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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对采油污水人工湿地生

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是在利用人工

湿地处理采油高盐污水时通过对潜流人工湿地

和表面流人工湿地进行生态配置改造实现冬季

达标运行。其中所述潜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

置于土壤基质底部的外围包裹透水无纺布的输

送污水的布水管，以及根系生长于布水管壁内

侧、茎生在布水管壁外侧并长度高于土壤基质层

厚度的芦苇构成；所述表面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

质和生长于基质上的芦苇，水，冬季水生耐盐喜

寒植物，区块放养的鱼、虾、蟹、海虹、贻贝、牡蛎

或蛤蛎以及人工沙子堤坝构成。本发明方法克服

了现有技术的不足，使高盐采油污水人工湿地能

够冬季正常运行，成本低，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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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步骤是：

(1)按重量比5～10:1将采油污水经NaOH、Na2CO3、CaO、Ca(OH)2、NH3·H2O、PAC(聚合氯化

铝)、PAM(聚丙烯酰胺)中的一种或任意两种以上的混合物进行预处理反应2～4h，然后通入

沉淀池或气浮池处理1～10h，除污泥，出水调pH为6～8，制得水质为COD  150～300mg/L、悬

浮物30～50mg/L、石油类10～20mg/L的预处理出水；

(2)将步骤(1)制得的预处理出水通入氧化塘，水力停留时间为3～21天，制得水质为

COD  100～150mg/L、悬浮物20～30mg/L、石油类1～10mg/L的氧化塘出水；其中，氧化塘出水

口设置回流泵站，能将部分氧化塘出水回流至氧化塘进水口，回流比为20％～50％；

(3)将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进入潜流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为0.5～2天，制得

水质为COD60～100mg/L、悬浮物10～20mg/L、石油类1～5mg/L的潜流人工湿地出水；

(4)将步骤(3)制得的潜流人工湿地出水通入表面流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为20～30

天，水力负荷≤0.5m/天，制得水质为COD40～50mg/L、悬浮物10～20mg/L、石油类0.01～

3mg/L、矿化度15000～24000mg/L的表面流人工湿地出水；

其特征在于：

步骤(3)所述潜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置于土壤基质底部的外围包裹透水无纺布的

输送污水的布水管，以及根系生长于布水管壁内侧、茎生在布水管壁外侧并长度高于土壤

基质层厚度的芦苇构成，其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只流经布水

管，将污水的净化单元限定在布水管内，布水管距离地表50～100cm；

步骤(4)所述表面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生长于基质上的芦苇，水，冬季水生耐盐喜

寒植物，区块放养的鱼、虾、蟹、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以及人工沙子堤坝构成，其结构如图

2所示；其中，所述鱼、虾、蟹混合放养，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采用浮体苗绳垂挂或人工沙

子堤坝放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布水管直径10～30cm，网状间隔铺设，间隔距离20～60c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布水管直径20～30cm，网状间隔铺设，间隔距离30～5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冬季水生耐盐喜寒植物是孔石莼，其种植密度为10～40株/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的鱼为鳟鱼，其放养密度为1～5kg/m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的虾为脊尾白虾或南美白虾，其放养密度为0.1～2kg/m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的蟹为大闸蟹，其放养密度为0.5～1kg/m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的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浮体苗绳垂挂或人工堤坝放养的密度

是每亩10％面积的放养量。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人工沙子堤坝的铺设方法是：沿水流方向宽1～5米，长与表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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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湿地相同，沙面斜铺，沙顶端低于水面5～20cm，高度20～40cm，沙子粒径为20-4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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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北方冬季低温条件下，对采油污水人工湿地改造实现达标运行的

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以不同类型湿地组合，适应性的植物、动物搭

配的生态方式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属环保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人工湿地是人为模仿自然湿地净水原理，利用介质、微生物、动植物的物理、化学

和生物的三重协调作用，通过共沉、过滤，吸附，离子交换，植物光合作用，水生动物滤食，微

生物联合代谢，完成污染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转化，实现污水的高效净化。

[0003] 采油污水是指主要指标符合COD≤1000mg/L，悬浮物≤200mg/L，石油类≤200mg/

L，聚合物≤100mg/L、矿化度≤15000mg/L的石油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油田采

出水、钻井污水及联合站内其他类型的含油污水,油田采出水是指从地下采出的含水原油

经脱水、脱盐等处理后分离出来的水。由于地层与采油工艺的不同,采出水的成分十分复

杂,污水中不仅含有原油,还存在各种悬浮物、可溶性盐、有害气体和有机聚合物，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会污染水体、土壤、植物，破坏自然环境。

[0004] 人工湿地作为一种新型生态污水净化处理方法，因为造价低，运行费用低，并具有

景观效应，易于被大众所接受，近年来发展迅速。检索发现人工湿地处理采油污水在国内外

早有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处理效果，中国专利ZL201310309060.7公开了“一种能实现零排

放的人工湿地深度处理采油污水的方法”，其中涉及利用人工湿地深度处理采油污水的方

法。但人工湿地的推广仍然普遍存在突出的制约因素。一是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气温低，严

重抑制微生物的生理活性与繁殖速度，加上植物休眠、枯萎或死亡，人工湿地冬季无法运

行，影响了人工湿地的推广。虽然也有专利涉及采用大棚、植物体覆盖等保温措施，有一定

效果，但人工湿地，尤其是表面流人工湿地面积一般较大，实施工程难度大，投资高，且后期

维护操作复杂，实用性不高；另一方面，采油污水含盐量约为海水的40％～60％，常规的人

工湿地冬季净水植物无法正常生长；第三，潜流人工湿地是人工湿地中应用较广的类型，冬

季净化效果好，但是长期运行根系及污染物积累，易堵塞基质，需要定期更换基质，维护费

用高。

[0005] 经检索，关于冬季低温条件下，组合潜流人工湿地与表面流人工湿地，一是克服潜

流人工湿地长期运行易堵塞、难恢复的问题；二是完善表面流生态组成，利用耐盐喜寒植物

孔石莼弥补湿地冬季植物缺失问题，同时搭配不同水生动物，强化生物净水功能，保证人工

湿地冬季净水效果的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以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还未

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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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

[0007] 本发明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步骤

是：

[0008] (1)按重量比5～10:1将采油污水经NaOH、Na2CO3、CaO、Ca(OH)2、NH3·H2O、PAC(聚合

氯化铝)、PAM(聚丙烯酰胺)中的一种或任意两种以上的混合物进行预处理反应2～4h，然后

通入沉淀池或气浮池处理1～10h，除污泥，出水调pH为6～8，制得水质为COD  150～300mg/

L、悬浮物30～50mg/L、石油类10～20mg/L的预处理出水；

[0009] (2)将步骤(1)制得的预处理出水通入氧化塘，水力停留时间为3～21天，制得水质

为COD  100～150mg/L、悬浮物20～30mg/L、石油类1～10mg/L的氧化塘出水；其中，氧化塘出

水口设置回流泵站，能将部分氧化塘出水回流至氧化塘进水口，回流比为20％～50％；

[0010] (3)将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进入潜流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为0.5～2天，

制得水质为COD60～100mg/L、悬浮物10～20mg/L、石油类1～5mg/L的潜流人工湿地出水；

[0011] (4)将步骤(3)制得的潜流人工湿地出水通入表面流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为20

～30天，水力负荷≤0.5m/天，制得水质为COD40～50mg/L、悬浮物10～20mg/L、石油类0.01

～3mg/L、矿化度15000～24000mg/L的表面流人工湿地出水；

[0012] 其特征在于：

[0013] 步骤(3)所述潜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置于土壤基质底部的外围包裹透水无纺

布的输送污水的布水管，以及根系生长于布水管壁内侧、茎生在布水管壁外侧并长度高于

土壤基质层厚度的芦苇构成，其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只流经布

水管，将污水的净化单元限定在布水管内，布水管距离地表50～100cm；

[0014] 步骤(4)所述表面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生长于基质上的芦苇，水，冬季水生耐

盐喜寒植物，区块放养的鱼、虾、蟹、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以及人工沙子堤坝构成，其结构

如图2所示；其中，所述鱼、虾、蟹混合放养，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采用浮体苗绳垂挂或人

工沙子堤坝放养。

[0015]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3)所

述布水管直径10～30cm，网状间隔铺设，间隔距离20～60cm。

[0016] 其中，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是：步骤(3)所述布水管直径20～30cm，网状间隔铺

设，间隔距离30～50cm。

[0017]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冬季水生耐盐喜寒植物优选是孔石莼，其种植密度为10～40株/m2。

[0018]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鱼优选为鳟鱼，其放养密度为1～5kg/m2。

[0019]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虾优选为脊尾白虾或南美白虾，其放养密度为0.1～2kg/m2。

[0020]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蟹优选为大闸蟹，其放养密度为0.5～1kg/m2。

[0021]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浮体苗绳垂挂或人工堤坝放养的密度优选是每亩10％面积的

放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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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人工沙子堤坝的铺设方法优选是：沿水流方向宽1～5米，长与表面流人工湿地相同，沙面

斜铺，沙顶端低于水面5～20cm，高度20～40cm，沙子粒径为20-40目。

[0023] 本发明公开的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所产

生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通过本发明方法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实现了高盐采油污水人工湿地的冬季

达标运行；

[0025] 2、本发明方法公开的潜流人工湿地，将污水的净化单元限定在布水管内，布水管

外侧不再设置砾石层等基质，仅设置土壤基质保温，布水管根系或污染物堵塞后，只需反冲

洗布水管，易于二次恢复，避免了常规潜流人工湿地堵塞后更换大量基质或废弃。

[0026] 3、本发明在高盐采油污水人工湿地内，创新性的引种耐盐喜寒海洋植物孔石莼，

其繁殖生长期在冬春季，采收盛期在春末夏初。实验证实其可在冬季水温0～10℃，矿化度

24000mg/L的采油污水人工湿地中正常生长，弥补湿地冬季植物缺失问题，构建的“孔石莼

人工湿地”，提供了人工湿地微生物净水及水生动物生长所需的氧气。

[0027] 4、本发明优选的鳟鱼，在冬季水温0～5℃存活，在夏季高温＞25℃死亡，不会造成

外来物种入侵。

[0028] 5、本发明采用鱼、虾、蟹、贻贝、牡蛎、蛤蛎混养，构建生态净水与循环链条，强化人

工湿地内水生动物的净水能力，还可进一步构建经济链条，利用湿地中的水生动物喂养貂、

狐狸等经济动物获得毛皮等附加值产品，提高经济收益。

[0029] 6、本发明的苗绳垂挂放养贻贝、牡蛎，一方面利用其滤食作用净化污水，另一方面

可作为高表面积的人工水草，附着大量净水微生物，增加微生物与污水的净化接触面积。

[0030] 7、本发明的人工沙子堤坝置于各处理单元的末端，有效净化污水，同时沙子可作

为砂滤系统，进一步过滤提升水质。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所述潜流人工湿地结构示意图

[0032] 其中：1、芦苇，2、土壤基质，3、挡土透水无纺布，4、布水管。

[0033] 图2是本发明所述表面流人工湿地结构示意图及冬季运行状态演示。

[0034] 其中：5、孔石莼，6、芦苇空心杆，7、鳟鱼，8、虾，9、大闸蟹，10、浮体，11、贻贝与牡

蛎，12、蛤蜊，13、人工沙子堤坝。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内容进行详细说明。如下所述例子仅是本发明的较

佳实施方式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实施

方式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实施例使用的采油污水为东营市胜利油田某采油厂的联合站内油水分离后获

得的采油污水，主要指标:COD＝300mg/L，悬浮物＝100mg/L，石油类＝50mg/L，聚合物＝

40mg/L、矿化度＝12000mg/L。日处理污水量3000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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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发明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步骤

是：

[0039] (1)向上述采油污水中按重量比5:1的量加入等重量比例混合的NaOH、Ca(OH)2，反

应2.5h，然后通入沉淀池沉淀15h，沉淀池的出水调pH6～8后，制得水质为COD＝150mg/L、悬

浮物＝50mg/L、石油类＝10mg/L的预处理出水。

[0040] (2)将步骤(1)制得的预处理出水通入氧化塘，水力停留时间为20天，制得水质为

COD＝100mg/L、悬浮物＝30mg/L、石油类＝1mg/L的氧化塘出水，氧化塘面积依据污染物负

荷40kgCOD/(104m2.d)，67500m2。

[0041] 氧化塘出水口设置回流泵站，采油污水一般温度较高(40～60℃)，可生化性差，微

生物生存困难，将部分氧化塘出水回流至氧化塘进水口，回流比50％，调节氧化塘进水温

度，改善进水水质，增加降解微生物数量，提高进水氧气浓度,同时回流水中携带或人为添

加的植物腐殖质(如芦苇、碱蓬、柽柳枝等)，可作为微生物可利用的碳源,提高进水BOD5/

CODCr比值，优化生物处理的营养条件，添加量范围为0.3kg/m2。

[0042] (3)将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进入潜流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为2天，制得水

质为COD60mg/L、悬浮物20mg/L、石油类5mg/L的潜流湿地出水；

[0043] 其中，上述潜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置于土壤基质底部的外围包裹透水无纺布

的输送污水的布水管，以及根系生长于布水管壁内侧、茎生在布水管壁外侧并长度高于土

壤基质层厚度的芦苇构成，其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只流经布水

管，将污水的净化单元限定在布水管内，布水管距离地表60～80cm；所述布水管直径25cm，

网状间隔铺设，间隔距离30～40cm。

[0044] (4)将步骤(3)潜流人工湿地出水通入表面流湿地，所述表面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

质和生长于基质上的芦苇，水，冬季水生耐盐喜寒植物，区块放养的鱼、虾、蟹、贻贝、牡蛎或

蛤蛎以及人工沙子堤坝构成，其结构如图2所示；表面流人工湿地种植孔石莼25株/m2，按鳟

鱼1kg/m2、脊尾白虾0.5kg/m2、大闸蟹0.5kg/m2放养，按照每亩水面10％面积的放养量苗绳

垂挂海虹、贻贝。在表面流人工湿地出水口50米处，设置人工堤坝，采用30目沙子铺设，宽4

米，长150米，沙面斜铺，沙顶端低于水面15cm，高度30cm。水力停留时间20d，水力负荷0.3m/

天，制得水质为COD40mg/L、悬浮物10mg/L、石油类0.5mg/L、矿化度20000mg/L的表面流湿地

出水，达到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冬季运行环保标准。

[0045] 上述表面流湿地放养的鳟鱼、脊尾白虾可用于养貂，貂肉喂食狐狸，狐狸肉喂食鳄

鱼，鳄鱼肉又可以喂鱼、貂和狐狸，通过制备貂皮、鳄鱼皮、狐狸皮获得经济利益。

[0046] 循环链条为：

[0047] 需要申明的，湿地中放养的鱼类存在威胁人类健康的风险，为安全起见，不作为水

产品进入市场，仅作为动物的饲料；可以通过制备貂、狐狸、鳄鱼等毛皮获得经济效益。放养

动物后的水可以用于复合湿地的补水，动物的排泄物用于沼气池发酵，为现场工作人员日

常生活提供绿色燃料，发酵后的废渣可以作为芦苇等湿地植物的有机肥料。

[0048] 实施例2

[0049] 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步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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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1)按重量比10:1将采油污水经NaOH进行预处理反应4h，然后通入沉淀池或气浮

池处理10h，除污泥，出水调pH为6～8，制得水质为COD  200mg/L、悬浮物35mg/L、石油类

15mg/L的预处理出水；

[0051] (2)将步骤(1)制得的预处理出水通入氧化塘，水力停留时间为11天，制得水质为

COD  120mg/L、悬浮物25mg/L、石油类6mg/L的氧化塘出水；其中，氧化塘出水口设置回流泵

站，能将部分氧化塘出水回流至氧化塘进水口，回流比为30％；

[0052] (3)将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进入潜流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为1.5天，制得

水质为COD80mg/L、悬浮物15mg/L、石油类3mg/L的潜流人工湿地出水；

[0053] (4)将步骤(3)制得的潜流人工湿地出水通入表面流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为26

天，水力负荷≤0.5m/天，制得水质为COD40mg/L、悬浮物10mg/L、石油类1.5mg/L、矿化度

17000mg/L的表面流人工湿地出水；

[0054] 其中：

[0055] 步骤(3)所述潜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置于土壤基质底部的外围包裹透水无纺

布的输送污水的布水管，以及根系生长于布水管壁内侧、茎生在布水管壁外侧并长度高于

土壤基质层厚度的芦苇构成，其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只流经布

水管，将污水的净化单元限定在布水管内，布水管距离地表70cm；

[0056] 步骤(4)所述表面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生长于基质上的芦苇，水，冬季水生耐

盐喜寒植物，区块放养的鱼、虾、蟹、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以及人工沙子堤坝构成，其结构

如图2所示；其中，所述鱼、虾、蟹混合放养，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采用浮体苗绳垂挂或人

工沙子堤坝放养。

[0057]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3)所

述布水管直径30cm，网状间隔铺设，间隔距离50cm。

[0058]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冬季水生耐盐喜寒植物优选是孔石莼，其种植密度为40株/m2。

[0059]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鱼优选为鳟鱼，其放养密度为3kg/m2。

[0060]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虾优选为脊尾白虾或南美白虾，其放养密度为1kg/m2。

[0061]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蟹优选为大闸蟹，其放养密度为0.7kg/m2。

[0062]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浮体苗绳垂挂或人工堤坝放养的密度优选是每亩10％面积的

放养量。

[0063]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人工沙子堤坝的铺设方法优选是：沿水流方向宽4米，长与表面流人工湿地相同，沙面斜

铺，沙顶端低于水面10cm，高度30cm，沙子粒径为25目。

[0064] 实施例3

[0065] 本发明所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步骤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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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1)向采油污水中按重量比8:1的量加入等重量比例混合的NaOH、CaO、Ca(OH)2，反

应2h，然后通入沉淀池沉淀5h，沉淀池的出水调pH6～8后，制得水质为COD＝180mg/L、悬浮

物＝40mg/L、石油类＝20mg/L的预处理出水。

[0067] (2)将步骤(1)制得的预处理出水通入氧化塘，水力停留时间为7天，制得水质为

COD100mg/L、悬浮物20mg/L、石油类7mg/L的氧化塘出水；其中，氧化塘出水口设置回流泵

站，能将部分氧化塘出水回流至氧化塘进水口，回流比为20％～50％；

[0068] (3)将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进入潜流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为1天，制得水

质为COD60mg/L、悬浮物10mg/L、石油类2mg/L的潜流人工湿地出水；

[0069] (4)将步骤(3)制得的潜流人工湿地出水通入表面流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为20

天，水力负荷≤0.5m/天，制得水质为COD40mg/L、悬浮物10mg/L、石油类0.5mg/L、矿化度

20000mg/L的表面流人工湿地出水；

[0070] 其中：

[0071] 步骤(3)所述潜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置于土壤基质底部的外围包裹透水无纺

布的输送污水的布水管，以及根系生长于布水管壁内侧、茎生在布水管壁外侧并长度高于

土壤基质层厚度的芦苇构成，其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步骤(2)制得的氧化塘出水只流经布

水管，将污水的净化单元限定在布水管内，布水管距离地表100cm；

[0072] 步骤(4)所述表面流人工湿地由土壤基质和生长于基质上的芦苇，水，冬季水生耐

盐喜寒植物，区块放养的鱼、虾、蟹、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以及人工沙子堤坝构成，其结构

如图2所示；其中，所述鱼、虾、蟹混合放养，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采用浮体苗绳垂挂或人

工沙子堤坝放养。

[0073]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3)所

述布水管直径30cm，网状间隔铺设，间隔距离60cm。

[0074]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冬季水生耐盐喜寒植物优选是孔石莼，其种植密度为40株/m2。

[0075]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鱼优选为鳟鱼，其放养密度为5kg/m2。

[0076]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虾优选为脊尾白虾或南美白虾，其放养密度为2kg/m2。

[0077]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蟹优选为大闸蟹，其放养密度为1kg/m2。

[0078]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的海虹、贻贝、牡蛎或蛤蛎浮体苗绳垂挂或人工堤坝放养的密度优选是每亩10％面积的

放养量。

[0079] 上述对采油高盐污水人工湿地生态配置实现冬季达标运行的方法中，步骤(4)所

述人工沙子堤坝的铺设方法优选是：沿水流方向宽3米，长与表面流人工湿地相同，沙面斜

铺，沙顶端低于水面10cm，高度20cm，沙子粒径为2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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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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