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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滞留池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设有内部蓄水柱的双向

渗流生物滞留池，包括滞留池主体和外部池体，

所述滞留池主体内依次设有第一蓄水区、土壤

层、沙砾层、砾石层、复合反渗层，在砾石层中设

有集水管，在滞留池主体内设有内部蓄水柱，内

部蓄水柱包含蓄水柱壳体，在蓄水柱壳体内设有

空腔，空腔内的底部填充有填料层，在蓄水柱壳

体的底部周向设有若干个布水支管，在第一蓄水

区设有第一溢流口，第一蓄水区通过第一溢流口

将雨水溢流进入到外部池体内设有的第二蓄水

区内，滞留池主体位于外部池体内。本发明的内

部蓄水柱可以在干旱期保证滞留池填料层底部

的厌氧环境；复合反渗层可以在干旱期间使得底

部集水管不断有水流出，避免了底部死水区的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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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设有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滞留池，其特征在于：包括滞留池主体和外部

池体，所述滞留池主体内依次设有第一蓄水区、土壤层、沙砾层、砾石层、复合反渗层，在砾

石层中设有集水管，在滞留池主体内设有内部蓄水柱，内部蓄水柱包含蓄水柱壳体，在蓄水

柱壳体内设有空腔，空腔内的底部填充有填料层，在蓄水柱壳体的底部周向设有若干个布

水支管，蓄水柱壳体依次穿过第一蓄水区、土壤层、沙砾层，在第一蓄水区设有第一溢流口，

第一蓄水区通过第一溢流口将雨水溢流进入到外部池体内设有的第二蓄水区内，滞留池主

体位于外部池体内，在外部池体上设有第二溢流口，第二溢流口与市政污水管网连通；所述

滞留池的第一蓄水区的溢流高度比第二蓄水区的溢流高度要高出150mm-160mm，同时第二

蓄水区的溢流高度比集水管淹没高度高出400mm及以上；所述复合反渗层由渗透速率为

0.057-0.062m/d的复合无机可降解材料制成，且土壤层的渗透速率为0.4-0.43m/d。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有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滞留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复

合反渗层的底部为可透水界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有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滞留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蓄水区内设有环状清水管路，环状清水管路与清水加压设备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设有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滞留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环

状清水管路包含外圈管路和内圈管路，内圈管路与外圈管路通过内外圈连接管连通，在外

圈管路和内圈管路上均匀设有若干个排水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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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滞留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滞留池，属于环境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中国的环境问题持续恶化，由于混凝土和沥青路面的大量使用，地面不透

水性急剧增加，从而导致的城市内涝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出行，为

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埋下了严重隐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在近几年先后出台了多

项相关政策和规定，大力发展海绵城市的建设。作为海绵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

物滞留池也逐渐成为了现代城乡滞洪除污的主流技术和设施之一。

[0003] 生物滞留池的概念在引入中国之后，于几个海绵城市试点城市中得到了应用且都

有很好的反馈。但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较高，可利用的凹地已经不多，故在滞留池的

实施中要尽可能的节省土地资源，但这又会使滞留池的蓄水量降低，削减了滞留池的滞洪

效果。同时，传统的滞留池结构因为底部在长期干旱下孔隙水的大量蒸发，导致底部厌氧环

境遭到了破坏，反硝化菌在干旱期大量死亡，细菌裂解产生的物质会融入下一次降雨的进

水中，使得干旱期过后的首场降雨的出水发臭，也会使得氮素的去除率变成负值，严重影响

了滞留池的污染控制效果。

[0004] 比如说专利(申请号：201420025661.5)：一种增强暴雨径流中氮去除效果的生物

滞留池，该专利想法新颖，但由于其中的反滤回流附件也只是在一次降雨产生的渗流过程

中才能正常运作，之后的干旱状态下，出水管就没有雨水排出，底部会产生死水区域，厌氧

区的饱和度在干旱状态下遭到破坏，反硝化菌会大量死亡，影响下一次降雨的处理能力。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内部蓄水柱的双向

渗流生物滞留池，内部蓄水柱可以在干旱期保证滞留池填料层底部的厌氧环境；复合反渗

层可以在干旱期间使得底部集水管不断有水流出，避免了底部死水区的产生。

[0006] 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一种设有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

滞留池，包括滞留池主体和外部池体，所述滞留池主体内依次设有第一蓄水区、土壤层、沙

砾层、砾石层、复合反渗层，在砾石层中设有集水管，在滞留池主体内设有内部蓄水柱，内部

蓄水柱包含蓄水柱壳体，在蓄水柱壳体内设有空腔，空腔内的底部填充有填料层，在蓄水柱

壳体的底部周向设有若干个布水支管，蓄水柱壳体依次穿过第一蓄水区、土壤层、沙砾层，

在第一蓄水区设有第一溢流口，第一蓄水区通过第一溢流口将雨水溢流进入到外部池体内

设有的第二蓄水区，滞留池主体位于外部池体内，在外部池体上设有第二溢流口，第二溢流

口与市政污水管网连通。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滞留池的第一蓄水区的溢流高度比第二蓄水区的溢流高度要高出

150mm-160mm，同时第二蓄水区的溢流高度比集水管淹没高度高出400mm及以上。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复合反渗层由渗透速率为0.057-0.062m/d的复合无机可降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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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且土壤层的渗透速率为0.4-0.43m/d，土壤层要明显大于复合反渗层的孔隙率，以保

证第一蓄水区内的雨水通过土壤层、沙砾层和砾石层下渗的速率要明显快于第二蓄水区内

的雨水由复合反渗层底部向上反渗的速率，从而保证该系统的正常运行。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复合反渗层的底部为可透水界面。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蓄水区内设有环状清水管路，环状清水管路与清水加压设备

连接。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环状清水管路包含外圈管路和内圈管路，内圈管路与外圈管路通

过内外圈连接管连通，在外圈管路和内圈管路上均匀设有若干个排水孔口。

[0012] 在本发明中，蓄水柱壳体的设置目的为在降雨结束之后的干旱期也能通过其布水

支管不断的向外渗流，保证滞留池主体的底部填料层在7天左右的干旱期内也能保证良好

的湿润度，从而保护滞留池主体的填料层底部的反硝化菌能够正常生长，不会因为长时间

干旱而导致反硝化菌种的大量死亡，有效促进干旱期过后首场降雨的出水水质。

[0013] 在本发明中，本生物滞留池因为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蓄水区，且第二蓄水区位于

滞留池主体的外部，故可以在不明显增加用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滞留池的整体蓄水体积；

同时第二蓄水区内的水在干旱期由内外水位高度差，由下而上从滞留池底部反渗到滞留池

主体内，保护滞留池主体的底部的厌氧环境，又因为整个滞留池主体底面都浸没在水中，故

在反渗过程中的渗水是非常均匀的，不会出现真空区，且整个渗水过程依靠自然水位的高

度差自动进行，无需人工干预也不需要外部额外的动力设施，节能环保。而且设置的内部蓄

水柱可以在干旱期保证滞留池填料层底部的厌氧环境；复合反渗层可以在干旱期间使得底

部集水管不断有水流出，避免了底部死水区的产生。双管齐下，增强了污染控制的效果，增

强了去污效果同时也增加了滞洪能力，对于老城区的改造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0014]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设有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滞留池，第一、第二蓄水区均

可以收集地表径流的雨水，增加了生物滞留池整体的可蓄水量，提升了滞洪效果；再者，由

于土壤层和复合反渗层或内柱填料层的孔隙率相差较大，使得第二蓄水区内的水以及内部

蓄水柱内的水在干旱期仍然可以继续渗流，并可总共维持7天左右的渗流过程，既避免了滞

留池主体底部形成死水区，又可以保护滞留池填料层内的反硝化菌能够在干旱期内仍然能

够正常生长；再者，本发明又设置有换水清淤设备并定期人工运作，以保证第二蓄水区内的

存水的定期更新，同时也可以防止底泥淤积而影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从生态环境友好性

角度来看，能够大规模的应用于海绵城市的建设当中，具有兼容性好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本发明的立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本发明A-A剖面的俯视图。

[0017] 图3本发明的环状清水管路的孔口及管路布置示意图。

[0018] 图4本发明的内部蓄水柱的立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本发明的内部蓄水柱的平面仰视图。

[0020] 附图标记：1-进水管路、2-第一溢流口、3-第一蓄水区、4-土壤层、5-沙砾层、6-砾

石层、7-复合反渗层、8-内部蓄水柱(8.1-内部蓄水柱蓄水区、8.2-内部蓄水柱填料层、8.3-

内部蓄水柱布水支管、8.3.1-布水支管布水口)、9-底部集水管、10-清水加压设备、11-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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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区、12-环状清水管路(12.1-外圈管路、12.2-内圈管路、12.3-进水孔口、12.4-内外圈

连接管)、13-第二溢流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的一种设有内部蓄水柱的双向渗流生物滞留池，其特征

在于：包括与市政雨水管网连接的进水管路1、滞留池主体、外部池体以及换水清淤设备。其

中滞留池主体呈圆筒形，包括第一溢流口2、第一蓄水区3、土壤层4、沙砾层5、砾石层6、复合

反渗层7以及内部蓄水柱8，内部蓄水柱8包含蓄水柱壳体，在蓄水柱壳体内设有空腔，空腔

内的底部填充有填料层8.2，在蓄水柱壳体的底部周向设有若干个布水支管，蓄水柱壳体依

次穿过第一蓄水区3、土壤层4、沙砾层5。外部池体将滞留池主体包裹在内，也呈圆筒形，其

包括第二蓄水区11和第二溢流口13；换水清淤设备安装在外部池体内，包括环状清水管路

12和清水加压设备10，环状清水管路12包含外圈管路12.1和内圈管路12.2，内圈管路12.2

与外圈管路12.1通过内外圈连接管12.4连通，在外圈管路12.1和内圈管路12.2上设有若干

个排水孔口12.3。降雨开始后，雨水由进水管路1汇入本装置的第一蓄水区3，待第一蓄水区

3内水位上涨且达到内部蓄水柱8的柱顶高度时，雨水便向内部蓄水柱8的蓄水区8.1内补

水，待内部蓄水柱8满水之后，第一蓄水区3内的水位继续上涨，达到第二溢流口13后由第二

溢流口13排出本装置；第一蓄水区3内的雨水在重力作用下开始下渗，依次流经土壤层4、沙

砾层5、砾石层6并通过砾石层6中的集水管9收集排出系统，此下渗过程持续时间大约为1

天；由于土壤层4和复合反渗层7的孔隙率相差较大(土壤层的孔隙率约为复合反渗层的7

倍)，故第二蓄水区11内的雨水在第一蓄水区3排空之后仍基本处于最高水位，此时，滞留池

主体内部的饱和水位大约处于集水管9的出水高度处，故两者之间产生较大的水位高差，在

此水位高度差的作用下，第二蓄水区11内的水通过复合反渗层7的底部慢慢向上反渗，反渗

上去的水依次通过复合反渗层7、砾石层6并通过砾石层6中设置的集水管9上部的集水孔进

入集水管9从而排除系统，该反渗过程的持续时间大约为7天；同时，内部蓄水柱8内的水在

重力作用下通过内部蓄水柱填料层8.2流向四个布水支管8.3并通过布水支管8.3下方设置

的布水支管布水口8.3.1均匀流到滞留池主体底部的填料层中。其中，第二蓄水区11的溢流

水深与集水管9出水高度的高度差为复合反渗层的反渗作用的有效水深，在安装此滞留池

系统时应保证此有效水深在400mm以上，以保证反渗能够正常进行。

[0022] 在滞留池的渗流、反渗过程停止之后，人工开启清水加压设备10，使得第二蓄水区

11内的静水重新处于强烈紊动状态，也使得沉积在第二蓄水区11底部的淤泥等沉积物重新

悬浮起来并在高压水流的作用下和第二蓄水区11内剩下的水充分且迅速的混合，同时，高

压清水使得第二蓄水区11内的水位不断上升，直到水位上升到第二溢流口13的高度时，开

始向外进行溢流排水，溢流一段时间(为避免再悬浮物质堵塞复合反渗层，故清水加压设备

开启时长较短为宜，取15～20min)之后，原本混有淤泥的剩余雨水被全部排走，第二蓄水区

11内的水更新为清水，至此，换水清淤过程结束，关闭清水加压设备10。

[0023] 一次换水清淤之后，第二蓄水区11内的水由含淤泥的废水更换为无污染的清水，

同时其水位又回到最高的溢流水位，反渗过程又可重新开始并持续大约7d，可保证滞留池

的集水管9在14天的干旱期内一直都有水排出，可避免产生底部死水区。

[002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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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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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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