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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

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该系统包括：拦河取水单

元、引水单元和下沉式绿地；其中，拦河取水单元

设置在黑臭河道的上游；黑臭河道的每侧分别设

置有引水单元和下沉式绿地，引水单元的入水口

与拦河取水单元的出水口连通，引水单元的出水

口与下沉式绿地的进水口连通；下沉式绿地的表

面自下而上依次设置黏土层、土壤层和砾石层，

土壤层上种植有水生植物；下沉式绿地设置有出

水口，下沉式绿地用于处理黑臭河道内的污水。

本发明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可持续

地长期应用，成本不高，可发挥整体优势，使河道

对黑臭水体的净化处理能力提高，且能改善城市

水体和陆地景观，外溢效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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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拦河取水单元、引水单元和

下沉式绿地(8)；其中，所述拦河取水单元设置在黑臭河道(1)的上游；

所述黑臭河道(1)的每侧分别设置有引水单元和下沉式绿地(8)，引水单元的入水口与

所述拦河取水单元的出水口连通，引水单元的出水口与所述下沉式绿地(8)的进水口连通；

所述下沉式绿地(8)的表面自下而上依次设置黏土层、土壤层和砾石层，所述土壤层上

种植有水生植物(803)；所述下沉式绿地(8)设置有出水口，所述下沉式绿地(8)用于处理黑

臭河道(1)内的污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沉式绿地

(8)包含黑臭河道(1)两岸的绿化带、小区绿地、公共绿地或湖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拦河取水单

元包含沿黑臭河道(1)水流方向依次设置的上游连接段(2)、取水口(3)、拦河闸闸室段(4)

和下游连接段(5)；所述取水口(3)与所述引水单元的入水口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水单元为

引水渠；所述引水渠的渠首设置有曲线沉砂池(6)，所述引水渠的渠尾设置有第一拦污栅

(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沉式绿地

(8)的首端设置有振动筛网(801)；所述下沉式绿地(8)分段布置，每段下沉式绿地(8)低于

地面且设置有溢流坝(80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黏土层的厚

度为50～70cm，所述土壤层的厚度为20～40cm，所述砾石层的厚度为8～12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

(803)包含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或沉水植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出水单元，所述出水单元包含前池(9)、聚水池(11)和水闸(12)；

所述前池(9)的进水口与所述下沉式绿地(8)的出水口连通，所述前池(9)的出水口与

所述聚水池(11)的进水口连通；所述前池(9)和所述聚水池(11)之间设置有第二拦污栅

(10)；

所述水闸(12)的进水口与所述聚水池(11)的出水口连通，所述水闸(12)的出水口与黑

臭河道(1)的下游连通。

9.一种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采用拦河取水单元拦截黑臭河道上游的污水，并将污水引入至引水单元；

步骤2，采用引水单元除去污水中的固体沉淀物和固体漂浮物；

步骤3，采用下沉式绿地内的水生植物对引水单元净化后的污水进一步净化。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引水

单元的渠首采用曲线沉砂池除去固体沉淀物，引水单元的渠尾采用第一拦污栅去除固体悬

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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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河道生态治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

及其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我国城市、乡村河流的生态功能由于人类干扰退化日益严

重，陆地上污染物的大量排入，使大部分河流中氮、磷、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

等污染物严重超标，从而诱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河流水体富营养化、河流黑臭、河流生

物多样性下降、河流底泥垃圾化、河流自净能力和水体景观功能退化等。其中，河流黑臭是

一个关键的河流环境问题，河流黑臭既是其他河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是其他环境问

题导致的结果，是一个难于治理的环境问题，解决河流黑臭是城市河流生态系统、流域生态

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0003] 河流黑臭产生的原因有内、外因：外因主要是大量外源氮、磷、COD、  BOD进入河流

水系，超过了水体的自我氧化分解能力或自净能力，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且处于缺氧状态，

水体中的COD、BOD主要通过厌氧分解的方式进行，结果产生了许多挥发性、气体性小分子有

机物和无机物，如酮类、醛类、醇类、有机酸类、硫化氢、甲烷、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人们靠

近河流时会闻到这些物质散发的臭味。在水体厌氧的条件下，河流中水体和富含有机物的

底泥处于还原状态，有些金属离子如3价的铁、锰被还原成2价，从而形成FeS，MnS等物质，这

些物质沉在底泥中或被释放进入水体，致使河流底泥变黑。内因主要是城市化步伐加快，为

了节约土地，河流两岸常常被硬化，河道收窄，岸边和水中植被减少，导致对河流的输氧能

力下降，从而降低了河流自净能力。另外，水资源被截留，雨污分流的实施，使河流水体的补

充减少，水体流速缓慢，也使河流自净能力下降。

[0004] 针对河流黑臭问题，国内外已开发了不少的治理黑臭的技术。这些技术主要包括

物理、化学、生物生态法。物理方法主要是人工曝气、底泥疏浚、调水冲淤等。人工曝气如鼓

风-扩散曝气、水面转刷曝气、射流曝气、船载移动曝气等；底泥疏浚主要有干床开挖、船载

或岸边抓斗清挖、水力冲挖等；调水冲淤是通过输入清水，把污染物冲走并稀释。化学方法

主要是强化絮泥、化学氧化、化学沉淀等，所使用的化学药剂主要有铁盐、铝盐、改性硅藻土

等混凝剂，双氧化水等氧化剂和生石灰等沉淀剂。生物生态技术包括微生物强化技术、生物

膜技术、植物净化技术等。

[0005] 根据国内外实践，上述任何单一的技术无法根本解决河流黑臭问题，有的还会导

致水体二次污染，可持续利用性不高，且成本偏高。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

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该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可持续地长期应用，成本不高，可发

挥整体优势，使河道对黑臭水体的净化处理能力提高，且能改善城市水体和陆地景观，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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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明显。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8] (一)一种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包括：拦河取水单元、引水单元和下沉式

绿地；其中，所述拦河取水单元设置在黑臭河道的上游；所述黑臭河道的每侧分别设置有引

水单元和下沉式绿地，引水单元的入水口与所述拦河取水单元的出水口连通，引水单元的

出水口与所述下沉式绿地的进水口连通；所述下沉式绿地的表面自下而上依次设置黏土

层、土壤层和砾石层，所述土壤层上种植有水生植物；所述下沉式绿地设置有出水口，所述

下沉式绿地用于处理黑臭河道内的污水。

[0009] 优选的，所述下沉式绿地包含黑臭河道两岸的绿化带、小区绿地、公共绿地或湖

泊。

[0010] 优选的，所述拦河取水单元包含沿黑臭河道水流方向依次设置的上游连接段、取

水口、拦河闸闸室段和下游连接段；所述取水口与所述引水单元的入水口连通。

[0011] 优选的，所述引水单元为引水渠；所述引水渠的渠首设置有曲线沉砂池，所述引水

渠的渠尾设置有第一拦污栅。

[0012] 优选的，所述下沉式绿地的首端设置有振动筛网；所述下沉式绿地分段布置，每段

下沉式绿地低于地面且设置有溢流坝。

[0013] 优选的，所述黏土层的厚度为50～70cm，所述土壤层的厚度为20～40cm，所述砾石

层的厚度为8～12cm。

[0014] 优选的，所述水生植物包含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或沉水植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5] 优选的，所述挺水植物为荷花、千屈菜、菖蒲、黄菖蒲、水葱、再力花、梭鱼草、花叶

芦竹、香蒲、泽泻、旱伞草、芦苇、茭白、灯芯草或小横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6] 优选的，所述浮水植物为菱角、睡莲、凤眼莲、浮萍或眼子菜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7] 优选的，所述沉水植物为丝叶眼子菜、穿叶眼子菜、水菜花、海菜花、海菖蒲、苦草、

金鱼藻、水车前、穗花狐尾藻或黑藻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8] 优选的，还包括出水单元，所述出水单元包含前池、聚水池和水闸；所述前池的进

水口与所述下沉式绿地的出水口连通，所述前池的出水口与所述聚水池的进水口连通；所

述前池和所述聚水池之间设置有第二拦污栅；所述水闸的进水口与所述聚水池的出水口连

通，所述水闸的出水口与黑臭河道的下游连通。

[0019] (二)一种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步骤1，采用拦河取水单元拦截黑臭河道上游的污水，并将污水引入至引水单元；

[0021] 步骤2，采用引水单元除去污水中的固体沉淀物和固体漂浮物；

[0022] 步骤3，采用下沉式绿地内的水生植物对引水单元净化后的污水进一步净化。

[0023] 优选的，步骤2中，引水单元的渠首采用曲线沉砂池除去固体沉淀物，引水单元的

渠尾采用第一拦污栅去除固体悬浮物。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5] 1)使黑臭河道中污水至少从劣五类提升到五类水质，或者从五类水质提升到三或

四类水质；2)根本消除水体黑臭；3)增加城市水体景观面积，提升城市土地和不动产的价

值；4)增加城市生物多样性；5)改善城市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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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图1为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的黑臭河道下沉式绿地处理系统治理污水的流程图；其中，图(a)为

在黑臭河道的两侧选择地质稳定、表面平整、施工条件好的绿化带、小区绿地、城市绿地、水

塘、低洼地；图(b)为拦河闸、上游连接段、下游连接段、护基的设计与实施图；图(c)为引水

渠、第一拦污栅的设计图；图  (d)为下沉绿地图；图(e)为出水单元的设计与实施图；图(f)

为引水单元的设计与实施图。

[0029] 其中：1黑臭河道；2上游连接段；3取水口；4拦河闸闸室段；5  下游连接段；6曲线沉

砂池；7第一拦污栅；8下沉式绿地；801振动筛网；  802溢流坝；803水生植物；9前池；10第二

拦污栅；11聚水池；12水闸。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

会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1] 实施例

[0032] 以西安市皂河为例进行应用，具体如下：

[0033] 皂河是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分支，其横穿西安市，河道水质为劣V类水。将下沉式

绿地8安置在皂河中游，配合下游的西安渭河城市运动公园和西安湖，共同对皂河河水进行

净化。

[0034] 在皂河黑臭河道1的上游设置拦河取水单元，在皂河的两侧分别对应设置引水单

元和下沉式绿地8，通过拦河取水单元拦截皂河内的污水，并通过引水单元将污水引流至下

沉式绿地8形成表面流湿地，通过表面流湿地的净化作用，对河道水质进行改善，从而满足

河道水流可排放的V类水质。

[0035] 1、拦河取水单元

[0036] 拦河取水单元为拦河闸，布置于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与西护公路十字西北角，

拦河闸从上游到下游依次为上游连接段2、取水口3、拦河闸闸室段4、下游连接段5等。拦河

闸闸孔为五孔闸，每孔净宽9m，总净宽45m，每闸孔净高8m，宽9m，长7m。

[0037] (1)上游连接段：上游连接段2主要包括上游铺盖段，上游河道断面过渡段，两者结

合同时布置，以及取水口3。其中，上游铺盖段均采用C25钢筋混凝土结构。下设0.15m厚C15

素混凝土垫层，铺盖在增加防渗长度下兼作阻滑板作用。铺盖顺水流方向长度设计长度为

15m，板厚0.5m，上下游端均设置齿墙，上游齿墙齿深1.5m，下游齿墙齿深1m，齿底水平长度

均为0.5m。上游齿墙斜坡4:3，下游齿墙斜坡2:1。铺盖与拦河闸闸室段4、上游衬砌的伸缩缝

内设橡胶止水带。拦河闸上游铺盖顶高程为分别为392m。

[0038] 上游河道断面过渡段，上游河道为梯形断面，修建过渡段，使梯形断面与矩形断面

顺利过渡，不影响过洪能力。过渡段长15m，高8米，过渡段为平面，过渡段采用C25钢筋混凝

土结构，混凝土结构厚0.65m，并在其后设0.5m 浆砌石挡墙。

[0039] (2)取水口：取水口3延水流方向长9m，高8m，宽与拦河闸宽度一致，取为4m，设计结

构与上游河道断面过渡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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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3)下游连接段：主要包括消力池，下游河道断面过渡段。其中，消力池长为15m，消

力池深为0.5m，斜坡段坡比1:4，斜坡段水平长2m，消力坎高度为0.5m，采用C25钢筋混凝土

结构。下游河道断面过渡段与上游河道断面过渡段相同。

[0041] (4)护基埋深：冲刷深度为1.5m，护基墙基埋深于设计滩面线之下2m。护基结构为

0.65m后混凝土结构，并在其后设0.5m浆砌石挡墙。

[0042] (5)经过试验验算，拦河闸的抗滑稳定系数Kc＝1.4＞1，满足稳定性要求。拦河闸

的上游基底应力σmin＝26Kpa，大于0Kpa；下游基底应力σmax＝187Kpa，小于基岩允许压应力

[σ]＝260Kpa，拦河闸稳定性安全。

[0043] 2、引水单元

[0044] 引水单元采用引水渠，引水单元两岸布置，引水单元位于拦河取水单元的两侧，拦

河取水单元的出水口与引水单元的进水口连通，将皂河内的污水引到河道两侧的引水单

元，采用溢流堰引水，两侧无大型建筑物，地势平坦。其中，引水渠渠首设置曲线沉砂池6，曲

线沉砂池6的进水口设置进水口控制闸；引水渠的渠尾设置第一拦污栅7。

[0045] 引水渠外半径为10m,内半径为9，引水渠为水平圆环布置，沿程无坡降。引水渠内

设排沙渠，排沙渠外半径8m，内半径7m，设坡降为1％。排沙渠道与引水渠之间设置冲砂廊

道，冲砂廊道坡降1:1。进口设置成喇叭形，内设平板闸门。弯道长约15m,直线段长30m，高

2m。引水渠弯段的渠底与渠壁为0.15m 厚C15素混凝土垫层，0.5m的C25钢筋混凝土结构。引

水渠直线段渠底、渠壁为0.4m的C20混泥土硂。

[0046] 皂河内的污水经过拦河取水单元的拦蓄，通过引水单元中的曲线沉砂池6  进行初

步沉淀，去除水中较大的泥沙等固体沉淀物，固体沉淀物在洪水期或流量较大时，通过闸门

泄水被带走。初步沉淀后的河水经过第一拦污栅7去除水中的固体漂浮物，如树叶，树枝，塑

料垃圾等物质。曲线沉砂池6的进水口处的进水口控制闸用于控制引水。

[0047] 其中，第一拦污栅7为平面细格栅，采用钢结构，高2.5m，宽1.5m，厚0.2m；格栅净距

为16mm。

[0048] 3、下沉式绿地

[0049] 将河道两岸不同形态和结构的绿化带、居民小区绿地、公共绿地进行下沉3m，将其

修建成湿地，沿河湿地总长7km，总面积约400000m2。通过种植水生植物803，形成下沉式绿

地8，当河道污水通过下沉式绿地8时，经过植物根系的吸收、吸附、过滤、氧化、分解、沉淀作

用所产生的一系列物理、化学、生物反应，使黑臭水体得到净化，具体各指标及要求见下表

1。

[0050] 表1皂河水质指标表

[0051]

项目指标 COD BOD5 NH3-N TP 

上游(mg/L) 50.9 16 9 0.9 

下游(mg/L) 167.7 52.8 24.8 1.5 

中游(mg/L) 109.3 34.4 16.9 1.2 

Ⅴ类水标准(mg/L) 40 10 2.0 0.4 

超标量(mg/L) 69.3 24.4 14.9 0.8 

去除率(％) 63.4 71 8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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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超标量(kg) 1948.6 686.2 419.0 22.5 

[0052] 本发明的设计流量为0.33m3/s，日径流量为28120.6m3/d，由于河道坡降较小，故采

用表面流湿地。表面流湿地的面积为400000m2。表面流湿地布置在河道与两侧公路过渡绿

化带内，每侧流量0.17m3/s，绿化带下沉3.5m，宽30m,  湿地坡降为2‰。布置的绿化带长度

为6666.7m取7km。

[0053] 按照《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提供的数据计算人工湿地系统污染物去

除效率如表2所示。

[0054] 表2人工湿地系统污染物去除效率(％)

[0055]

人工湿地类型 BOD5 CODcr SS NH3-N TP 

表面流人工湿地 40-70 50-60 50-60 20-50 35-70 

[0056] 在开挖下沉式绿地8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泥土可以作为城市抬高地形修建、人工山

丘修建、绿化、景观改造的基质利用，改变城市基准线，使城市地形多样化，特别是对于平原

型城市具有美化城市景观的作用。

[0057] 表面流湿地从下往上依次为黏土层、土壤层和砾石层。其中，黏土层厚度为60cm，

并分层压实，作为基质，同时也起防渗作用；土壤层厚度为30cm，渗透系数为0 .025～

0.35cm/h的黏土或壤土；砾石层厚度为10cm，粒径为16mm  细砾石。

[0058] 土壤层上种植有水生植物803，水生植物803包含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或沉水植物

中的一种或多种。挺水植物包含荷花、千屈菜、菖蒲、黄菖蒲、水葱、再力花、梭鱼草、花叶芦

竹、香蒲、泽泻、旱伞草、芦苇、茭白、灯芯草或小横脉中的一种或多种。浮水植物包含菱角、

睡莲、凤眼莲、浮萍或眼子菜中的一种或多种。沉水植物包含丝叶眼子菜、穿叶眼子菜、水菜

花、海菜花、海菖蒲、苦草、金鱼藻、水车前、穗花狐尾藻或黑藻中的一种或多种。

[0059] 通过表面流湿地系统的吸附作用、吸收作用、分解作用等物理、化学、生物方法可

以将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分解，对水质产生净化。表面流湿地底面不采用混凝土垫层或防渗

膜进行防渗处理，仅采用黏土进行简单防渗处理，所引河道黑臭水体经过湿地处理以及黏

土层过滤，对地下水污染可以不计，可认为是河水补给地下水，而损失水量可通过加大引流

进行补充。

[0060] 下沉式绿地8分段布置，长100m，宽30m，各单元表面流湿地体积为  12000m3。各段

修建溢流坝802，采用溢流进水。在分段布置末端设置溢流堰，溢流堰选择薄壁堰。堰前水深

为0.5m时，堰上水头为0.02m，故薄壁堰高为  0.48m，薄壁堰堰宽为3cm，采用钢结构。

[0061] 此外，下沉式绿地8可以将湖泊、水景公园、城市绿地纳入其中形成水系，不仅提高

了生态净化系统的规模，更节约了生态景观用水，让净化后的河水有用武之地。

[0062] 同时，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下沉式绿地8可以通过与污水一级强化处理、曝气、生

物膜法、氧化塘等污水处理工艺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下沉式绿地8的处理能力。如抬高水位，

修建阶梯流动蓄水池，放置喷泉，修建碎石多孔滤料滤床，以及氧化塘还原塘等。

[0063] 在下沉式绿地8的首端设置有振动筛网801，振动筛网801处理的固体悬浮物粒径

大小为小于5mm，保证悬浮物能够在下沉式绿地8中流动，不产生堆积即可。主要在固体悬浮

物较多较小时，以及洪水期流量较大时，辅助进一步降低引流中的固体悬浮物，正常工况下

可以不使用。振动筛网801利用机械振动，将水中的固体悬浮物与水进行分离，并将振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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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上截留的纤维杂质卸到固定筛网上，纤维杂质定期进行处理即可。筛网宽1.5m，长5m，首

段高程  397.5m，末端高程397m。

[0064] 经过下沉绿地的净化处理后，河道污水由劣Ⅴ类水被净化为Ⅴ类水标，此时表面

流湿地出水可引入红光公园作为景观用水，而后经出水单元蓄积，再次回到河道，或者用于

农业用水，道路喷洒用水。该过程即净化了河道水质，又产生了生态景观，同时满足了红光

公园的用水需求，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0065] 4、出水单元

[0066] 拦河取水单元的设置使河道上游水位抬高2-3米，导致下沉绿地湿地系统水位高

于河道水位，下沉绿地湿地系统中的水可以从下沉绿地的出水口自流进入河流；也可以从

前池9流入聚水池11，通过水闸12再次返回至下游河道内。水闸12的设置可以控制下沉绿地

中水体停留时间，也可以防止河道内水体倒灌。

[0067] 其中，前池9选择侧正向进水到前池9，来水方向与出水方向一致，坡降为1:30，长

60m，前池9的末端，布置聚水池11，聚水池11形状为矩形，聚水池11长60m，宽30米，高4m。两

侧采用浆砌石结构，厚度取为0.5m。湿地底面采用0.2m厚的C25钢筋混凝土结构。下设0.3m

厚C15素混凝土垫层，两侧修建护栏，护栏高1.5m，宽0.1m，长7km。

[0068] 聚水池11主要适用于将出水汇集，因为湿地出水较小，且根据不同时段、季节等流

量也有变化，聚水池11则起缓冲作用，保证水闸12稳定出流。当水闸12流量较大时，抬高水

位减少出水；水闸12流量较小时，降低水位增加出水；水闸12流量与出水流量一致时水位则

不发生变化。

[0069] 第二拦污栅10布置于前池9与聚水池11之间，保证出水物质中的悬浮物质可以通

过水闸12的隧洞即可，粒径约为1cm大小。

[0070] 水闸12修建于红光公园北侧景观水出口，河道两侧同时布置，用于将净化处理后

的水排出。

[0071] 本发明对皂河内污水的具体治理方法如下：

[0072] 采用拦河闸拦蓄皂河内的污水，拦蓄的污水经过曲线沉砂池6沉淀，去除水中较大

的泥沙等固体沉淀物，沉淀物在洪水期或流量较大时，通过闸门泄水被带走。初步沉淀后的

河水经过第一拦污栅7去除水中的较大杂物，如树枝、塑料袋等。第一拦污栅7净化后的水经

过振动筛网801对于水中的较小悬浮物进行去除，使表面流湿地入水TSS达到进水要求，河

道污水通过表面流湿地的物理、生物净化作用后，河道污水由劣Ⅴ类水被净化为Ⅴ类水标，

此时表面流湿地出水可引入红光公园作为景观用水，而后进入前池9和聚水池11，通过水闸

12再次回到河道，可作为农业用水或道路喷洒用水，达到治理河道污水，创建生态景观，节

约公园用水的目的。

[0073] 皂河下沉式绿地8工程处理污水日负荷达28120.6m3/d，其处理规模相当于一个小

型污水处理厂，按每吨水处理费用0.5元计算，皂河下沉式绿地8工程产生的日经济效益约

一万两千五百元。并且，处理后的Ⅴ类水部分供于红光公园，可使红光公园用水减少，甚至

不要求补给；湿地处理后水体可用于城市喷洒用水，按每吨水约0.5元计算，皂河下沉式绿

地8工程产生的日经济效益七千元，故皂河下沉式绿地8工程日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约一万

九千五百元。具体数据见下表2：

[0074] 表2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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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项目 单价/元 数量/m3 效益/万元 

污水处理 0.5 25000，按工程设计水量的90％ 1.25 

出水使用 0.5 14000，按工程设计水量的50％， 0.7 

[0076] 皂河下沉式绿地8工程生态环境效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表现

在净化了河道污水，治理了皂河黑臭，改善了城市生态景观，表面流湿地上种植水生植物

803，产生水景，不仅美化了城市形象，改变了城市景观单一景象。第二个方面主要表现在海

绵城市作用，在降雨时起到蓄水作用，在干旱时起到释放水作用，提高城市适应环境变化能

力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

[0077] 综上所述，皂河下沉式绿地8工程在不影响河道原有功能，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

下，通过人工生态基段建设提高河道的自净能力，使工程出水达到Ⅴ类水标准，改变因河道

水动力不足，流动性较差、缺氧发臭而导致的水体生态系统脆弱而引发的黑臭河道1污染。

且其修建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环境方面都是一项充分利用水资源，改善项目区生态环

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发挥地域资源优势的生态工程。

[0078] 虽然，本说明书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

但在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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