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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处理效率高、

适用范围广的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以对

生态农庄的生活污水、养殖污水和农田排水进行

处理和循环利用，减少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

放。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生态农庄污

水循环处理系统，具有外部水源和分别产生生活

污水、养殖污水和农田排水的生活区、养殖区和

农田区，外部水源经引水系统为生态河道、农田

区的节水灌溉系统、生活区和养殖区供水；生活

区的生活污水排放通道经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连

通节水灌溉系统；养殖区的养殖污水排放通道经

养殖污水处理系统连通节水灌溉系统。本实用新

型适用于生态环境工程技术领域，可应用于生态

农庄污水生态净化与循环利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208898700 U

2019.05.24

CN
 2
08
89
87
00
 U



1.一种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具有外部水源(1)和分别产生生活污水、养殖污水

和农田排水的生活区(2)、养殖区(3)和农田区(4)，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部水源(1)经引水系统(6)为生态河道(7)、所述农田区(4)的节水灌溉系统

(401)、所述生活区(2)和养殖区(3)供水；

所述生活区(2)的生活污水排放通道经生活污水处理系统(201)连通所述节水灌溉系

统(401)；所述养殖区(3)的养殖污水排放通道经养殖污水处理系统(301)连通所述节水灌

溉系统(401)；

所述农田区(4)的农田排水通道经农田排水净化系统(402)后分别连通所述生态河道

(7)和生态塘(8)，且对应生态河道(7)和生态塘(8)均设有阀门Ⅰ；

所述生态河道(7)分别连通所述生态塘(8)和下游水系(9)，且对应生态塘(8)和下游水

系(9)均设有阀门Ⅱ；

所述生态塘(8)分别连通所述节水灌溉系统(401)和下游水系(9)，且对应节水灌溉系

统(401)和下游水系(9)均设有阀门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水系统(6)

具有净水设施(601)、泵站(602)、蓄水池(603)、输水管道(604)和引水渠(605)，所述外部水

源(1)依次经净水设施(601)、泵站(602)、蓄水池(603)和输水管道(604)为所述生活区(2)

和养殖区(3)供水，外部水源(1)经引水渠(605)为所述农田区(4)的节水灌溉系统(401)供

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活污水处理

系统(201)具有污水管网Ⅰ(2011)、化粪池(2012)和人工湿地(2013)，所述生活区(2)的生活

污水依次经污水管网Ⅰ(2011)、化粪池(2012)和人工湿地(2013)后为所述农田区(4)的节水

灌溉系统(401)供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湿地

(2013)采用垂直潜流湿地(30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污水处理

系统(301)具有污水管网Ⅱ(3011)、格栅(3012)、厌氧池(3013)、好氧池(3014)、潜流湿地

(3015)和表流湿地(3016)，所述养殖区(3)的养殖污水依次经污水管网Ⅱ(3011)、格栅

(3012)、厌氧池(3013)、好氧池(3014)、潜流湿地(3015)和表流湿地(3016)后为所述农田区

(4)的节水灌溉系统(401)供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潜流湿地

(3015)采用水平潜流湿地(3015)和垂直潜流湿地(3015)组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农田排水净化

系统(402)具有生态沟渠(402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沟渠

(4021)内回填有砂砾石填料并种植有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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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适用于生态环境工程技术领

域，可应用于生态农庄污水生态净化与循环利用。

背景技术

[0002] 生态农庄的总体定位为综合型现代科技农业休闲园，以绿色、清洁、有机的能源和

农产品为核心，兼具休闲旅游、农业生产和科技展示等多种功能。水是生态农庄建设的重要

内容之一。生态农庄主要用水需求一般包括生活用水、生产用水以及生态景观用水。

[0003] 根据污水来源和污染物类型，生态农庄主要有生活污水、养殖污水、农田排水等3

种污水类型。其中生活污水主要是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包括餐厨废水、洗涤废水

和排泄废水等，含有各种食物残渣、蛋白质、油脂、洗涤剂、消毒剂等，污染指标主要有化学

需氧量(COD)、氨氮(NH3-N)、生化需氧量(BOD)、总磷(TP)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等；养

殖污水主要是养殖过程中畜禽排泄物及场地清洗产生的废水，主要污染指标有COD、NH3-N、

TP等；农田排水主要污染物来源为耕作过程中的施肥、施药等，污染指标有总氮(TN)、NH3-

N、TP、COD等。

[0004] 污水处理的目标是要实现资源消耗减量化(Reduce)、产品价值再利用(Reuse)和

废弃物质再循环(Recycle)，水资源的利用要实现从“供水—用水—排水”的单向线性水资

源代谢系统向“供水—用水—排水—回用”的闭环式水资源循环系统转变。目前，不同生态

农庄在污水处理的各个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化粪池、沼气池、接触氧化池、生态滤池、稳

定塘、人工湿地和土地渗滤等，这些措施具有污水净化处理效果，可减少污染，做到达标排

放。但在水的综合循环利用上，目前尚未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方案。同时，由于水的综合循环

利用对水质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污水处理措施达标排放的水可能并不满足新条件

下对水质的需求，因此，需要在水处理的各个方面研发和采用更高效的技术手段。

[0005] 一方面，生态农庄的生产、生活以及生态景观都需要大量的水，农业耕作也需要施

用大量的氮肥、磷肥；另一方面，生态农庄产生的各种污水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氮、磷等营养

物质，需要进行处理才可外排，既浪费了农作物所需的营养物质，又可能对外部水体造成污

染。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处理效率高、适

用范围广的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以对生态农庄的生活污水、养殖污水和农田排水

进行处理和循环利用，减少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0007]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具有外部水

源和分别产生生活污水、养殖污水和农田排水的生活区、养殖区和农田区，其特征在于：

[0008] 所述外部水源经引水系统为生态河道、所述农田区的节水灌溉系统、所述生活区

和养殖区供水；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8898700 U

3



[0009] 所述生活区的生活污水排放通道经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连通所述节水灌溉系统；所

述养殖区的养殖污水排放通道经养殖污水处理系统连通所述节水灌溉系统；

[0010] 所述农田区的农田排水通道经农田排水净化系统后分别连通所述生态河道和生

态塘，且对应生态河道和生态塘均设有阀门Ⅰ；

[0011] 所述生态河道分别连通所述生态塘和下游水系，且对应生态塘和下游水系均设有

阀门Ⅱ；

[0012] 所述生态塘分别连通所述节水灌溉系统和下游水系，且对应节水灌溉系统和下游

水系均设有阀门Ⅲ。

[0013] 所述引水系统具有净水设施、泵站、蓄水池、输水管道和引水渠，所述外部水源依

次经净水设施、泵站、蓄水池和输水管道为所述生活区和养殖区供水，外部水源经引水渠为

所述农田区的节水灌溉系统供水。

[0014] 所述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具有污水管网Ⅰ、化粪池和人工湿地，所述生活区的生活污

水依次经污水管网Ⅰ、化粪池和人工湿地后为所述农田区的节水灌溉系统供水。

[0015] 所述人工湿地采用垂直潜流湿地。

[0016] 所述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具有污水管网Ⅱ、格栅、厌氧池、好氧池、潜流湿地和表流

湿地，所述养殖区的养殖污水依次经污水管网Ⅱ、格栅、厌氧池、好氧池、潜流湿地和表流湿

地后为所述农田区的节水灌溉系统供水。

[0017] 所述潜流湿地采用水平潜流湿地和垂直潜流湿地组合。

[0018] 所述农田排水净化系统具有生态沟渠。

[0019] 所述生态沟渠内回填有砂砾石填料并种植有水生植物。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中生活污水、养殖污水分别经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和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用作农田区灌溉，可充分利用尾水中的氮、磷和有机物

等营养物质，又可避免尾水外排造成的污染，实现经济、生态双重效益。农田排水经农田排

水净化系统处理后，暂蓄在生态塘内作为生态景观用水，农田需灌溉时进行回用，可实现水

的循环利用和污水零排放。本实用新型利用生态河道作为雨洪排泄通道，避免洪涝水对农

田、生态塘等设施的破坏，保障生态农庄运行安全。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2] 图2为实施例中引水系统的示意图。

[0023] 图3为实施例中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示意图。

[0024] 图4为实施例中养殖污水处理系统的示意图。

[0025] 图5为实施例中农田区排灌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为一种生态农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包括外部水源1和生活

区2、养殖区3、农田区4、生态河道7等用水区，以及引水系统6、生活污水处理系统201、养殖

污水处理系统301、农田排水净化系统402、节水灌溉系统401、生态塘8和下游水系9等。

[0027] 本实施例中外部水源1经引水系统6输送至各用水区，为各用水区供水。农田区4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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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节水灌溉系统401，以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减少农田排水量，经引水系统6输送至农田区4

的水经节水灌溉系统401灌溉农田。

[0028] 生活区2的生活污水排放通道经生活污水处理系统201连通农田区4的节水灌溉系

统401，养殖区3的养殖污水排放通道经养殖污水处理系统301连通农田区4的节水灌溉系统

401。生活区2、养殖区3产生的生活污水和养殖污水，分别经生活污水处理系统201和养殖污

水处理系统301净化处理后，输送至农田区4利用。

[0029] 农田区4的农田排水通道经农田排水净化系统402后分别连通生态河道7和生态塘

8，且对应生态河道7和生态塘8均设有阀门Ⅰ。非洪水期间，农田排水经农田排水净化系统

402净化后暂蓄在生态塘8中；发生洪水时，打开生态河道7对应的阀门Ⅰ，直接从生态河道7

外排。

[0030] 生态河道7分别连通生态塘8和下游水系9，且对应生态塘8和下游水系9均设有阀

门Ⅱ。非洪水期间生态河道7中的河水汇入生态塘8，改善生态塘8的水动力条件和水质；发

生洪水时，打开下游水系9对应的阀门Ⅱ，直接外排至下游水系9。

[0031] 本实施例中生态塘8分别连通节水灌溉系统401和下游水系9，且对应节水灌溉系

统401和下游水系9均设有阀门Ⅲ。非洪水期间，生态塘8中储存的水在农田需灌溉时回用；

发生洪水时，打开下游水系9对应的阀门Ⅲ，直接外排至下游水系9。

[0032] 如图2所示，引水系统6由净水设施601、泵站602、蓄水池603、输水管道604、引水渠

605等组成。外部水源1经净水设施601净化后，通过泵站602提升至蓄水池603，在通过输水

管道604分别输送至生活区2和养殖区3等用水区域，保证用水水质和水压。农田区4则采用

重力流通过引水渠605进行输水。净水设施601包括沉沙、絮凝、粗滤、慢滤、消毒等单元；蓄

水池603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输水管道604采用PE管材；引水渠605采用土质沟槽、砌石、砌

砖、砌混凝土预制块和混凝土现浇等结构，采用梯形、矩形、U型等不同断面形式。

[0033] 如图3所示，生活污水处理系统201由污水管网Ⅰ2011、化粪池2012和人工湿地2013

组成，生活区2的生活污水依次经污水管网Ⅰ2011、化粪池2012和人工湿地2013后为农田区4

的节水灌溉系统401供水。污水管网Ⅰ2011采用PVC管、PE管和钢筋混凝土等管材；化粪池

2012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人工湿地2013采用垂直潜流湿地3015，垂直潜流湿地3015池壁

和池底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池内填砾石、火山岩、沸石、陶粒等填料，布水管采用UPVC管，

填料上栽植芦苇、美人蕉等水生植物。

[0034] 如图4所示，养殖污水处理系统301包括污水管网Ⅱ3011、格栅3012、厌氧池3013、

好氧池3014、潜流湿地3015、表流湿地3016等组成，养殖区3的养殖污水依次经污水管网Ⅱ

3011、格栅3012、厌氧池3013、好氧池3014、潜流湿地3015和表流湿地3016后为农田区4的节

水灌溉系统401供水。污水管网Ⅱ3011采用PVC管、钢筋混凝土管等管材；格栅3012采用矩形

钢栅条；厌氧池3013和好氧池3014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潜流湿地3015采用水平潜流湿地

3015和垂直潜流湿地3015组合，潜流湿地3015和表流湿地3016的池壁和池底采用钢筋混凝

土结构，池内填砾石、火山岩、沸石、陶粒等填料，布水管采用UPVC管，填料上栽植芦苇、美人

蕉等水生植物。

[0035] 如图5所示，农田排水净化系统402采用生态沟渠4021，生态沟渠4021采用土质沟

槽、砌石、砌砖、砌混凝土预制块和混凝土现浇等结构，采用梯形、矩形、U型等不同断面形

式，渠内填砂砾石填料，填料内栽植菖蒲、美人蕉等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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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本实施例中生活污水、养殖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系统201和养殖污水处理系统301

处理后，与外部水源1一同进入节水灌溉系统401，节水灌溉系统401采用喷灌、滴灌等技术。

生态塘8水生1～2m，塘底填砂砾石填料，浅水区栽植芦苇、美人蕉、荷花等挺水植物，深水区

栽植苦草、金鱼藻等沉水植物。

[0037] 实际运行过程中，农田排水经生态沟渠4021汇集后进入生态塘8净化处理并暂存，

在农田需灌溉时回用；但发生洪水时，则直接经生态河道7外排至下游水系9，不进入生态塘

8，避免洪水对生态塘8的冲击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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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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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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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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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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