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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

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进

水区、表流人工湿地和出水区；进水区包括进水

管、导流筒和沉泥区，表流人工湿地包括配水石

笼和由多个深沼泽区和浅沼泽区间隔设置构成

的多级沼泽区，出水区包括出水装置和溢流装

置，其中，出水装置包括出水池、放空管和阀门，

溢流装置包括格栅、溢流竖管、溢流支管和出水

管，溢流竖管通过管道与溢流支管相通，两者构

成“H”型结构，溢流竖管下端开口连通出水管，溢

流竖管的上端开口处以及溢流支管上下两端的

开口处均设有格栅。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可

避免杂物堵塞，系统透水性强，污染物去除能力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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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

设置的进水区、表流人工湿地和出水区；

所述的进水区包括进水管(1)、导流筒(3)和沉泥区(4)，进水从进水管(1)进入，经导流

筒(3)进入沉泥区(4)；导流筒(3)上端开口，构成雨水口(2)，所述的沉泥区(4)斜壁与水平

角度不低于55°，进水管(1)距沉泥区(4)底部的水深2～3m，沉泥区(4)表面水力负荷为1.5

～3m3/(m2·h)，沉泥区(4)的池壁为素土夯实后上面铺设100～200mm厚的钢筋混凝土垫层

而成；所述的沉泥区(4)设有排泥管(5)，排泥管(5)上设置排泥阀(6)；

所述的表流人工湿地包括由多个深沼泽区(13)和浅沼泽区(14)间隔设置的多级沼泽

区，该多级沼泽区与沉泥区(4)连接处设有配水石笼(7)；所述的配水石笼(7)为生态网格石

笼，厚度为15～20cm，内部装填碎石、沸石及破碎的加气砖，碎石的体积百分比为30～50％，

沸石的体积百分比为15～30％，破碎的加气砖的体积百分比为30～40％；碎石和沸石的粒

径为15～30mm，破碎加气砖的粒径为3～5cm；加气砖为加气混凝土砌块，是以粉煤灰、石膏、

磷石膏、水泥、铝粉以及水为原料，通过高温蒸压设备加工而成；

所述的出水区包括出水装置和溢流装置，其中，出水装置包括出水池(16)、放空管(22)

和阀门(21)，出水池(16)连通沼泽区，放空管(22)位于出水池(16)底部，放空管(22)上设有

阀门(21)，溢流装置包括格栅(17)、溢流竖管(18)、溢流支管和出水管(23)，溢流竖管(18)

通过管道与溢流支管相通，两者构成“H”型结构，溢流竖管(18)下端开口连通出水管(23)，

溢流竖管(18)的上端开口处以及溢流支管上下两端的开口处均设有格栅(17)；

所述的进水管(1)前还设有弃流井，初期雨水地表径流进入弃流井，进行单独处理或排

入市政污水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后期雨水进入所述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去除污

染物，所述的弃流井为一种改进型容积法弃流井，包括初期雨水进水管、雨水出水管、弃流

井主体、排空管和2个液位浮球开关，初期雨水进水管和雨水出水管连通，弃流井主体设置

在初期雨水进水管、雨水出水管之间，且与雨水进水管和雨水出水管连通，三者构成“T”型

结构，弃流井主体按6～8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积，初期雨水进水管连接

雨水进水口，初期雨水进水管与弃流井主体之间设有进水口阀门，该进水口阀门通过液位

浮球开关控制，弃流井主体满井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雨水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井主

体底部连接排空管，弃流井内雨水通过排空管在18～24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主体内

液位低于10％时，排空管上的阀门自动关闭，进水口阀门打开，雨水再次通过初期雨水进水

管进入弃流井主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深沼泽区(13)和浅沼泽区(14)为两级连续设置，均以素土夯实层为基础，其

上铺设防水膜；所述的深沼泽区(13)水深范围0.3～0.5m，防水膜上铺有15～30cm的石料及

种植土的混合物，石料为体积分数各占50％的碎石和沸石，在深沼泽区(13)种植沉水植物，

包括金鱼藻、眼子菜、黑藻；

所述的浅沼泽区(14)水深范围0～0.3m，防水膜上铺有0～30cm的石料及种植土的混合

物，石料为各占50％体积分数的膨胀多孔蛭石和沸石，膨胀多孔蛭石的粒径为2.5～5mm，在

浅沼泽区(14)种植挺水植物，包括芦苇、茭白、水葱、荷花、菖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表流人工湿地还设有多个人工浮岛(15)，单个人工浮岛(15)的面积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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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2；所述的人工浮岛(15)以轻质材料为载体，包括聚氨酯、泡沫、木头，载体上铺设厚度为

80～100mm的种植土层，种植土为土壤渗透系数大于1×10‑5m/s的表土，种植土层下为填料

层，填料层的厚度为80～100mm，为沸石、颗粒活性炭和破碎的加气砖的混合物，该混合物

中，沸石的体积百分比为30～50％，颗粒活性炭的体积百分比为15～30％，破碎的加气砖的

体积百分比为30～40％，通过调整沸石、颗粒活性炭和破碎的加气砖的体积百分比调整浮

床高度使填料层浸于水中；所述的沸石、颗粒活性炭和破碎的加气砖粒径均小于3c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人工浮岛(15)固定方式为在载体下挂重物、拉铁丝或拉船锚；所述的种植土

层种植不同类型浮水和挺水植物，种植土层内投加蚯蚓，包括赤子爱胜蚓，蚯蚓的投加密度

为50～80条/m2，人工浮岛(15)下悬挂弹性填料或碳素纤维生态草，利用微生物接触氧化作

用去除水中污染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进水管(1)所在水平面为常水位(8)；

所述的溢流竖管(18)与溢流支管之间的连通管道所在的水平面为第一调节水位(9)；

所述的溢流竖管(18)与溢流支管顶部所在的水平面为第二调节水位(11)；

常水位(8)与第一调节水位(9)间的池容为储水区(10)，第一调节水位(9)与第二调节

水位(11)间的池容为调节区(12)；

所述的出水池(16)、储水区(10)和调节区(12)的池容占比为1:2:4，总水力停留时间为

7～10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出水池(16)水深为0.8～1.2m，以素土夯实层为基础，其上铺设防水膜，防水

膜上铺有15～30cm的石料，石料为各占50％体积分数的碎石和沸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溢流装置还包括溢洪道(19)、堤岸(20)和碎石(24)，溢洪道(19)位于堤岸

(20)顶部，碎石(24)位于堤岸(20)底部；暴雨时雨水经位于溢流竖管(18)顶部的格栅(17)

过滤后流过堤岸(20)，经碎石(24)消能后排出；更高水位时，雨水直接经溢洪道(19)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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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工雨水湿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

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及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拥有

良好的“弹性”，下雨时能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再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利用。其本

质是利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手段措施对城市降雨径流进行水量控制、峰值削减、污染

削减和资源化利用。

[0003] 人工雨水湿地是一种通过模拟天然湿地的结构和功能，以雨水沉淀、过滤、净化和

调蓄以及生态景观功能为主，人工建造的、与沼泽类似的、用于径流水质控制和洪峰流量控

制设施。人工湿地一般由进水口、前置塘、沼泽区、出水池、溢流出水口、护坡及驳岸、维护通

道等构成，可有效削减径流污染物，并具有一定的径流总量和径流峰值控制效果。人工雨水

湿地可分为雨水表流湿地和雨水潜流湿地，主要适用于具有一定空间条件的建筑小区、城

市道路、城市绿地、滨江带等区域，尤其适用于对雨水排放水质要求较高或水质污染较严重

的水陆交界地区。

[0004] 近年来，国内外对人工雨水湿地做了大量的研究。CN108640430A公开了一种海绵

城市人工湿地系统，其包括蓄水池、快滤池、表流湿地、MBR膜处理池和下行潜流湿地，蓄水

池里的水通过管道流向快滤池，正常运行时，快滤池里的水通过管道流向表流湿地，表流湿

地里的水通过管道流向下行潜流湿地，下行潜流湿地里的水通过排水管道流到海绵体水系

统中，非正常运行或者需要维修时，快滤池里的水通过管道流向MBR膜处理池，MBR膜处理池

里的水通过排水管道流到海绵体水系统中。该方法的主要缺点是：快滤池易堵塞，且MBR膜

处理运行成本较高、系统管理较复杂。

[0005] CN108975623A公开了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的阶梯式河道滨水湿地渗滤系统，河道、

岸边、护岸，河道设置预处理系统和漂浮湿地净化系统；阶梯式湿地净化系统由三个种植有

不同植物的潜流湿地构成，每个潜流湿地均由土质层、煤渣和绿沸石的混合填料层、粘土层

构成；漂浮湿地净化系统包括种植土层、浮动湿地填料层、轻型蓄积装置、固定装置。该方法

的主要缺点是：进水预处理措施较简单，所设计的湿地系统易于堵塞。

[0006] 现有的人工雨水湿地技术还存在着以下不足：对雨水，尤其是初期雨水地表径流

进行严格预处理的不多，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地面上的一些轻质杂物或者沙石、固体杂物，

很容易随着雨水流到湿地基质内，在渗透过程中易造成透水面层堵塞，从而导致透水性能

下降，需要进行及时的冲洗，维护难度较大；且人工雨水湿地总体结构渗透性不高，去除污

染物能力有限，雨水中含有的有机污染物及氮磷等的去除能力有待提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强化污染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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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可避免杂物堵塞，系统透水性强，污染物去除能力

强。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

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进水区、表流人工湿地和出水区。

[0009] 所述的进水区包括进水管、导流筒和沉泥区，进水从进水管进入，经导流筒进入沉

泥区；导流筒上端开口，构成雨水口，雨水口用于导流筒与大气相通，有利于雨水从进水管

顺畅进入，且暴雨时，部分雨水也会从雨水口进入沉泥区。

[0010] 所述的表流人工湿地包括由多个深沼泽区和浅沼泽区间隔设置的多级沼泽区，该

多级沼泽区与沉泥区连接处设有配水石笼，沉泥区出水经配水石笼分配水流均匀进入深沼

泽区。

[0011] 所述的出水区包括出水装置和溢流装置，其中，出水装置包括出水池、放空管和阀

门，出水池连通沼泽区，放空管位于出水池底部，放空管上设有阀门，溢流装置包括格栅、溢

流竖管、溢流支管和出水管，溢流竖管通过管道与溢流支管相通，两者构成“H”型结构，溢流

竖管下端开口连通出水管，溢流支管下端开口位于出水池，溢流竖管的上端开口处以及溢

流支管上下两端的开口处均设有格栅。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沉泥区斜壁与水平角度不低于55°，进水管距沉泥区底部的水深

2～3m，沉泥区表面水力负荷为1.5～3m3/(m2·h)，沉泥区的池壁为素土夯实后上面铺设100

～200mm厚的钢筋混凝土垫层而成；所述的沉泥区设有排泥管，在排泥泵的作用下，沉泥区

所积污泥从排泥管排出，污泥可自然堆肥后用于草地使用，或自然干化后作为固体废物处

置，排泥管上设置排泥阀，通过排泥阀控制排泥频率，一般15～30天排泥一次。

[0013] 场地有限时，可以在沉泥区内加设斜管或斜板提高沉淀效率，地面上的一些轻质

杂物或者沙石、固体杂物会随着雨水流到沉泥区内，雨水地表径流经沉泥区沉淀预处理后，

可去除绝大部分悬浮物等易造成后续单元透水面层堵塞的物质，保证后续透水性能不下

降。

[0014] 本发明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底部均以素土夯实为基础，在素土夯实上铺设厚度不小

于1.2mm的防水膜，除沉泥区外，其它区域均投放有适量的鱼和虾，增加湿地系统的食物链，

改善水质净化效果。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深沼泽区和浅沼泽区为两级连续设置，通过缺氧和好氧的轮流

作用，提高脱氮除磷的效果；所述的深沼泽区水深范围0.3～0.5m，防水膜上铺有15～30cm

的石料及种植土的混合物，石料为体积分数各占50％的碎石和沸石，在深沼泽区种植沉水

植物，包括金鱼藻、眼子菜、黑藻。

[0016] 所述的浅沼泽区水深范围0～0.3m，防水膜上铺有0～30cm的石料及种植土的混合

物，石料为各占50％体积分数的膨胀多孔蛭石和沸石，膨胀多孔蛭石的粒径为2.5～5mm，在

浅沼泽区种植挺水植物，包括芦苇、茭白、水葱、荷花、菖蒲。

[0017] 所述的配水石笼为生态网格石笼，厚度为15～20cm，内部装填碎石、沸石及破碎的

加气砖，碎石的体积百分比为30～50％，沸石的体积百分比为15～30％，破碎的加气砖的体

积百分比为30～40％，其中，碎石俗称“瓜子片”；加气砖为加气混凝土砌块，是以粉煤灰、石

膏、磷石膏、水泥、铝粉以及水为原料，通过高温蒸压设备加工而成，具有较好的除磷的作

用；沸石对于氨氮的离子交换和吸附作用效果较好，具有较好的脱氮作用。碎石和沸石的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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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15～30mm，破碎加气砖的粒径为3～5cm。

[0018] 所述的表流人工湿地还设有多个人工浮岛，单个人工浮岛的面积为2～9m2；所述

的人工浮岛以聚氨酯、泡沫、木头等轻质材料为载体，载体上铺设种植土层，厚度为80～

100mm，使用土壤渗透系数大于1×10‑5m/s的表土，如不能满足要求，可对原状土进行改良或

直接换土。种植土层下为填料层，填料层的厚度为80～100mm，为沸石、颗粒活性炭和破碎的

加气砖的混合物，该混合物中，沸石的体积百分比为30～50％，颗粒活性炭的体积百分比为

15～30％，破碎的加气砖的体积百分比为30～40％，填料有较好的去除污染物的作用，同时

可通过调整沸石、颗粒活性炭和破碎的加气砖的体积百分比调整浮床高度使填料层浸于水

中；所述的沸石、颗粒活性炭和破碎的加气砖粒径均小于3cm。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的人工浮岛固定方式为在载体下挂重物、拉铁丝或拉船锚；所述的

种植土层种植不同类型浮水和挺水植物，为了提高种人工浮岛种植土层土壤的渗透性，可

加入国内广泛人工饲养的食杂性、耐湿和易繁殖的蚯蚓品种，如赤子爱胜蚓等具良好抗逆

性的蚯蚓，蚯蚓以腐败的植物落叶等的土壤腐植质、动物粪便、土壤细菌等以及这些物质的

分解产物为食，在土壤内可疏通土壤，蚯蚓的投加密度为50～80条/m2，由于人工浮岛浮于

水面干湿度合适，蚯蚓在土壤内掘穴及蚯蚓产生的粪便具有类似活性炭的多孔状结构，都

间接提高了土壤的渗透性，同时蚯蚓可以富集重金属等污染物，对水体中氮、磷及有机物的

有去除作用，利于净化水质。人工浮岛下悬挂弹性填料或碳素纤维生态草，利用微生物接触

氧化作用去除水中污染物。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的进水管所在水平面为常水位，溢流竖管与溢流支管之间的连通

管道所在的水平面为第一调节水位，溢流竖管与溢流支管顶部所在的水平面为第二调节水

位；常水位与第一调节水位间的池容为储水区，第一调节水位与第二调节水位间的池容为

调节区；所述的出水池、储水区和调节区的池容占比为1:2:4，总水力停留时间为7～10天。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的出水池水深为0.8～1.2m，防水膜上铺有15～30cm的石料，石料

为各占50％体积分数的碎石和沸石。打开放空管上的阀门，出水池内经本雨水湿地系统处

理后雨水可经放空管和出水管排出。雨量较大时水位上升至第一调节水位与第二调节水位

时，经格栅去除较大杂物后，通过出水池排出。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的溢流装置还包括溢洪道、堤岸和碎石，溢洪道位于堤岸顶部，碎

石位于堤岸底部；暴雨时雨水经位于溢流竖管顶部的格栅过滤后流过堤岸，经碎石消能后

排出；更高水位时，雨水直接经溢洪道排出。

[0023] 本发明人工雨水湿地系统整体面积一般不大于4000m2，为减少初期雨水地表径流

污染物对人工雨水湿地系统的负担，所述的进水管前还设有弃流井，初期雨水地表径流进

入弃流井，进行单独处理或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

理，后期雨水通过进水管进入所述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去除污染物。所述的弃流井为一种改

进型容积法弃流井，包括初期雨水进水管、雨水出水管、弃流井主体、排空管和2个液位浮球

开关，初期雨水进水管和雨水出水管连通，弃流井主体设置在初期雨水进水管、雨水出水管

之间，且与雨水进水管和雨水出水管连通，三者构成“T”型结构，弃流井主体按6～8mm径流

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积，初期雨水进水管连接雨水进水口，初期雨水进水管与

弃流井主体之间设有进水口阀门，该进水口阀门通过液位浮球开关控制，弃流井主体满井

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雨水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井主体底部连接排空管，弃流井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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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通过排空管在18～24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主体内液位低于10％时，排空管上的阀

门自动关闭，进水口阀门打开，雨水再次通过初期雨水进水管进入弃流井主体。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5] 1、本发明设置了沉泥区对进水进行预处理，雨水地表径流经沉泥区沉淀预处理

后，可去除绝大部分悬浮物等易造成后续单元透水面层堵塞的物质，保证后续透水性能不

下降。设置深沼泽区和浅沼泽区，通过缺氧、好氧、再缺氧、好氧的轮流作用，提高脱氮除磷

及生化处理效果，强化污染物的去除；

[0026] 2、本发明中的配水石笼、深沼泽区、浅沼泽区、人工浮岛、出水池都添加了对污染

物有较好去除效果的填料如沸石和加气砖等，尤其是对氨氮及总磷的去除作用更明显，强

化了系统净化水质的效果；

[0027] 3、本发明通过弃流井、溢流管、溢洪道、堤岸和碎石等结构设计，能高效拦截地表

径流污染，抗水力冲击能力强，使用、维护和施工方便，适用于需要更高效去除雨水等地表

径流污染控制的情况，尤其是需要同步脱氮除磷净化水质时；

[0028] 4、本发明除沉泥区外，在其它区域投放适量的鱼和虾，增加湿地系统的食物链，改

善水质净化效果，并在沼泽区和人工浮岛种植植物，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0029] 5、本发明人工浮岛土壤内引入国内广泛人工饲养的食杂性、耐湿和易繁殖的蚯蚓

品种，如赤子爱胜蚓等具良好抗逆性的蚯蚓，蚯蚓以腐败的植物落叶等的土壤腐植质及分

解产物为食，在疏通土壤提高土壤的透水性的同时，可以富集重金属等污染物并对水体中

氮、磷及有机物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利于水质净化。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的构造示意

图；

[0031] 图中：1‑进水管，2‑雨水口，3‑导流筒，4‑沉泥区，5‑排泥管，6‑排泥阀，7‑配水石

笼，8‑常水位，9‑第一调节水位，10‑储水区，11‑第二调节水位，12‑调节区，13‑深沼泽区，

14‑浅沼泽区，15‑人工浮岛，16‑出水池，17‑格栅，18‑溢流竖管，19‑溢洪道，20‑堤岸，21‑阀

门，22‑放空管，23‑出水管，24‑碎石。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

方案为前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不限于下述的实施例。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按照以下结构参数设

计：

[0035] 初期雨水地表径流弃流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

行集中处理。改进型容积法弃流井按6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积。井内设液

位浮球开关控制进水口阀门，弃流井满井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

井内初期雨水通过排空管在18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内液位低于10％时雨水出水管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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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关闭，新一轮初期雨水再次进入弃流井开始新的循环。

[0036] 本人工雨水湿地系统整体表面积为1500m2。所有区域底部为素土夯实，之上铺设

厚度1.2mm的防水膜。沉泥区4的池壁为素土夯实后上面铺设100‑150mm厚的钢筋混凝土垫

层。

[0037] 进水从进水管1进入、经导流筒3进入沉泥区4，该沉泥区斜壁与水平角度为55°，从

进水管1距沉泥区4底部的水深2米，表面水力负荷宜为1.5m3/(m2·h)。雨水口2用于导流筒3

与大气相通，暴雨时，部分雨水也会从雨水口2进入。因场地有限时，在沉泥区4内加设斜板

提高沉淀效率，其所积污泥从排泥管5排出，自然堆肥15天后用于草地使用。排泥阀6排泥频

率为15天排泥一次。除沉泥区4，在其它区域投放适量的鱼和虾，增加湿地系统的食物链，改

善水质净化效果。

[0038] 沉泥区4出水经配水石笼7分配水流均匀进入深沼泽区13。配水石笼7为生态网格

石笼，厚15cm，内部装填碎石、沸石及破碎的加气砖。碎石、沸石的粒径一般为15～30mm，破

碎加气砖的粒径为3～5cm。碎石、沸石和加气砖比例为：50％：20％：30％。

[0039] 深沼泽区13水深范围0.3‑0.4米，防水膜上铺有15cm的石料及种植土的混合物，石

料为各50％的碎石和沸石。浅沼泽区14水深范围0‑0.3米，防水膜上铺有30cm的石料及种植

土的混合物，石料为各50％膨胀多孔蛭石(粒径2.5‑5mm)和沸石。深沼泽区13和浅沼泽区14

为两级连续设置，通过缺氧和好氧的轮流作用，提高脱氮除磷的效果。深沼泽区13将种植沉

水植物如金鱼藻、眼子菜，浅沼泽区14将种植挺水植物，如芦苇、茭白等。

[0040] 人工浮岛15的单个浮岛面积为4m2。聚氨酯人工浮床上铺设80mm种植土层，种植土

为土壤渗透系数为1×10‑5m/s的表土。种植土层下为厚度为80mm的填料层，含沸石、颗粒活

性炭、加气砖，占比为30％：30％：40％。粒径均小于3cm。采取载体下挂重物的固定浮床方

式。种植土层种植有不同类型浮水和挺水植物。人工浮岛15下悬挂弹性填料。

[0041] 为了提高人工浮岛15中土壤的渗透性，在土壤内投加蚯蚓，投加密度为50条/m2。

常水位8与第一调节水位9间的池容为储水区10，第一调节水位9与第二调节水位11间的池

容为调节区12。出水池16、储水区10和调节区12的池容占比约为1:2:4。总水力停留时间约7

天。出水池16水深为0.8‑1.0米，以素土夯实层为基础，防水膜上铺有15‑30cm的各50％的碎

石和沸石。阀门21打开，出水池16内经本雨水湿地系统处理后雨水可经放空管22和出水管

23排出。雨量较大时水位上升至第一调节水位9与第二调节水位11时，经格栅17去除较大杂

物后，通过出水池16排出，暴雨时经溢流竖管18流过堤岸20，经碎石24等消能设施后排出。

更高水位时，直接经溢洪道19排出。

[0042] 按照以上结构参数设计，该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可以有效净化处理年降

水量为1500～2000毫米的东南沿海及浙江大部等地区(以1750毫米计算)日均降雨径流约

350m3，或有效净化处理年降水量约为1000毫米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日均降雨径流约200m3，对

TSS、COD、TP和TN的削减率分别达到约80％、75％、85％、和70％。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按照以下结构参数设

计：

[0045] 初期雨水地表径流弃流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

行集中处理。改进型容积法弃流井按7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积。井内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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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浮球开关控制进水口阀门，弃流井满井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

井内初期雨水通过排空管在20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内液位低于10％时雨水出水管阀

门关闭，新一轮初期雨水再次进入弃流井开始新的循环。

[0046] 本人工雨水湿地系统整体表面积为2500m2。所有区域底部为素土夯实，之上铺设

厚度1.3mm的防水膜。沉泥区4的池壁为素土夯实后上面铺设120‑160mm厚的钢筋混凝土垫

层。

[0047] 进水从进水管1进入、经导流筒3进入沉泥区4，该沉泥区斜壁与水平角度为58°，从

进水管1距沉泥区4底部的水深2.5米，表面水力负荷宜为2.0m3/(m2·h)。雨水口2用于导流

筒3与大气相通，暴雨时，部分雨水也会从雨水口2进入。因场地有限时，在沉泥区4内加设斜

板提高沉淀效率，其所积污泥从排泥管5排出，自然堆肥20天后用于草地使用。排泥阀6排泥

频率为20天排泥一次。除沉泥区4，在其它区域投放适量的鱼和虾，增加湿地系统的食物链，

改善水质净化效果。

[0048] 沉泥区4出水经配水石笼7分配水流均匀进入深沼泽区13。配水石笼7为生态网格

石笼，厚20cm，内部装填碎石、沸石及破碎的加气砖。碎石、沸石的粒径一般为15～30mm，破

碎加气砖的粒径为3～5cm。碎石、沸石和加气砖比例为：40％：25％：35％。

[0049] 深沼泽区13水深范围0.35‑0.45米，防水膜上铺有25cm的石料及种植土的混合物，

石料为各50％的碎石和沸石。浅沼泽区14水深范围0‑0.3米，防水膜上铺有30cm的石料及种

植土的混合物，石料为各50％膨胀多孔蛭石(粒径2.5‑5mm)和沸石。深沼泽区13和浅沼泽区

14为两级连续设置，通过缺氧和好氧的轮流作用，提高脱氮除磷的效果。深沼泽区13将种植

沉水植物如黑藻、金鱼藻，浅沼泽区14将种植挺水植物，如水葱、荷花等。

[0050] 人工浮岛15的单个浮岛面积为6m2。聚氨酯人工浮床上铺设90mm种植土层，种植土

为土壤渗透系数为1×10‑5m/s的表土。种植土层下为厚度为90mm的填料层，含沸石、颗粒活

性炭、加气砖，占比为40％：25％：35％。粒径均小于3cm。采取船锚的固定浮床方式。种植土

层种植有不同类型浮水和挺水植物。人工浮床下悬挂弹性填料。

[0051] 为了提高人工浮岛15土壤的渗透性，在土壤内投加蚯蚓，投加密度为60条/m2。常

水位8与第一调节水位9间的池容为储水区10，第一调节水位与第二调节水位11间的池容为

调节区12。出水池16、储水区10和调节区12的池容占比约为1:2:4。总水力停留时间约8天。

出水池16水深为0.9‑1.1米，以素土夯实层为基础，防水膜上铺有20‑30cm的各50％的碎石

和沸石。阀门21打开，出水池16内经本雨水湿地系统处理后雨水可经放空管22和出水管23

排出。雨量较大时水位上升至第一调节水位9与第二调节水位11时，经格栅17去除较大杂物

后，通过出水池16排出，暴雨时经溢流竖管18流过堤岸20，经碎石24等消能设施后排出。更

高水位时，直接经溢洪道19排出。

[0052] 按照以上结构参数设计，该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可以有效净化处理年降

水量为1500～2000毫米的东南沿海及浙江大部等地区(以1750毫米计算)日均降雨径流约

550m3，或有效净化处理年降水量约为1000毫米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日均降雨径流约330m3，对

TSS、COD、TP和TN的削减率分别达到约85％、80％、90％、和75％。

[0053] 实施例3

[0054] 一种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按照以下结构参数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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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初期雨水地表径流弃流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

行集中处理。改进型容积法弃流井按8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积。井内设液

位浮球开关控制进水口阀门，弃流井满井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

井内初期雨水通过排空管在24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内液位低于10％时雨水出水管阀

门关闭，新一轮初期雨水再次进入弃流井开始新的循环。

[0056] 本人工雨水湿地系统整体表面积为2500m2。所有区域底部为素土夯实，之上铺设

厚度1.4mm的防水膜。沉泥区4的池壁为素土夯实后上面铺设150‑200mm厚的钢筋混凝土垫

层。

[0057] 进水从进水管1进入，经导流筒3进入沉泥区4，该沉泥区斜壁与水平角度为60°，从

进水管1距沉泥区4底部的水深2.5米，表面水力负荷宜为2.5m3/(m2·h)以下。雨水口2用于

导流筒3与大气相通，暴雨时，部分雨水也会从雨水口2进入。因场地有限时，在沉泥区4内加

设斜板提高沉淀效率，其所积污泥从排泥管5排出自然堆肥25天后用于草地使用。排泥阀6

排泥频率为25天排泥一次。除沉泥区4，在其它区域投放适量的鱼和虾，增加湿地系统的食

物链，改善水质净化效果。

[0058] 沉泥区4出水经配水石笼7分配水流均匀进入深沼泽区13。配水石笼7为生态网格

石笼，厚18cm，内部装填碎石、沸石及破碎的加气砖。碎石、沸石的粒径一般为20～30mm，破

碎加气砖的粒径为3～5cm。碎石、沸石和加气砖比例为：30％：30％：40％。

[0059] 深沼泽区13水深范围0.4‑0.5米，防水膜上铺有30cm的石料及种植土的混合物，石

料为各50％的碎石和沸石。浅沼泽区14水深范围0‑0.3米，防水膜上铺有20cm的石料及种植

土的混合物，石料为各50％膨胀多孔蛭石(粒径2.5‑5mm)和沸石。深沼泽区13和浅沼泽区14

为两级连续设置，通过缺氧和好氧的轮流作用，提高脱氮除磷的效果。深沼泽区13将种植沉

水植物如金鱼藻、眼子菜，浅沼泽区14将种植挺水植物，如芦苇、菖蒲等。

[0060] 人工浮岛15的单个浮岛面积为9m2。聚氨酯人工浮床上铺设100mm种植土层，种植

土为土壤渗透系数为1.2×10‑5m/s的表土。种植土层下为厚度为100mm的填料层，含沸石、颗

粒活性炭、加气砖，占比为50％：20％：30％。粒径均小于3cm。采取拉铁丝的固定浮床方式。

种植土层种植有不同类型浮水和挺水植物。人工浮床下悬挂碳素纤维生态草。

[0061] 为了提高人工浮岛15土壤的渗透性，在土壤内投加蚯蚓，投加密度为80条/m2。常

水位8与第一调节水位9间的池容为储水区10，第一调节水位9与第二调节水位11间的池容

为调节区12。出水池16、储水区10和调节区12的池容占比约为1:2:4。总水力停留时间约10

天。出水池16水深为1.0‑1.2米，以素土夯实层为基础，防水膜上铺有25‑30cm的各50％的碎

石和沸石。阀门21打开，出水池16内经本雨水湿地系统处理后雨水可经放空管22和出水管

23排出。雨量较大时水位上升至第一调节水位9与第二调节水位11时，经格栅17去除较大杂

物后，通过出水池16排出，暴雨时经溢流竖管18流过堤岸20，经碎石24等消能设施后排出。

更高水位时，直接经溢洪道19排出。

[0062] 按照以上结构参数设计，该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可以有效净化处理年降

水量为1500～2000毫米的东南沿海及浙江大部等地区(以1750毫米计算)日均降雨径流约

800m3，或有效净化处理年降水量约为1000毫米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日均降雨径流约450m3，对

TSS、COD、TP和TN的削减率分别达到约90％、85％、95％、和80％。

[0063]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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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一种强化污染物去除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依次

设置的进水区、表流人工湿地和出水区，其中，进水区包括进水管1、导流筒3和沉泥区4，进

水从进水管1进入，经导流筒3进入沉泥区4，导流筒3上端开口，构成雨水口2，雨水口2用于

导流筒3与大气相通，有利于雨水从进水管1顺畅进入，且暴雨时，部分雨水也会从雨水口2

进入沉泥区4。

[0065] 表流人工湿地包括由多个深沼泽区13和浅沼泽区14间隔设置的多级沼泽区，该多

级沼泽区与沉泥区4连接处设有配水石笼7；出水区包括出水装置和溢流装置，其中，出水装

置包括出水池16、放空管22和阀门21，出水池16连通沼泽区，放空管22位于出水池16底部，

放空管22上设有阀门21，溢流装置包括格栅17、溢流竖管18、溢流支管和出水管23，溢流竖

管18通过管道与溢流支管相通，两者构成“H”型结构，溢流竖管18下端开口连通出水管23，

溢流竖管18的上端开口处以及溢流支管上下两端的开口处均设有格栅17。

[0066] 沉泥区4斜壁与水平角度为55°，进水管1距沉泥区4底部的水深3m，沉泥区4表面水

力负荷为3m3/(m2·h)，沉泥区4的池壁为素土夯实后上面铺设100～200mm厚的钢筋混凝土

垫层而成；沉泥区4还设有排泥管5，排泥管5上设置排泥阀6。在排泥泵的作用下，沉泥区4所

积污泥从排泥管5排出，污泥可自然堆肥后用于草地使用，或自然干化后作为固体废物处

置，通过排泥阀6控制排泥频率，20天排泥一次。

[0067] 在沉泥区4内加设斜管提高沉淀效率，地面上的一些轻质杂物或者沙石、固体杂物

会随着雨水流到沉泥区4内，雨水地表径流经沉泥区4沉淀预处理后，可去除绝大部分悬浮

物等易造成后续单元透水面层堵塞的物质，保证后续透水性能不下降。

[0068] 本实施例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底部均以素土夯实为基础，在素土夯实上铺设厚度为

1.4mm的防水膜，除沉泥区外，其它区域均投放有适量的鱼和虾，增加湿地系统的食物链，改

善水质净化效果。

[0069] 深沼泽区13和浅沼泽区14为两级连续设置，深沼泽区13水深范围0.3～0.5m，防水

膜上铺有30cm的石料及种植土的混合物，石料为体积分数各占50％的碎石和沸石，在深沼

泽区13种植沉水植物，包括金鱼藻、眼子菜、黑藻；浅沼泽区14水深范围0～0.3m，防水膜上

铺有0～30cm的石料及种植土的混合物，石料为各占50％体积分数的膨胀多孔蛭石和沸石，

膨胀多孔蛭石的粒径为2.5～5mm，在浅沼泽区14种植挺水植物，包括芦苇、茭白、水葱、荷

花。

[0070] 配水石笼7为生态网格石笼，厚度为20cm，内部装填碎石、沸石及破碎的加气砖，碎

石的体积百分比为50％，沸石的体积百分比为15％，破碎的加气砖的体积百分比为35％；碎

石和沸石的粒径为15～30mm，破碎加气砖的粒径为3～5cm。

[0071] 表流人工湿地还设有多个人工浮岛15，单个人工浮岛15的面积为2m2；人工浮岛15

以轻质材料泡沫为载体，载体上铺设厚度为80mm的种植土层，种植土为土壤渗透系数大于1

×10‑5m/s的表土，种植土层下为填料层，填料层的厚度为80mm，为沸石、颗粒活性炭和破碎

的加气砖的混合物，该混合物中，沸石的体积百分比为50％，颗粒活性炭的体积百分比为

15％，破碎的加气砖的体积百分比为35％，通过调整沸石、颗粒活性炭和破碎的加气砖的体

积百分比调整浮床高度使填料层浸于水中；所述的沸石、颗粒活性炭和破碎的加气砖粒径

均小于3cm。人工浮岛15固定方式为在载体下挂重物；种植土层种植不同类型浮水和挺水植

物，种植土层内投加赤子爱胜蚓，投加密度为50条/m2，人工浮岛15下悬挂弹性填料，利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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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接触氧化作用去除水中污染物。

[0072] 进水管1所在水平面为常水位8，溢流竖管18与溢流支管之间的连通管道所在的水

平面为第一调节水位9，溢流竖管18与溢流支管顶部所在的水平面为第二调节水位11，常水

位8与第一调节水位9间的池容为储水区10，第一调节水位9与第二调节水位11间的池容为

调节区12；出水池16、储水区10和调节区12的池容占比为1:2:4，总水力停留时间为8天。

[0073] 出水池16水深为0.8～1.2m，防水膜上铺有15～30cm的石料，石料为各占50％体积

分数的碎石和沸石。打开放空管22上的阀门21，出水池16内经本雨水湿地系统处理后雨水

可经放空管22和出水管23排出。雨量较大时水位上升至第一调节水位9与第二调节水位11

时，经格栅17去除较大杂物后，通过出水池16排出。

[0074] 溢流装置还包括溢洪道19、堤岸20和碎石24，溢洪道19位于堤岸20顶部，碎石24位

于堤岸20底部；暴雨时雨水经位于溢流竖管18顶部的格栅17过滤后流过堤岸20，经碎石24

消能后排出；更高水位时，雨水直接经溢洪道19排出。

[0075] 进水管1前还设有弃流井，初期雨水地表径流进入弃流井，进行单独处理或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后期雨水进入所述人工雨水湿地系统去除污染物。所述的弃流井为一种改进

型容积法弃流井，包括初期雨水进水管、雨水出水管、弃流井主体、排空管和2个液位浮球开

关，初期雨水进水管和雨水出水管连通，弃流井主体设置在初期雨水进水管、雨水出水管之

间，且与雨水进水管和雨水出水管连通，三者构成“T”型结构，弃流井主体按8mm径流厚度计

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积，初期雨水进水管连接雨水进水口，初期雨水进水管与弃流井

主体之间设有进水口阀门，该进水口阀门通过液位浮球开关控制，弃流井主体满井后进水

口阀门关闭，雨水从雨水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井主体底部连接排空管，弃流井内雨水通过

排空管在18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主体内液位低于10％时，排空管上的阀门自动关闭，

进水口阀门打开，雨水再次通过初期雨水进水管进入弃流井主体。

[0076] 按照以上结构参数设计，该海绵城市建设用人工雨水湿地可以有效净化处理年降

水量为1500～2000毫米的东南沿海及浙江大部等地区(以1750毫米计算)日均降雨径流约

800m3，或有效净化处理年降水量约为1000毫米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日均降雨径流约450m3，对

TSS、COD、TP和TN的削减率分别达到约89％、86％、92％、和83％。

[0077]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9/9 页

12

CN 112158958 B

12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3

CN 112158958 B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RA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