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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雨水资源化的技术领域。一种雨

水资源化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调蓄池，

调蓄池的出口通过第一连接管与1号人工湿地上

部的进口相连，1号人工湿地底部的出口通过第

二连接管与2号人工湿地底部的进口相连，2号人

工湿地上部的出口通过第三连接管与PE-ACF复

合滤芯过滤单元的进口相连接，PE-ACF复合滤芯

过滤单元的出口与排水管相连接。该装置及方法

可实现对地表雨水的高效资源化。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6904790 B

2020.08.25

CN
 1
06
90
47
90
 B



1.一种雨水资源化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调蓄池（1），调蓄池的出口通过第一

连接管（2）与1号人工湿地（4）上部的进口相连，1号人工湿地（4）底部的出口通过第二连接

管（6）与2号人工湿地（7）底部的进口相连，2号人工湿地（7）上部的出口通过第三连接管（9）

与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进口相连接，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出口与排水管（19）

相连接；

所述调蓄池高于1号人工湿地（4），调蓄池上部设有排水口，调蓄池下部通过第一连接

管与1号人工湿地相连；

所述1号人工湿地包括湿地容器体、湿地填料，湿地容器体内的上部设有凹槽（3），凹槽

一侧开有多个出水孔，第一连接管（2）与凹槽（3）相连通，湿地容器体内自下而上依次铺有

砾石、火山岩作为湿地填料，砾石、火山岩的体积比为1:3，上湿地填料部种有菖蒲；

所述2号人工湿地包括湿地容器体、湿地填料，湿地容器体内自下而上依次铺有砾石、

火山岩作为湿地填料，砾石、火山岩的体积比为1:3，湿地填料上部种有菖蒲（5）；所述2号人

工湿地的进口设于湿地容器体下端；所述2号人工湿地的出口设于湿地容器体上部，湿地容

器体出口侧设有凹槽板，凹槽板与湿地容器体出口侧形成凹槽（8），凹槽板上侧开有多个出

水孔，第三连接管（9）与凹槽（8）相连通；

所述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包括不锈钢中心孔管（13）、上固定螺母（10）、上活动端

盖（11）、下固定端盖（12）、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4）、固定的不锈钢丝网

（15）、PP棉（16）、外导流孔管（17）、外集流套管（18）和排水管（19），外集流套管（18）为圆柱

筒体结构，不锈钢中心孔管（13）、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和外导流孔管（17）的一端均焊接

于下固定端盖（12）上，不锈钢中心孔管（13）位于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内，以聚乙烯纤维

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4）填充于不锈钢中心孔管（13）与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之间，固

定的不锈钢丝网（15）位于外导流孔管（17）内，PP棉（16）填充于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与外

导流孔管（17）之间，外导流孔管（17）位于外集流套管（18）内,外集流套管（18）的下端设有

排水管（19），外导流孔管（17）与外集流套管（18）之间形成水腔（20），排水管（19）与水腔相

连通；上活动端盖（11）套在不锈钢中心孔管（13）上，上活动端盖（11）与外导流孔管（17）的

上侧、外集流套管（18）的上侧相接触，上固定螺母（10）位于上活动端盖（11）的上侧，不锈钢

中心孔管（13）与上固定螺母（10）以螺纹连接，不锈钢中心孔管的上端与第三连接管（9）相

连通。

2.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水资源化的处理装置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1）调蓄池对所收集到的雨水进行调节储蓄，调蓄池上部设置有溢流孔，当雨水较大超

过处理量时，雨水通过溢流孔溢出，收集到的雨水通过调蓄池下部的出水孔由第一连接管

进入1号人工湿地；

2）通过第一连接管上的阀门控制进入1号人工湿地的雨水流量，雨水进入1号人工湿地

的凹槽后，通过凹槽内侧多个出水孔进入1号人工湿地，水流方向为自上而下，到达底端后，

由出水孔经第二连接管进入2号人工湿地；

3）通过第二连接管中间的阀门控制进入2号人工湿地的进水流量，水流由2号人工湿地

底端进入，水流方向自下而上，到达上部后由凹槽板上侧的出水孔溢流进入凹槽内，然后由

凹槽一侧的湿地容器体上的出口经第三连接管进入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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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流经第三连接管首先进入所述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不锈钢中心孔管（13），

不锈钢中心孔管（13）  出水孔中流出，随后经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4）和

PP棉的过滤吸附处理，再由外导流孔管（17）导流进入外集流套管内的水腔（20）中，最终汇

流至末端的排水管中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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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雨水资源化的处理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雨水资源化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将雨水资源化的处理装置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地表水资源丰富，年降水量在800-1200mm左右，但时空分布

不均，地表雨水资源快速下渗漏失，导致地下水资源丰富然而地表水缺乏，形成工程性、季

节性缺水问题。

[0003]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国家在西南喀斯特岩溶石山区修建了大量水窖，有效缓解

了岩溶山区旱季人畜饮水和旱地灌溉存在的缺水问题，但是，有大量水窖出现了主要由浊

度（SS）和微生物污染（细菌总数超标）而导致的水质型缺水问题，严重危害到当地人畜的饮

水安全。因此，有效提高水窖收集的雨水水质是解决喀斯特地区地表雨水资源高效利用的

关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雨水资源化的处

理装置及方法，该装置及方法可实现对地表雨水的高效资源化。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雨水资源化的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包括调蓄池1，调蓄池的出口通过第一连接管2与1号人工湿地4上部的进口相连，1号

人工湿地4底部的出口通过第二连接管6与2号人工湿地7底部的进口相连，2号人工湿地7上

部的出口通过第三连接管9与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进口相连接，PE-ACF复合滤芯过

滤单元的出口与排水管19相连接。

[0006] 按上述方案，所述调蓄池高于1号人工湿地4，调蓄池上部设有排水口，调蓄池下部

通过第一连接管与1号人工湿地相连。

[0007] 按上述方案，所述1号人工湿地包括湿地容器体、湿地填料，湿地容器体内的上部

设有凹槽3，凹槽一侧开有多个出水孔，第一连接管2与凹槽3相连通，湿地容器体内自下而

上依次铺有砾石、火山岩作为湿地填料，砾石、火山岩的体积比为1:3，上湿地填料部种有菖

蒲。

[0008] 按上述方案，所述2号人工湿地包括湿地容器体、湿地填料，湿地容器体内自下而

上依次铺有砾石、火山岩作为湿地填料，砾石、火山岩的体积比为1:3，湿地填料上部种有菖

蒲5；所述2号人工湿地的进口设于湿地容器体下端；所述2号人工湿地的出口设于湿地容器

体上部，湿地容器体出口侧设有凹槽板，凹槽板与湿地容器体出口侧形成凹槽8，凹槽板上

侧开有多个出水孔，第三连接管9与凹槽8相连通。

[0009] 按上述方案，所述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包括不锈钢中心孔管13、上固定螺母

10、上活动端盖11、下固定端盖12、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4、固定的不锈钢

丝网15、PP棉16、外导流孔管17、外集流套管18和排水管19，外集流套管18为圆柱筒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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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中心孔管13、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和外导流孔管17的一端均焊接于下固定端盖12

上，不锈钢中心孔管13位于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内，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

14填充于不锈钢中心孔管13与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之间，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位于外导流

孔管17内，PP棉16填充于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与外导流孔管17之间，外导流孔管17位于外

集流套管18内,外集流套管18的下端设有排水管19，外导流孔管17与外集流套管18之间形

成水腔20，排水管19与水腔相连通；上活动端盖11套在不锈钢中心孔管13上，上活动端盖11

与外导流孔管17的上侧、外集流套管18的上侧相接触，上固定螺母10位于上活动端盖11的

上侧，不锈钢中心孔管13与上固定螺母10以螺纹连接，不锈钢中心孔管的上端与第三连接

管9相连通。活性炭纤维毡上有丰富的整齐排列的微孔和有机官能团，可以过滤吸附水中细

小悬浮物、低浓度的有机物、N、P化合物、重金属离子以及微生物及细菌等，以缠绕于活性炭

纤维毡上的聚乙烯纤维阻断了较大颗粒物并抗击了一定的水力冲击，避免了活性炭纤维中

毒并提升了其使用强度，后续的PP棉防止了溢出的活性炭纤维丝进入水体导致二次污染。

[0010] 一种雨水资源化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调蓄池对所收集到的雨水进行调节储蓄，调蓄池上部设置有溢流孔，当雨水较

大超过处理量时，雨水通过溢流孔溢出，收集到的雨水通过调蓄池下部的出水孔由第一连

接管进入1号人工湿地；

[0012] 2）通过第一连接管上的阀门控制进入1号人工湿地的雨水流量，雨水进入1号人工

湿地的凹槽后，通过凹槽内侧多个出水孔进入1号人工湿地，水流方向为自上而下，到达底

端后，由出水孔经第二连接管进入2号人工湿地；

[0013] 3）通过第二连接管中间的阀门控制进入2号人工湿地的进水流量，水流由2号人工

湿地底端进入，水流方向自下而上，到达上部后由凹槽板上侧的出水孔溢流进入凹槽内，然

后由凹槽一侧的湿地容器体上的出口经第三连接管进入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

[0014] 4）水流经第三连接管首先进入所述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不锈钢中心孔管

13，不锈钢中心孔管13  出水孔中流出，随后经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4和PP

棉的过滤吸附处理，再由外导流孔管17导流进入外集流套管内的水腔20中，最终汇流至末

端的排水管中出水。

[0015] 本发明采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技术与卷式PE纤维网-活性炭纤维毡复合吸附技

术相结合的处理工艺方法，能够实现对地表雨水的高效资源化，同时PE纤维网与活性炭纤

维毡的复合使用技术，大大提高了活性炭纤维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强度。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利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对雨水进行预处理，雨水经过基

质的过滤吸附作用、植物的吸收作用和基质中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其中的SS、COD、总氮、总

磷等指标均得到有效削减，再通过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过滤吸附作用，使得出水得

到极大的净化，基本满足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同时采用聚乙烯纤维网对活性炭纤维毡整

体进行致密网状结构的缠绕包裹，使得大分子颗粒物被有效拦截，而且也抵消了一定的水

力冲击，使得活性炭纤维毡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强度等均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而且PE-ACF

复合滤芯过滤单元各个吸附层相对独立，使用中换洗操作十分方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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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2为本发明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聚乙烯纤维网对活性炭纤维毡的缠绕包裹示意图（成网状）。

[0020] 其中：1.调蓄池，2.第一连接管，3.凹槽，4.  1号人工湿地，5.菖蒲，6.  第二连接

管，7.  2号人工湿地，8.凹槽，9.第三连接管，10.上固定螺母，11.上活动端盖，12.下固定端

盖，13.不锈钢中心孔管，14.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5.固定的不锈钢丝网，

16.PP棉，17.外导流孔管，18.外集流套管，19.排水管，20.水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2] 如图1、图2、图3所示，一种雨水资源化的处理装置，包括调蓄池1，调蓄池的出口通

过第一连接管2与1号人工湿地4上部的进口（为凹槽3的口）相连，1号人工湿地4底部的出口

通过第二连接管6与2号人工湿地7底部的进口相连，2号人工湿地7上部的出口通过第三连

接管9与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进口相连接，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出口与排水

管19相连接。

[0023] 第一连接管2、第二连接管6、第三连接管9上均设有阀门。

[0024] 所述调蓄池高于1号人工湿地4（设于高处，调蓄池的水能自流入1号人工湿地4

内），调蓄池上部设有排水口，调蓄池下部通过第一连接管与1号人工湿地相连。

[0025] 所述1号人工湿地包括湿地容器体（或称池体）、湿地填料，湿地容器体内的上部设

有凹槽3（所述1号人工湿地进口设于湿地上部），凹槽一侧开有多个出水孔，第一连接管2与

凹槽3相连通，湿地容器体内自下而上依次铺有砾石、火山岩作为湿地填料，砾石、火山岩的

体积比为1:3，上湿地填料部种有菖蒲。

[0026] 所述2号人工湿地包括湿地容器体、湿地填料，湿地容器体内自下而上依次铺有砾

石、火山岩作为湿地填料，砾石、火山岩的体积比为1:3，湿地填料上部种有菖蒲5；所述2号

人工湿地的进口设于湿地容器体下端；所述2号人工湿地的出口设于湿地容器体上部（凹槽

一侧的湿地容器体上的出口），湿地容器体出口侧设有凹槽板，凹槽板与湿地容器体出口侧

形成凹槽8，凹槽板上侧开有多个出水孔，第三连接管9与凹槽8相连通。

[0027] 两座潜流型的1、2号人工湿地经过复合，一个水流自上而下，另一个水流自下而

上，雨水首先进入下行池，经过湿地填料（或称基质）的过滤作用、植物的吸收作用以及湿地

填料（或称基质）中微生物的降解作用，雨水得到初步净化，随后雨水经上行池向上漫流的

过程中，再次经历上述三个作用的处理，水体得到进一步净化。

[0028] 所述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或称复合滤芯过滤单元）包括不锈钢中心孔管13、

上固定螺母10、上活动端盖11、下固定端盖12、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4、固

定的不锈钢丝网15、PP棉16、外导流孔管17、外集流套管18和排水管19，外集流套管18为圆

柱筒体结构（整个复合滤芯过滤装置为圆柱筒体结构），不锈钢中心孔管（即钢管上开有出

水孔，位于整个装置的中心）13、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和外导流孔管（外导流孔管上开有出

水孔，用于水流过）17的一端（另一端悬空，并平齐）均焊接于下固定端盖12上，不锈钢中心

孔管13位于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内，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4填充于不锈钢

中心孔管13与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之间，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位于外导流孔管17内，PP棉

16填充于固定的不锈钢丝网15与外导流孔管17之间，外导流孔管17位于外集流套管18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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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集流套管18的下端（即图1中的右端）设有排水管19，外导流孔管17与外集流套管18之间

形成水腔20，排水管19与水腔相连通；上活动端盖11套在不锈钢中心孔管13上（上活动端盖

11的中部开有孔，不锈钢中心孔管13穿过其孔），上活动端盖11与外导流孔管17的上侧（即

图1中的左侧）、外集流套管18的上侧（即图1中的左侧）相接触，上固定螺母10位于上活动端

盖11的上侧（即图1中的左侧），不锈钢中心孔管13与上固定螺母10以螺纹连接（即将水腔密

封），不锈钢中心孔管的上端（即图1中的左端）与第三连接管9相连通。活性炭纤维毡上有丰

富的整齐排列的微孔和有机官能团，可以过滤吸附水中细小悬浮物、低浓度的有机物、N、P

化合物、重金属离子以及微生物及细菌等，缠绕于活性炭纤维毡上的聚乙烯纤维网阻断了

较大颗粒物并抗击了一定的水力冲击，避免了活性炭纤维中毒并提升了其使用强度，后续

的PP棉防止了溢出的活性炭纤维丝进入水体导致二次污染。

[0029] 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4由活性炭纤维毡和聚乙烯纤维网（聚乙烯

复合纤维）组成，活性炭纤维毡以聚乙烯纤维网缠绕包裹。

[0030] 所述上活动端盖和下固定端盖将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PP棉、固

定的不锈钢丝网15、外导流孔管密封于不锈钢中心孔管外，所述不锈钢中心孔管和外导流

孔管上有多个出水孔。

[0031] 一种雨水资源化的处理方法（采用本处理装置进行雨水资源化处理的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32] 1）调蓄池对所收集到的雨水进行调节储蓄，调蓄池上部设置有溢流孔，当雨水较

大超过处理量时，雨水通过溢流孔溢出，收集到的雨水通过调蓄池下部的出水孔由第一连

接管进入1号人工湿地；

[0033] 2）通过第一连接管上的阀门（1号阀门）控制进入1号人工湿地的雨水流量，雨水进

入1号人工湿地的凹槽后，通过凹槽内侧多个出水孔进入1号人工湿地，水流方向为自上而

下，到达底端后，由出水孔经第二连接管进入2号人工湿地；

[0034] 3）通过第二连接管中间的阀门（2号阀门）控制进入2号人工湿地的进水流量，水流

由2号人工湿地底端进入，水流方向自下而上，到达上部后由凹槽板上侧的出水孔溢流进入

凹槽内，然后由凹槽一侧的湿地容器体上的出口（出水孔）经第三连接管进入PE-ACF复合滤

芯过滤单元；

[0035] 4）水流经第三连接管首先进入所述PE-ACF复合滤芯过滤单元的不锈钢中心孔管

13，不锈钢中心孔管13  出水孔中流出，随后经以聚乙烯纤维网包裹的活性炭纤维毡14和PP

棉的过滤吸附处理，再由外导流孔管17导流进入外集流套管内的水腔20中，最终汇流至末

端（下端）的排水管中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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