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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

的人工湿地，包括进水系统、湿地填料单元、高畦

模块和出水系统；所述的高畦模块间隔设置在湿

地填料单元的顶部，所述的进水系统根据水量负

荷和水体污染负荷的大小，使水流以漫过高畦模

块的方式或者以“S”型方式在高畦模块之间流

动，同时沿着水流方向，在湿地填料单元的出水

端还安装出水系统。相比于传统表流湿地，处理

单元更加灵活多变，能做到根据水力负荷灵活调

节湿地的构筑和运行方式，能够提高湿地对高污

染负荷污水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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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水系统、湿地填料单

元、高畦模块和出水系统；所述的高畦模块为可更换、可移动的模块，其间隔设置在湿地填

料单元的顶部，所述高畦模块与湿地填料单元的表面形成了高低畦，所述的进水系统根据

水量负荷和水体污染负荷的大小，使水流以漫过高畦模块的方式或者以“S”型方式在高畦

模块之间流动，同时沿着水流方向，在湿地填料单元的出水端还安装出水系统；

所述的高畦模块的外壳设置为梯形块形式，在外壳的四周均匀固定有用于高畦模块单

元的吊装、搬运、构建用的环状结构。

2.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畦

模块的数量根据水质处理要求及季节变化增加或者减少。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畦模

块的大小及在湿地中的构筑位置根据水质处理要求及季节变化调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的内

部基质为砂土；外壳采用多孔材质。

5.  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畦

模块单元的植物选取具有季节特色的植物，按不同季节的季节特点选取当季的优势种并与

不同植物类型搭配种植。

6.  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水

系统包括布水渠、进水口、三角堰以及盖板，所述的布水渠的下部设置进水口，布水渠的内

壁上部设置多个三角堰；在布水渠顶部设置盖板。

7.  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水

系统包括集水渠、出水口、溢流堰和盖板，集水渠的末端是出水口，顶部是盖板，侧壁的顶部

设置溢流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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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生态净化领域，涉及一种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

背景技术

[0002] 人工湿地是在自然湿地降解污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污水生态处理技

术，是经由人工监督建造的湿地系统。人工湿地不仅能有效的去除污水中的悬浮物、氮磷

等，还对病原微生物、重金属、藻毒素等外源生物活性物质有高效的去除作用，并且经由人

工湿地处理的污水能满足诸多行业的用水需求。该工艺与传统的污水处理系统相比，不仅

具有建造、运行、管理费用低(投资和日常运行费用仅为常规二级污水处理厂的1/5～2/3和

1/10～1/3)，还具有操作管理简单，抗冲击能力强等优点，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0003] 表面流人工湿地具有投资小、运行管理费用低、及生态观赏性等优点，是目前最常

用的一种人工湿地。但是这种类型的人工湿地抗冲击负荷能力差，处理效果受温度影响大

等缺点，限制了其大面积推广。高低畦的构造运行方式能够提高人工湿地的处理效果，通过

高畦、低畦的交替运行模式，能够优化系统水利条件，减少水流“死区”，增加系统溶解氧水

平，提高人工湿地的处理效果。同时由于污水的成分和水量往往随季节变化幅度较大，传统

的表流湿地难以根据污水的实际情况及季节变化对运行方式进行及时调整，因此，找到一

种能根据污水的实际水文特征来改变湿地运行方式的模式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将湿地单

元模块化构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湿地模块化技术是当前国内外人工湿地工程中

的一项新兴技术，目前这种技术主要是将人工湿地整体模块化进行后续的装配及运行管理

等操作，虽然这种技术能够增强人工湿地的处理效果，也有利于人工调配管理，但是这种模

块单元普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工湿地的建设投资、运营成本，并且系统运行方式

没有得到优化，“死水区”及基质堵塞等问题不能得到改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能够解决一些传统人工湿地在建造上的难题，比如建设区无法长期使用等

问题，同时它还对湿地系统的水利条件起到一定的优化作用。本发明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根

据来水水质及水量相应的增减处理模块，不仅能保证合理利用资源的同时，而且保证了高

效的处理能力。

[0005] 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6] 高低畦型可模块化构建的人工湿地，包括进水系统、湿地填料单元、高畦模块和出

水系统；所述的高畦模块为可更换、可移动的模块，其间隔设置在湿地填料单元的顶部，所

述的进水系统根据水量负荷和水体污染负荷的大小，使水流以漫过高畦模块的方式或者以

“S”型方式在高畦模块之间流动，同时沿着水流方向，在湿地填料单元的出水端还安装出水

系统。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高畦模块为可更换模块。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高畦模块与湿地填料单元的表面形成了高低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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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高畦模块的数量、大小及布置方式可以根据水质处理要求及季

节变换增加或者减少。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高畦模块植物种植种类及密度可根据季节及有机负荷调整。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进水系统包括布水渠、进水口、三角堰以及盖板，所述的布水渠

的下部设置进水口，布水渠的内壁上部设置多个三角堰，使得表流湿地系统布水均匀；在布

水渠顶部设置盖板。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湿地填料单元的湿地填料床长宽比控制在3:1～5:1；表流湿地

水深宜为0.3m～0.5m，水力坡度宜小于0.5％。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湿地填料单元的基质填料从下至上分别由大粒径砾石、小粒径

砾石、砂土和当地表层种植土，各部分构筑厚度的比例为1:1:1:2，在表层种植土内种植有

挺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

[0014] 进一步的，高畦模块单元外壳设置为梯形块形式，在其四周可均匀固定一些直径

为10cm的环状结构，用于高畦模块单元的吊装、搬运、构建等。外壳的内部基质可采用具有

一定粒径的砂土；外壳采用具多孔材质。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出水系统包括集水渠、出水口、溢流堰和盖板，集水渠的末端是

出水口，顶部是盖板，侧壁的顶部设置溢流堰。出水系统的集水渠、出水口、盖板做法可参照

进水系统相关构筑物的做法建设，集水渠的末端是出水口，顶部是盖板，侧壁的顶部设置溢

流堰，溢流堰的设置要结合进水系统的三角堰高度，溢流堰的高度不能超过三角堰的高度，

否则水流不畅。

[0016] 具体的运行方法如下：

[0017] 人工湿地构建完成后，当季节温度适宜，来水水量大，水体污染负荷低时，湿地水

流以漫过高畦模块的方式运行，进水先由低畦漫过高畦，又从高畦回到低畦，呈现“低畦—

高畦-低畦”交替的模式，这种流动模式使得部分水流出现向上翻涌的情况，因此有利于增

加水中的溶解氧，改善水流水利条件，减少湿地系统的“死水区”，有利于提高污水处理效

果。污水通过基质的截留、吸附，植物吸收转化，微生物生长利用等共同作用净化水质。处理

后的水经由溢流堰跌入集水渠中，最终通过排水口排走。

[0018] 当进水水力负荷较小或有机污染负荷较高时，湿地水流以“S”型方式流动，这样的

运行方式，增加了污水行进路程，基质的截留与吸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延长了水力停留时

间，微生物作用时间增长，同时也增加了污水与植物的接触时间与面积，有利于污染物的去

除。

[0019] 在湿地实际运行时，还可以根据水质水量情况，具体的调节湿地的运行方式，例

如，当湿地植物不适于当前污水处理时，可根据需要适时更换高畦模块，以更换湿地植物种

类或类型；当前模块数量不满足水质处理要求时，可适时增加模块数量，以满足处理要求。

[0020] 本发明在在传统表流湿地的基础上，构建湿地的畦型处理模块，不仅适用了新建

人工湿地工程，而且能够用于原有人工湿地工程的技术优化。这种高低畦型模块化湿地能

够根据污水的浓度情况，调整畦型模块的构筑方式，改善湿地的水流方式，增强系统的溶解

氧，做到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高低畦型模块化人工湿地是一种低能耗的工艺，能够充分

发挥人工湿地的建设费用低、管理方便等优点，大大降低了系统的成本，同时也改变了以往

普通人工湿地抗冲击负荷能力低的问题。另外，这种湿地能够避免长时间运行造成的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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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延长湿地的使用寿命。

[0021]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2] 1、运行费用低，模块化的方式使植物运行管理方便。

[0023] 2、相比于传统表流湿地，处理单元更加灵活多变，能做到根据水力负荷灵活调节

湿地的构筑和运行方式，能够提高湿地对高污染负荷污水的处理能力。

[0024] 3、可实现随季节变化而选择湿地植物，保证人工湿地的长期运行效果。

[0025] 4、高低畦有利于增加湿地溶解氧，增强水的流动作用，避免运行过程中出现死水

区。

[0026] 5、在保证处理效果的同时，还有一定的景观作用。

附图说明

[0027] 图1：高低畦型可模块化人工湿地构成及其运行时的剖面图。

[0028] 图2：高低畦型可模块化人工湿地在水力负荷较大时的俯视图。

[0029] 图3：高低畦型可模块化人工湿地在水力负荷较小时的俯视图。

[0030] 图4：高畦模块剖面示意图。

[0031] 其中，1、布水渠；2、外壁；3、内壁；4、进水口；5、三角堰；6、盖板；7、填料；8、高畦模

块单元；9、集水渠；10、出水口；11、溢流堰；12、高畦模块单元植物；13、套管；14、微孔筛网；

15、铁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实例及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3] 实例1：

[0034] 湿地填料单元主体结构采用烧结砖垒砌而成，水泥抹面，内衬防水材料。填料7以

大粒径砾石、小粒径砾石、砂土和当地表层种植土作为填料床，按照从下至上的顺序填充，

构筑比例为:1:1:1:2，湿地填料床长宽比为3:1，坡度为0.4％。并在床体表面搭配种植芦

苇、香蒲、金鱼藻、浮萍等水生植物，挺水植物的种植密度为9株/m2～25株/m2，浮水植物和沉

水植物的种植密度为3株/m2～9株/m2。

[0035] 如图1所示，高低畦型模块化人工湿地系统包括前置布水系统、湿地填料单元、高

畦模块单元8、出水系统。前置进水系统包括布水渠1、进水口4、三角堰5以及盖板6组成。其

中布水渠1的外壁2采用烧结砖垒砌而成，水泥抹面，内壁3衬防水材料。在制作进水口4和三

角堰5时要安装套管13，并且三角堰5在湿地内壁3上部等距布设。高畦模块8放置于表层种

植土之上，并且等距放置。

[0036] 出水系统包括集水渠9、出水口10、溢流堰11；出水系统的集水渠、出水口、盖板做

法可参照进水系统相关构筑物的做法建设，集水渠的末端是出水口，顶部是盖板，侧壁的顶

部设置溢流堰，溢流堰的设置要结合进水系统的三角堰高度，溢流堰的高度不能超过三角

堰的高度，否则水流不畅。

[0037] 盖板材质可以选用预制板，为了美观等也可以铺设木栈道。

[0038] 高畦模块单元8外壳设置为梯形块形式，构筑材料选用具有一定强度的多孔材质

(内衬具有一定孔径的微孔筛网14)，如多孔塑料板等，在其四周可均匀固定一些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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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的铁环15，用于高畦模块单元的吊装、搬运、构建等。内部基质可采用具有一定粒径的

砂土。在高畦模块单元植物12选取方面，可以选取具有季节特色的植物，按不同季节的季节

特点选取当季的优势种，例如夏季可种植芦苇、香蒲等，冬季可种植鸢尾、金鱼藻、菹草等。

[0039] 当水力负荷较大时，此时进水流量大，水流状态如图2所示。水面没过高畦模块流

动，上层水流水平流动，下层水流遇到高畦模块时，受到地形影响产生翻涌，增加了水体当

中的溶解氧，水流经过低畦——高畦——低畦——高畦的循环，污水中的污染物通过基质

的截留、吸附，植物吸收转化，微生物生长利用等共同作用净化水质，出水经由溢流堰跌入

集水渠，最终由出水口排走。

[0040] 当来水水质发生变动，污染负荷增大时，为保证人工湿地系统的处理效果，此时可

以增加高畦模块8的数量。

[0041] 实例2：

[0042] 本实例中的湿地构筑方式与实例1基本相同。湿地填料床长宽比为5:1，坡度为

0.5％。污水还是经由布水渠1三角堰5均匀布水后，流入湿地基质单元，水流漫过溢流堰11

跌入集水渠9后，由出水口10排走。水量变小时，污染负荷较高，水流状态如图3所示。湿地水

量小，水位没有没过高畦模块，而是沿着高低畦形成的渠道流动，即形成“S”型水路。进水由

三角堰流入湿地低畦区，受到高畦地形影响，水流只能在低畦区里流动，这种模式增加了湿

地的水力停留时间，基质吸附、植物吸收与截留、微生物处理的水体污染物也会相应增加，

这样便增强了湿地的处理效果。

[0043] 实例3：

[0044] 本实例中的构筑方式与污水流动方式与实例2相似，区别在于在冬季湿地运行时，

培育适合冬季生长的植物来构建高畦模块，如鸢尾、金鱼藻、菹草等，同时冬季运行气温低，

水质波动大植物难免会死亡一部分，为了保证处理效果，模块化人工湿地可以随时补充湿

地植物。

[0045]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

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

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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