二级

污水净化单元，其中所述一级污水处理单元包

括：污水收集储存池，用于收集污水并进行厌氧

发酵处理；及好氧生物膜反应池，与所述污水收

集储存池连接，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内设置有

导流板并由穿孔板隔开为缺氧区和好氧区，所述

缺氧区安装搅拌泵，所述好氧区安装有曝气盘/

管，其中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包括生活污水沼气

池和生活污水调节池，所述生活污水调节池通过

管路分别与所述生活污水沼气池和所述好氧生

物膜反应池连接；所述二级污水净化单元包括湿

地植物床，所述湿地植物床内设置有除磷填料

层、除氮填料层和植物生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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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包括顺序连

接的一级污水处理单元和二级污水净化单元，

其中所述一级污水处理单元包括：污水收集储存池，用于收集污水并进行厌氧发酵处

理；及好氧生物膜反应池，与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连接，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内设置有导

流板并由穿孔板隔开为缺氧区和好氧区，所述缺氧区安装搅拌泵，所述好氧区安装有曝气

盘/管，其中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包括生活污水沼气池和生活污水调节池，所述生活污水调

节池通过管路分别与所述生活污水沼气池和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连接；

所述二级污水净化单元包括湿地植物床，所述湿地植物床内设置有除磷填料层、除氮

填料层和植物生态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包括

畜禽废水沼气池和畜禽废水调节池，所述畜禽废水调节池通过管路与所述畜禽废水沼气池

和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连接，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与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连接，所

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安装有曝气盘/管和晶体捕集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

的底部为漏斗形并设置有放空管，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内的曝气盘/管包括间歇式或

连续式运行的多个盘式曝气头。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采

用轻质聚丙烯环状填料，所述轻质聚丙烯环状填料的填充比为40％-60％。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污水净化单元还

包括调节缓冲池，所述调节缓冲池设置在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与所述湿地植物床之间，

所述调节缓冲池通过管路与所述湿地植物床连通，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通过植草沟与所

述调节缓冲池连通。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污水净化单元还

包括再生利用池，所述再生利用池内设置有微孔曝气装置、溢流孔和连通至所述湿地植物

床的回流管道。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生态层包括植物

纤维垫区和块石区，所述植物纤维垫区平缓过渡到所述块石区，所述植物纤维垫区包括单

种或多种植物纤维网和扦插活枝条，所述植物纤维网用活木桩固定，所述植物纤维网的表

层覆盖薄土层；所述块石区的下层铺设土工布反滤层，上层为粒径30-50cm的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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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村污水治理技术，特别是一种自然型多单元的农村污水水质净

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自然河道具有一定的水质自净能力，可以通过水中微生物和水生植物的降解作用

吸收分解污染物，使水体得到净化。但农村生活、畜禽养殖等排水如果未经有效处理而直接

排入河道，会将大量有机物、氮、磷以及病原菌等带入河道，这些污染物远大于河道的自净

能力，会引起河流富营养化，溶解氧降低，水生植物和鱼类逐渐死亡，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而农村地区普遍远离城市，不具备污水进入市政管网的条件；从另一方面讲，此类废水中丰

富的氮、磷等营养物又是宝贵的资源，尤其磷元素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现代社会的生

产生活方式导致大部分磷元素单向流动，其最终归宿是深海的沉积层，而沉入深海的磷仅

有很少一部分可通过浅海鱼类或海鸟返回陆地，从而导致磷资源的逐渐减少。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自然型多单元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

系统和净化方法，在污水排入河道前，有效截留和回收污染物质，可依靠岸坡的地势特点，

使净化后的水流入河道。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和净化方法，

包括顺序连接的一级污水处理单元和二级污水净化单元，其中，所述一级污水处理单元包

括：污水收集储存池，用于收集污水并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及好氧生物膜反应池，与所述污

水收集储存池连接，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内设置有导流板并由穿孔板隔开为缺氧区和好

氧区，所述缺氧区安装搅拌泵，所述好氧区安装曝气盘/管，其中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包括

生活污水沼气池和生活污水调节池，所述生活污水调节池通过管路分别与所述生活污水沼

气池和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连接；以及所述二级污水净化单元包括湿地植物床，所述湿

地植物床内设置有除磷填料层、除氮填料层和植物生态层，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协

同作用净化所述污水。

[0005] 上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所述生活污水沼气池通过排水管收集生活污水并

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后排入所述生活污水调节池，所述生活污水调节池对所述生活污水沼气

池排出的生活污水进行静置、稳定和沉淀，并将将沉淀后得到的上清液注入所述好氧生物

膜反应池。

[0006] 上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中，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包括畜禽废水沼气池

和畜禽废水调节池，所述畜禽废水调节池通过管路与所述畜禽废水沼气池和磷酸铵镁结晶

反应池连接，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与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连接，所述畜禽废水沼气

池通过排水管收集畜禽废水并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后排入所述畜禽废水调节池，所述畜禽废

水调节池对所述畜禽废水沼气池排出的畜禽废水进行静置、稳定和沉淀，并将沉淀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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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清液注入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安装有曝气盘/管和晶

体捕集器，所述曝气盘/管用于提高废水pH值以进行磷酸铵镁结晶反应生成磷酸铵镁晶体，

所述磷酸铵镁晶体通过晶体捕集器回收，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内结晶反应结束后的沉

淀上清液进入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

[0007] 上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中，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的底部为漏斗形

并设置有放空管，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内的曝气盘/管包括间歇式或连续式运行的多

个盘式曝气头，所述盘式曝气头的曝气气水比为20：1至50：1之间。

[0008] 上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中，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采用轻质聚丙烯环

状填料，所述轻质聚丙烯环状填料的填充比为40％-60％，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内的污水

停留时间为12-18小时且气水比为4:1-6:1。

[0009] 上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中，所述除磷填料层包括由下到上依次设置的

高炉渣和煤灰渣混合层、混合土层和棕丝层；所述除氮填料层包括由下到上依次布置的沸

石和陶瓷滤料混合层、砂层和竹条层。

[0010] 上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中，所述二级污水净化单元还包括调节缓冲池，

所述调节缓冲池设置在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与所述湿地植物床之间，所述调节缓冲池通

过管路与所述湿地植物床连通，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通过植草沟与所述调节缓冲池连

通。

[0011] 上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中，所述二级污水净化单元还包括再生利用池，

所述再生利用池内设置有微孔曝气装置、溢流孔和连通至所述湿地植物床的回流管道。

[0012] 上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中，所述植物生态层包括植物纤维垫区和块石

区；所述植物纤维垫区通过块石和土工布平缓过渡到所述块石区，所述植物纤维垫区包括

单种或多种植物纤维网和扦插活枝条，所述植物纤维网用活木桩固定，所述植物纤维网的

表层覆盖含有草种的薄土层；所述块石区的下层铺设土工布反滤层，上层为粒径30-50cm的

块石。

[0013] 上述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其中，所述高炉渣和煤灰渣混合层由粒径为1-2cm

的高炉渣和煤灰渣填充形成；所述混合土层由含钙量为2.0-2.5Kg/100Kg的混合土铺设；所

述棕丝层的厚度为6-10mm；所述沸石和陶瓷滤料混合层由粒径为1-1.5cm的沸石和陶瓷滤

料铺成；所述砂层由粒径为1-5mm的粗砂铺成；所述竹条层的厚度为6-10mm。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在于：

[0015] 本实用新型具有低投资、低能耗及脱氮除磷效果好的优点。对农村污水在入河

(湖)前加以处理，充分考虑物化-生化-生态类多单元耦合处理技术，控制污染物质进入附

近水体，通过物化-生化手段对农村污水进行两级处理，在去除污水中有机物和回收营养物

质之后，再利用和强化自然生态系统自净能力的功能，达到净化水体的目的，与现有技术的

其他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具有污水处理效率高、运行与维护简单等显著优势，可实现营养物

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回收利用相结合。

[001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但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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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利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来进行净化的流程示意

图。

[0020] 其中，附图标记

[0021] 10 一级污水处理单元

[0022] 1  污水收集储存池

[0023] 11 生活污水沼气池

[0024] 12 生活污水调节池

[0025] 13 畜禽废水沼气池

[0026] 14 畜禽废水调节池

[0027] 2 二级污水净化单元

[0028] 3  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

[0029] 4 好氧生物膜反应池

[0030] 5  调节缓冲池

[0031] 6  湿地植物床

[0032] 7 再生利用池

[0033] 8  河道

[0034] 9 植草沟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原理和工作原理作具体的描述：

[0036] 本实用新型在污水排入河道前，有效截留回收污染物质，依靠岸坡地势特点，流入

河流，是一种低投资、低能耗、脱氮除磷效果好的污水处理技术。最终的工艺出水水质可达

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同时实现了污废水中营养物污染控制与N、

P的资源化回收，可与其他生态修复措施相结合，与河流廊道、农田景观融合一体，对恢复河

道生态系统景观、提高水环境质量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0037] 参见图1及图2，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结构框图，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

例的结构示意图。本实用新型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可依靠村落岸坡地势建造，处理后

的污水可以直接排入河道8。该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包括顺序连接的一级污水处理单元

10和二级污水净化单元2，其中，所述一级污水处理单元10包括：

[0038] 污水收集储存池1，用于收集污水并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可通过排水管收集农村生

活污水和畜禽养殖废水；及

[0039] 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与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1连接，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内设

置有导流板并由穿孔板隔开为缺氧区和好氧区，所述缺氧区安装搅拌泵，所述好氧区安装

曝气盘/管，所述搅拌泵和曝气盘/管用于使污水在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内形成循环交

叉流，所述污水反复多次流经所述缺氧区和好氧区以去除COD(化学需氧量)和NH4+-N(氨

氮)；本实施例的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优选采用轻质聚丙烯环状填料，所述轻质聚丙烯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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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料的填充比为40％-60％，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内的污水停留时间为12-18小时且气

水比为4:1-6:1；

[0040] 所述二级污水净化单元2包括湿地植物床6，所述湿地植物床6内设置有除磷填料

层、除氮填料层和植物生态层，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协同作用净化所述污水。其中，

所述除磷填料层包括由下到上依次设置的高炉渣和煤灰渣混合层、混合土层和棕丝层，所

述高炉渣和煤灰渣混合层由厚度为15-25cm,优选20cm，粒径为1-2cm的高炉渣和煤灰渣填

充形成；所述混合土层由厚度为25-35cm,优选30cm，含钙量为2.0-2.5Kg/100Kg的混合土铺

设；所述棕丝层的厚度为6-10mm，优选为8mm；所述除氮填料层包括由下到上依次布置的沸

石和陶瓷滤料混合层、砂层和竹条层，所述沸石和陶瓷滤料混合层由厚度为15-25cm,优选

20cm，粒径为1-1.5cm的沸石和陶瓷滤料铺成；所述砂层由厚度为25-35cm,优选30cm，粒径

为1-5mm的粗砂铺成；所述竹条层的厚度为6-10mm，优选为8mm。上述材料可以收集当地工业

副产品，废物利用，节约成本。所述植物生态层包括植物纤维垫区和块石区；所述植物纤维

垫区通过块石和土工布平缓过渡到所述块石区，所述植物纤维垫区包括单种或多种植物纤

维网和扦插活枝条，所述植物纤维网用活木桩固定，所述植物纤维网的表层覆盖含有草种

的薄土层；所述块石区的下层铺设土工布反滤层，上层为粒径30-50cm的块石。湿地植物床6

内优选耐污力强的水生植物，可种植耐污力强、生长周期长、具有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芦

苇，形成芦苇床生态系统。

[0041] 本实施例的所述二级污水净化单元2还可包括调节缓冲池5，所述调节缓冲池5设

置在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与所述湿地植物床6之间，所述调节缓冲池5通过管路与所述

湿地植物床6连通，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通过植草沟9与所述调节缓冲池5连通，所述调

节缓冲池5的进水口设有滤网，出水口设有阀门；植草沟9内优选种植亲水硬质草。所述二级

污水净化单元2还可包括再生利用池7，所述再生利用池7内设置有微孔曝气装置、溢流孔和

连通至所述湿地植物床6的回流管道。再生利用池7内可优选根系发达、抗水性强、有水质净

化作用的水生植物香蒲、黄香蒲等作为优势种，同时搭配睡莲、慈姑等开花植物，美化河道8

的景观。此外，不同地区环境条件差异性较大，应尽量选择乡土植物，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环

境条件，与周围景观融为一体。谨慎选择外来植被物种，以免对本土植物构成危害。同时还

应考虑经济适用性，统筹前期建设与后期养护费用，尽可能降低成本。

[0042] 本实施例中，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1包括生活污水沼气池11和生活污水调节池12，

所述生活污水调节池12通过管路分别与所述生活污水沼气池11和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

连接，所述生活污水沼气池11通过排水管收集生活污水并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后排入所述生

活污水调节池12，所述生活污水调节池12对所述生活污水沼气池11排出的生活污水进行静

置、稳定和沉淀，并将沉淀后得到的上清液注入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

[0043] 在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中，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1还可包括畜禽废水沼气池13

和畜禽废水调节池14(如图1)，或者，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1仅包括畜禽废水沼气池13和畜

禽废水调节池14(如图2)，所述畜禽废水调节池14通过管路与所述畜禽废水沼气池13和磷

酸铵镁结晶反应池3连接，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3与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连接，所述

畜禽废水沼气池13通过排水管收集畜禽废水并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后排入所述畜禽废水调

节池14，所述畜禽废水调节池14对所述畜禽废水沼气池13排出的畜禽废水进行静置、稳定

和沉淀，并将沉淀后得到的上清液自流注入所述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3，所述磷酸铵镁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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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池3底部安装有曝气盘/管，中间安装晶体捕集器，所述曝气盘/管用于通过风机提高废

水pH值以进行磷酸铵镁结晶反应生成磷酸铵镁晶体，所述磷酸铵镁晶体通过晶体捕集器回

收，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3内结晶反应结束后的沉淀上清液进入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其中，

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3的底部优选为漏斗形并设置有放空管，磷酸铵镁结晶反应池3内的曝

气盘/管包括间歇式或连续式运行的多个盘式曝气头，所述盘式曝气头的曝气气水比为20：

1至50：1之间。也可将反应出水注入中间调节池，进行静置、稳定和沉淀；将沉淀后所得上清

液注入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分为缺氧区和好氧区两段，

内设导流板，中间由穿孔板隔开，缺氧区安装搅拌泵，好氧区安装曝气盘/管，在缺氧区搅拌

泵和好氧区风机曝气的作用下，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内形成循环交叉流，在一个水力

停留时间内，废水反复多次流经缺氧区和好氧区，实现COD和NH4+-N的高效去除。

[0044] 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的出水可进一步注入沉淀池，进行稳定、沉淀，去除废

水中悬浮生物膜，上清液经潜水泵或自流至植草沟9，排水水位可通过液位控制器控制。沉

淀池中污泥定期清理排出。植草沟9优选配置亲水硬质草。污水通过植草沟9可借助水道内

的植物降低流速，将一些颗粒态污染物过滤拦截，还可以进一步削减氮磷污染物。

[0045] 之后出水进入调节缓冲池5进行处理。调节缓冲池5安装有连通至湿地植物床6的

回流管道。回流管道可设有阀门等控制装置，回流管道和控制装置共同构成可控循环系统。

这样利用有限的湿地面积，增强湿地植物床6对污染物的去除效能。此外，调节缓冲池5还有

缓冲作用，预防湿地植物床6的水量上涨影响湿地生态平衡。湿地植物床6包括连通至调节

缓冲池5和连通至所述再生利用池7的回流管道。湿地植物床6内种植有耐污力强的水生植

物，比如采用耐污力强、生长周期长、具有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芦苇，形成芦苇床生态系统。

湿地植物床6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的三重协同作用，净化处理污水中的氮、磷、病原菌等污

染物质。净化后的水进入再生利用池7，再生利用池7可种植观赏植物和养水产，最后流入河

道8。再生利用池7内可设有微孔曝气系统，再生利用池7的末端可连通河道8。为防止水位上

升对上级的湿地植物床6漫流，再生利用池7还可在一定高度设置溢流孔。

[0046] 参见图3，图3为利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农村污水水质净化系统进行净化的方

法流程示意图。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7] 步骤S100、一级污水处理步骤，所述一级污水处理步骤进一步包括：

[0048] 步骤S101、污水收集储存步骤，采用污水收集储存池1收集污水并进行厌氧发酵处

理；及

[0049] 步骤S102、好氧生物膜反应步骤，采用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对所述污水收集储存池

1厌氧发酵处理后的污水进一步处理，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内设置有导流板并由穿孔板

隔开为缺氧区和好氧区，所述缺氧区安装搅拌泵，所述好氧区安装曝气盘/管，所述搅拌泵

和曝气盘/管用于使污水在所述好氧生物膜反应池4内形成循环交叉流，所述污水反复多次

流经所述缺氧区和好氧区以去除COD和NH4+-N；以及

[0050] 步骤S200、二级污水净化步骤，采用湿地植物床6对所述步骤S100处理后的污水进

一步净化处理，所述湿地植物床6内设置有除磷填料层、除氮填料层和植物生态层，通过物

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协同作用净化所述污水。

[0051] 如图3的实施例中，该农村污水水质净化方法包括按照进水方向采用配水线路依

次连通的沼气池(生活污水沼气池11，畜禽废水沼气池13)、调节池(生活污水调节池12，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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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废水调节池14)、磷酸铵镁(MAP)结晶反应池3、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调节缓冲池5、

湿地植物床6和再生利用池7。其中，所述沼气池、调节池、磷酸铵镁(MAP)结晶反应池3和好

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可设置在居民生活区，所述调节缓冲池5可设置在缓冲区，人工湿

地的湿地植物床6和再生利用池7可设置在岸坡区。

[0052] 使用时，畜禽废水和生活污水分别汇入畜禽废水沼气池13和生活污水沼气池11

中，厌氧发酵后的畜禽废水经畜禽废水调节池14自流注入磷酸铵镁(MAP)结晶反应池3结晶

反应后进入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厌氧发酵后的生活污水则自生活污水调节池12直

接进入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处理，先进行废水中磷的去除和回收，再去除废水中COD

和NH4+-N；各反应池之间均可设置旁路并通过阀门调节流量和流向；其中，磷酸铵镁(MAP)

结晶反应池3底部安装曝气盘/管，底部为漏斗形并设置放空管，通过间歇曝气提高废水pH

值，进行MAP结晶反应，MAP晶体通过沉淀捕集回收，结晶反应结束后的沉淀上清液进入好氧

生物膜(MBBR)反应池4，其中，磷酸铵镁(MAP)结晶反应池3通过多个盘式曝气头曝气对废水

中CO2的吹脱方式，其反应中无需外加Mg源、N源或P源，即可使磷酸铵镁(MAP)结晶反应池3

内的pH值明显提高，导致废水中的Mg2+和NH4+会结合PO43-发生MgNH4PO4结晶反应，磷酸铵镁

(MAP)结晶反应池3分为反应区和沉淀区，反应区和沉淀区体积比可为1：2-3，反应过程中气

水比可为20-50：1。晶体以水中的悬浮颗粒物为晶核悬浮生长，长至一定程度，沉降到磷酸

铵镁(MAP)结晶反应池3底部的锥斗内。磷酸铵镁(MAP)结晶反应池3从养殖场废水中回收的

晶体为磷酸铵镁，晶体纯度达到90％以上，可用作缓释性磷肥；该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

4内设导流板，分为缺氧区和好氧区，缺氧区安装搅拌泵，好氧区安装曝气盘/管，在缺氧区

搅拌泵和好氧区曝气的作用下，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内形成循环交叉流，废水反复多

次流经缺氧区和好氧区，实现COD和NH4+-N的高效去除，好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采用轻

质聚丙烯环状填料，填料填充比为40％-60％，水力停留时间为12-18h，气水比为4-6:1；好

氧生物膜(MBBR)反应池4的出水通过植草沟9与调节缓冲池5连通；所述调节缓冲池5的进水

口设有滤网，出水口设有阀门；湿地植物床6分别连通至所述调节缓冲池5和再生利用池7，

所述湿地植物床6包含除磷填料层和除氮填料层，其中，除磷填料层包括由下到上依次布置

的高炉渣和煤灰渣混合层、混合土层和棕丝层；除氮填料层包括由下到上依次布置的沸石

和陶瓷滤料混合层、砂层和竹条层，所述高炉渣和煤灰渣混合层具有20cm左右的厚度、由粒

径为1-2cm的高炉渣和煤灰渣填充；所述混合土层具有30cm左右的厚度且由含钙量为2.0-

2.5Kg/100Kg的混合土铺设而成；所述棕丝层的厚度为8mm左右；所述沸石和陶瓷滤料混合

层具有20cm左右的厚度，且由粒径为1-1.5cm的沸石、陶瓷滤料铺成；所述砂层具有30cm左

右的厚度且由粒径为1-5mm的粗砂铺成；所述竹条层的厚度为8mm左右；再生利用池7安装有

连通至湿地植物床6的回流管道并设有微孔曝气系统。其中，植草沟9的植物可为亲水硬质

草；仿自然湿地的湿地植物床6植物配置可为水生植物芦苇；滤网优选为扦插活枝条的编织

网；调节缓冲池5与再生利用池7均设置溢流孔。

[0053] 其中，岸坡区包含植物纤维垫区和块石区；所述植物纤维垫区通过块石和土工布

平缓过渡到所述块石区，植物纤维垫区种植有灌木植物和草本植物，块石区种植有水生植

物和开花植物；所述缓冲区种植有林木植物、灌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植被。所述植物纤维垫

区具有2-8mm左右的厚度，可由单种或多种植物纤维制成，用活木桩固定，活木桩长度优选

为0.5-0.6m，直径为50-60mm，表层覆盖含有草种的薄土层，且在所述植物纤维垫区中扦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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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枝条；所述块石区的下层铺设土工布反滤层，上层采用粒径为30-50cm的块石，采用土壤

填实间隙，且扦插活枝条，所述活枝条长度优选为0.5-0.6m，直径为优选10-25mm。

[0054] 本实用新型利用小型分散式农村污废水多级水质净化工艺，在污水入河前截留污

染物质，结合物化-生化-自然净化组合工艺，充分发挥各级处理单元的协同互补作用，污水

在经过生活区净化模块、缓冲区净化模块和岸坡区净化模块的净化处理后，可以有效地去

除污水中的氮、磷及病原菌等污染物质，使排放进入河道的工艺出水完全符合国家要求的

排放标准，从而防止出现河流污染的问题。增强了对污水的净化效果，实现了农村污废水的

有效治理。植草沟9、湿地植物床6、再生利用池7等构成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与河流廊道融为

一体，形成滨岸区域生态景观，为生物提供丰富复杂的生境，增加物种多样性，维护河道8的

生态系统平衡健康，通过循环处理污水，利用有限湿地面积，大大提高污染物质的去除率。

此外，回收的磷酸铵镁晶体可用作缓释性磷肥，再生利用池7可以收获鱼、水禽等水产品，从

而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和氮磷营养物转化为经济效益，最终使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有效

结合。

[0055] 当然，本实用新型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例，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及其实质的

情况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当可根据本实用新型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

相应的改变和变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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