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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

系统及其操作方法，该系统包括了依次连接的进

水系统、初级净化系统和净化回用系统和农田，

净化回用系统的输出端与进水系统的输入端连

接。进水系统布置在农田的一侧，净化回用系统

与进水系统相对地设置；初级净化系统布置在农

田的两侧。水源通过进水系统进入农田，供作物

灌溉使用，在作物生长阶段施加化肥和农药；未

被利用的农业面源流入初级净化系统净化；出水

进入净化回用系统，农业面源在净化沟中进一步

得到净化并回流至进水系统重复使用。本发明农

田水回用率高，氮、磷面源流失少，充分利用农田

水中氮、磷，减少污染排放。投资少、运行成本成

本低；工艺操作简单、处理效果好、生态环境效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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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包括了依次连接的进水系统、初级净化系统和净

化回用系统和农田，净化回用系统的输出端与进水系统的输入端采用水管连接。进水系统

布置在农田的一侧，净化回用系统布置在农田的另一侧，与进水系统相对地设置；初级净化

系统布置在农田的两侧，相对布置。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初级净化系统面积占农田面积3～

5％，宽度1.0～3 .0m，排水方向坡度3排；净化回用系统占农田面积5～10％，宽度3.0～

6.0m。

3.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进水系统包括进水管和进水阀门；初

级净化系统包括排水边沟、可移动控制堰板、载体球，载体球布置在排水边沟内靠近可移动

控制堰板的位置；净化回用系统包括净化沟、回用水泵、回用管、回用阀门、溢流管，回用管

一端连接至进水系统的进水管，另一端连接回用水泵，在回用管上设置回用阀门；溢流管设

置在净化沟接近顶部的位置。

4.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水源通过进水系统进入农田，进水量可控；

步骤(2)水源进入农田灌溉使用，在作物生长阶段施加化肥和农药；未有被植物吸收的

农业面源直接流入初级净化系统；

步骤(3)农田出水在初级净化系统进行净化，载体球对农业面源中氮磷进行脱氮和吸

附净化，通过可移动控制堰板控制液位；

步骤(4)初级净化系统出水进入净化回用系统，农业面源在净化沟中进一步得到净化；

步骤5)满足农田用水的水量的前提下，使用净化回用系统回用水。

步骤6)在净化回用系统中，当水量大时，可以经溢流管溢流至外环境，溢流水量为Q6-2。

5.权利要求4所述的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

根据总水量平衡原则，具有式(1)、式(2)的关系：

Q1+Q4+Q6-1＝Q2+Q3+Q5  式(1)

Q6＝Q6-1+Q6-2  式(2)

进水系统的进水水量为Q1，农田蒸发水量为Q2、下渗水量为Q3、降雨水量Q4、其他水量

Q5，净化回用系统3水量Q6，回用水量Q6-1和溢流水量Q6-2。

6.权利要求5所述的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农田不

同植物和不同生长周期和降雨特点进行补水，主要分为下面三种情况：

(1)当不下雨条件下，降雨水量Q4＝0；

当进水系统不进水条件下，关闭进水阀门，进水水量Q1＝0；打开回用水泵和回用阀门，

则：

Q6-1＝Q2+Q3+Q5  式(3)

此时，回用率＝100％；

(2)当下雨条件下，降雨水量Q4；

当进水系统不进水条件下，关闭进水阀门，进水水量为Q1＝0；打开回用水泵和回用阀

门，则：

Q4+Q6-1＝Q2+Q3+Q5  式(4)

多余水量通过溢流管溢流至外环境，溢流水量为Q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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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不下雨条件下，降雨水量Q4＝0；

当进水系统进水条件下，打开进水阀门，进水水量为Q1；打开回用水泵和回用阀门，则：

Q1+Q6-1＝Q2+Q3+Q5  式(5)

经过处理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如下：农业流失氮≤业流失；农业流失磷≤农业流，农

田水回用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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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及其操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和水体修复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统及其控制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是当前我国

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成为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途径，而且利用

率较低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大量进入大气圈和水循环圈未被

作物吸收和利用的农药和化肥，少部分残留于土地的，大量资源被浪费，因此，产生的环境

污染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农业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003] 目前，国内已开展了许多关于农田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的研究和相关工程建设，包

括农田面源污染控制的肥料管理技术、生态沟渠或植物过滤带技术等。特别是为解决我国

农村面源污染控制技术零散、集成度低、控制效率不稳、运行成本偏高等问题目前农田面源

污染控制技术主要有人工湿地技术、滨岸缓冲带控制技术、生态渠道净化技术等。人工湿地

技术和滨岸缓冲带控制技术因其占地面积大，难以适应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在推广和应

用方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尤其在经济发达、用地矛盾突出的地区这种限制更为严重。

生态沟渠是一种对农田排水沟渠中污染物质进行原位生态拦截的生态工程技术，虽然可以

较好地协调土地矛盾。总之，现有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情况并不理想。

[0004] 申请号为201510512350.0的中国专利申请《针对干旱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的复合净

化系统》，所述复合净化系统包括：生态沟渠；生物绳，生物绳设在生态沟渠内；人工湿地，人

工湿地包括第一种植区、第二种植区和第三种植区，第一种植区与生态沟渠的出水端连通，

第三种植区具有出水口；第一分隔件，第一分隔件设在第一种植区与第二种植区之间，第一

分隔件上设有第一连通口；第一闸门和第一泵站调控装置；第二分隔件，第二分隔件设在第

二种植区与第三种植区之间，第二分隔件上设有第二连通口；以及第二闸门和第二泵站调

控装置。但该方法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投资大、运行成本高、回用率低。

[0005] 申请号为201510303193.2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农田面源污染县域地表径流总磷

排放量的预测方法》提出一种农田面源污染县域地表径流总磷排放量预测方法，包括步骤：

1)通过农田面源污染发生分区，获取不同分区中县级行政区划范围，针对一种分区的县级

生物化学检测，获得N年县级地表径流总磷排放量；2)选择N-x年影响地表径流总磷排放量

的磷排放量数据，建立与N年地表径流总磷县级预测模型；3)应用地表径流总磷县级预测模

型，通过N年影响地表径流总磷排放量的数据，求得第N+x年的地表径流总磷排放量。此发明

申请提出的方法，针对县域农田面源污染地表径流总磷无法预测的难题，在农田面源污染

发生区划的基础上，建立地表径流总磷排放量预测模型，预测农田地表径流总磷排放量，为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提供技术支撑。但该方法仅涉及农田面源的计算方法，对于农业面源的

控制和回用并未涉及。

[0006] 申请号为201510300768.5的中国专利申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物河道削减系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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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提供一种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物河道削减系数计算方法，包括：获取目标流域中典型

小流域数据；根据典型小流域数据构造典型小流域的水土评价模型SWAT；根据SWAT获取典

型小流域中各子流域内进入河道氮磷负荷LoadLr以及典型小流域中各子流域对流域出水

口的贡献率LoadLo；根据水系数据获取典型小流域内河道总长度LengthLr；根据LoadLr、

LoadLo和LengthLr，获取目标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物河道削减系数。但该方法仅涉及农田面

源的计算方法，对于农业面源的控制和回用并未涉及。

[0007] 申请号为201510196066.7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处理农业面源污染的上升流垂直

人工湿地系统》公开了一种处理农业面源污染的上升流垂直人工湿地系统，包括上升流垂

直人工湿地和与其出水口连接的储水箱，人工湿地的填料从下到上依次为：碎石填料层、铁

碳陶粒微电解填料层和砾石填料层，砾石填料层上种植有挺水植物；储水箱用于存储经过

人工湿地处理后的废水，由进水管，出水管、浮球及箱体组成，进水管设在箱体上部，其上连

接有四通管，水平管的一端与人工湿地的出水口连接，另一端通向受纳水体，垂直管向下的

管口设有浮球网篮，浮球设在网篮内；箱体的底部设有出水管与农业排灌系统相连。本系统

吸取人工湿地和微电解工艺各自去除难降解有毒有机污染物废水的优势，将两者进行耦

合，达到在同一系统内有效去除农药污染物的目的。但该方法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投资

大、运行成本高、回用率低。

[0008] 申请号为201510186513.0的中国专利申请《构建阻控农业面源污染寒冷地区河岸

缓冲带的方法》，构建阻控农业面源污染寒冷地区河岸缓冲带的方法，涉及一种生态与环境

保护方法，所述方法从农田至河道之间构筑三级不同的自然植被阻隔带：其中缓坡区采用

豆科植物刺槐与自然草本植被组合，不但可以有效阻控农田径流的下渗作用，还可以通过

植物根际作用吸附固定氮磷等营养元素；经过缓坡区的阻滞作用后，农田径流进入生态阻

隔区，该区域设置了乔灌草的植被带和生物炭吸附带，不但对降雨径流有显著的截留、吸收

转化作用，而且在冬雪春融时期，生物炭吸附带对融雪径流中污染物也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待冬季休眠期过后，又可被植物、根际微生物吸收转化或降解。既可以进一步阻控农业面源

污染，又不会影响到河岸缓冲带的防洪泄洪功能。但该方法占地面积大、投资大、处理效果

不稳定。

[0009] 申请号为201510127086 .9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葡萄园的面源污染防控栽培方

法》涉及一种葡萄果园的面源污染防控栽培方法，该方法包括：葡萄果园的种植布局，葡萄

果园中，葡萄种植的株距×行距为0.8m园中，葡萄；葡萄行间种植欧洲菊苣和黑麦草；生长

季实时刈割，葡萄树每年施用1次基肥，除施基肥外，其余时期的施肥方式采用滴灌施肥。该

方法减少了对葡萄果园的耕作次数，降低了化肥农药施用量，减少N用量32.3％，减少P用量

36.29％，农药使用量减少42.2％，地表径流悬浮物减少28.57％，地表径流总氮和总磷分别

减少25.32％和29.51％，地下水悬浮物减少24.36％，在保证葡萄产量稳产的基础上，节省

成本19.38％，每公顷收益增加了16500元，果园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该方法无

法实现农业面源的氮磷回用、回用率低。

[0010] 申请号为201510059019.8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保持性尿素》属于肥料领域，尤其

涉及一种保持性尿素。其中包括高吸水性树脂、聚天门冬氨酸锌和尿素。所述保持性尿素保

水、保肥效果好，提高氮素利用率。作为小麦基肥使用可省略拔节肥的施用。经冲淋实验结

果表明，提提供的保持性尿素经冲淋后尿素浓度降低幅度比普通尿素显著降低。但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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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和氮磷回用并未涉及，投资运行成本高。

[0011] 申请号为201410625297.0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控制稻田面源污染的生态拦截阻

断系统》，包括生态沟渠和稻田湿地两部分：生态沟渠包括沟渠侧壁和沟渠底部，沟渠宽度

方向上的横截面为上边较长、下边较短的梯形，沟壁和沟底均由正六边形砖孔拼接而成，沟

壁布设有沟体绿化植物，沟底布设有挺水植物；田湿地构建于稻田排水末端，稻田湿地土壤

表面比正常稻田表面低，稻田湿地中种植水稻，以从上游流经稻田和生态沟渠后的水作为

灌溉水和肥料来源。但该方法无法实现水量精准回用，氮磷回用的最大化、处理效果稳定性

差。

[0012] 申请号为201310371119.5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方法》，沿农

田外廓开设环绕农田四周的水塘；农田内开设与水塘相通的排水沟；水塘内养殖水产，水塘

底部栽种水生作物；在水塘上设横断水塘的水池；水池侧面上设连通水塘的两个通水口；通

水口上安装网栅和水闸；水池顶口上铺设具有承重作用的水泥盖板。该方法养殖水产会带

来二次污染、农业面源控制效果不稳定、水回用率低。

[0013] 申请号为201310041039 .3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多级阶梯式农业面源“好氧-兼

氧”生态塘系统》，该系统的入水口设置有节制闸及格栅，四周岸坡及底部设置有防渗砌块，

防渗砌块的中央设置有凹槽并种植植物；通过两折流墙将生态塘分割为好氧区、浮床区和

沉床区，所述浮床区和沉床区组成兼氧区，三个区域为阶梯式，具有不同水深；出水口设置

有出水堰；浮床区的水面设置有生态浮床，其上面种植挺水植物；沉床区的水中设置生态沉

床，其上面种植沉水植物。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占地面积小、处理效率高、多模块组合的生物、

化学一体化的水生动植物复合型生态塘系统。但该方法采用异位处理、占地面积大、投资

大、运行成本高、处理效果不稳定。

[0014] 申请号为201310016873.7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提高农

田N、P利用率的生态沟渠》，具有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提高农田N、P利用率的生态沟渠针对农

业面源污染的特点，利用生态学原理和生物学特性，通过提高沟渠湿地生态系统生物量，利

用系统协同作用，实现对水体污染物质的阻挡、降解、吸收、利用，达到减少排出水体中污染

物质，提高农田氮、磷利用率。但该方法并未实现水的回用、氮磷流失率大、处理效果不稳

定。

[0015] 申请号为201210558688.6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属于农业环境领域的一种利用

稀土元素示踪农业面源磷素流失的方法。该方法首先测试各个分区域中不同种稀土元素的

背景含量，然后测试降雨后测试区域每种稀土元素的流失总量，联立方程，解得各个分区域

的元素流失系数，从而计算得到每个分区域中磷素的流失率和流失量。本发明利用稀土元

素和磷素在降雨径流过程中表现出的相似特征，将稀土元素的多源物质示踪应用到农业面

源磷素流失的溯源，有效辨识复杂地形流域磷素流失的高风险区。该方法未涉及农业面源

控制、水的回用和氮磷的处理、控制。

[0016] 申请号为201210393309.2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农业面源污染河道的生态恢复方

法》，属于生态与环境保护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农业面源污染河道的生态恢复方法。该方法

是农业面源污染河段分隔成净水膜过滤段、生物栅过滤段和湿地布置段3个连续的不同区

段作为污水处理单元，污水首先进入净水膜过滤段，自流至生物栅过滤段，再流入湿地布置

段，之后再按照0.01kg/m2的密度投放螺、蚬，按照  0.3个/m2的密度投放巨牡蛎对整个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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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源污染河段实施底栖动物控养。本发明方法将拟治理的河段作为处理的载体，合理搭配

高效净水膜、生物栅过滤、浮岛式湿地、底栖动物控养组合技术，持续改善水质，同时实现水

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但该方法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投资大、处理效果不稳定、回用率低。

发明内容

[0017] 发明目的：针对农田水使用量大、重复使用率低和氮磷流失污染严重的突出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统及其控制方法。根据农田不同作物种类和生长周期补

水、施肥和降雨特点，设计了进水系统、初级净化系统和净化回用系统和农田四个部分。以

净化回用系统回用水为主，进水系统补水和降雨为辅助，解决水和氮磷重复使用问题；通过

载体球的重复利用实现氮磷资源化利用。

[0018]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9] 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包括了依次连接的进水系统、初级净化系统和

净化回用系统和农田，净化回用系统的输出端与进水系统的输入端采用水管连接。

[0020] 初级净化系统面积占农田面积3～5％，宽度1.0～3.0m，排水方向坡度3排。净化回

用系统占农田面积5～10％，宽度3.0～6.0m。

[0021] 进水系统布置在农田的一侧，包括进水管和进水阀门。

[0022] 初级净化系统布置在农田的两侧，相对布置，包括排水边沟、可移动控制堰板、载

体球，载体球布置在排水边沟内靠近可移动控制堰板的位置。载体球由聚烯烃塑料制成球

形的聚烯烃塑料骨架，内装纤维丝或海绵，其比表面积范围为380-800m2/m3，密度为0.93  g/

cm3，孔隙率>99％，直径为5cm。当载体球使用1-2年后，可进行更换，更换下来的载体球用于

花卉种植，载体球含有吸附的丰富的氮、磷等营养元素。

[0023] 净化回用系统布置在农田的另一侧，与进水系统相对布置，包括净化沟、回用水

泵、回用管、回用阀门、溢流管，回用管一端连接至进水系统的进水管，另一端连接回用水

泵，在回用管上设置回用阀门；溢流管设置在净化沟接近顶部的位置，当水量大时，可以经

溢流管溢流至外环境。

[0024] 上述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步骤(1)水源通过进水系统的进水管进入农田，通过进水阀门的开启控制进水量；

[0026] 步骤(2)水源进入农田使用，在农田种植的过程中施加化肥和农药；未有被植物吸

收的农业面源直接流入初级净化系统；

[0027] 农业面源的氮负荷16kg.hm-2～25kg.hm-2；磷负荷0.7kg.hm-2～1.6  kg.hm-2。

[0028] 步骤(3)农田出水在初级净化系统的排水边沟进行净化，载体球对农业面源中氮

磷进行脱氮和吸附净化，通过可移动控制堰板控制液位；

[0029] 步骤(4)初级净化系统出水进入净化回用系统，农业面源在净化沟中进一步得到

净化；出水可以通过回用水泵、回用管、回用阀门进入进水系统重复使用；

[0030] 步骤5)满足农田用水的水量的前提下，使用净化回用系统回用水量Q6-1。

[0031] 步骤6)在净化回用系统中，当水量大时，可以经溢流管溢流至外环境，溢流水量为

Q6-2。

[0032] 则根据总水量平衡原则，具有式(1)、式(2)的关系：

[0033] Q1+Q4+Q6-1＝Q2+Q3+Q5  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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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Q6＝Q6-1+Q6-2  式(2)

[0035] 进水系统的进水水量为Q1，农田蒸发水量为Q2、下渗水量为  Q3、降雨水量Q4、其他

水量Q5，净化回用系统3水量Q6，回用水量Q6-1和溢流水量Q6-2。

[0036] 根据农田不同植物和不同生长周期和降雨特点进行补水，主要分为下面三种情

况：

[0037] (1)当不下雨条件下，降雨水量Q4＝0；

[0038] 当进水系统不进水条件下，关闭进水阀门，进水水量Q1＝0；打开回用水泵和回用

阀门，则：

[0039] Q6-1＝Q2+Q3+Q5  式(3)

[0040] 回用率100％。经过处理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如下：农业流失氮≤过处理；农业流

失磷≤农业，农田水回用率≥90。

[0041] (2)当下雨条件下，降雨水量Q4；

[0042] 当进水系统不进水条件下，关闭进水阀门，进水水量为Q1＝0；打开回用水泵和回

用阀门，则：

[0043] Q4+Q6-1＝Q2+Q3+Q5  式(4)

[0044] 多余水量通过溢流管溢流至外环境，溢流水量为Q6-2。经过处理后，农业面源污染

控制如下：农业流失氮≤业流失；农业流失磷≤农业流。

[0045] (3)当不下雨条件下，降雨水量Q4＝0；

[0046] 当进水系统进水条件下，打开进水阀门，进水水量为Q1；打开回用水泵和回用阀

门，则：

[0047] Q1+Q6-1＝Q2+Q3+Q5  式(5)

[0048] 经过处理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如下：农业流失氮≤污染控；农业流失磷≤农业

流。

[0049]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50] (1)本发明以农田水量、水质回用和处理为核心，根据农田不同作物种类和生长周

期补水、施肥和降雨特点，设计了进水系统、初级净化系统和净化回用系统和农田四个部

分。解决农田水使用量大、重复使用率低和氮磷流失污染严重的突出问题。

[0051] (2)工程投资和实施方便。以原位回用和处理为主，减少占地和工程投资，通过净

化回用系统和初级净化系统和进水系统实现水的原位处理、回用和高效净化。

[0052] (3)操作灵活，处理效果好。通过回用水泵、回用阀门、进水阀门等实现水量和水质

的调控。水回用率大于70％，农业面源污染：氮负荷16kg.hm-2～25kg.hm-2；磷负荷0.7kg.hm
-2～1.6kg .hm-2。经过本发明处理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如下：农业流失氮≤理后，；农业流

失磷≤农业流，农田水回用率≥90。

[0053] (4)资源回收利用率高。初级净化系统中载体球降低了农田面源污染中氮、磷的浓

度，减少了受纳水体富营养化的风险和程度；载体球可进行更换，用于花卉种植，实现资源

利用。

附图说明

[0054] 图1为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方法原理图；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09319933 A

8



[0055] 图2为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平面布置图；

[0056] 图3为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的俯视图；

[0057] 图4为图2沿B-B的剖面图；

[0058] 图5为图2沿C-C的剖面图；

[0059] 图中：1-进水系统、2-初级净化系统、3-净化回用系统、4-农田、  1-1：进水管、1-2：

进水阀门、2-1：排水边沟、2-2：可移动控制堰板、2-3：载体球、3-1：净化沟、3-2：回用水泵、

3-3：回用管、3-4：回用阀门、3-5：溢流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介绍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61] 参照图1所示，一种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系统，包括了进水系统1、初级净化系统

2和净化回用系统3和农田4。初级净化系统  2面积占农田面积3～5％，宽度1.0～3.0m，排水

方向坡度3排。净化回用系统3占农田面积5～10％，宽度3.0～6.0m。

[0062] 进水系统1进水水量为Q1，农田4蒸发水量为Q2、下渗水量为Q3、降雨水量Q4、其他

水量Q5，净化回用系统3水量Q6。回用水量Q6-1和溢流水量Q6-2。

[0063] 则根据总水量平衡原则，具有式(1)、式(2)的关系：

[0064] Q1+Q4+Q6-1＝Q2+Q3+Q5  式(1)

[0065] Q6＝Q6-1+Q6-2  式(2)

[0066] 参照图2所示，进水系统1包括进水管1-1和进水阀门1-2，布置在农田4的一侧。参

照图2、4所示，初级净化系统2布置在农田  4的两侧，相对布置，其包括排水边沟2-1、可移动

控制堰板2-2、载体球2-3，载体球布置在排水边沟2-1靠近可移动控制堰板的位置，载体球

由聚烯烃塑料制成球形的聚烯烃塑料骨架，内装纤维丝或海绵，其比表面积范围为380-

800m2/m3，密度为0.93g/cm3，孔隙率>99％，生物球净化球直径为5cm。

[0067] 参照图2、3、5所示，净化回用系统3布置在农田4的另一侧，与进水系统相对布置，

包括净化沟3-1、回用水泵3-2、回用管3-3、回用阀门3-4、溢流管3-5，回用管3-3一端连接至

进水系统的进水管，另一端连接回用水泵，在回用管上设置回用阀门3-4，溢流管  3-5设置

在净化沟3-1接近顶部的位置，当水量大时，可以经溢流管溢流至外环境。上述农田水污染

控制及回用系统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8] 步骤(1)水源通过进水系统1的进水管1-1进入农田4，通过进水阀门1-2的开启控

制进水量。

[0069] 步骤(2)水源进入农田4使用，在农田4种植的过程中施加化肥和农药。未有被植物

吸收的农业面源直接流入初级净化系统2。农业面源的氮负荷16kg.hm-2～25kg.hm-2；磷负

荷0.7kg.hm-2～1.6  kg.hm-2。

[0070] 步骤(3)农田4出水在初级净化系统2的排水边沟2-1进行净化，载体球2-3对农业

面源中氮磷进行脱氮和吸附净化，通过可移动控制堰板2-2控制液位。

[0071] 步骤(4)初级净化系统2出水进入净化回用系统3，农业面源在净化沟3-1中进一步

得到净化。出水可以通过回用水泵3-2、回用管3-3、回用阀门3-4进入进水系统1重复使用。

[0072] 步骤5)满足农田4用水的水量的前提下，使用净化回用系统3 回用水量Q6-1。

[0073] 步骤6)在净化回用系统3中，当水量大时，可以经溢流管3-5  溢流至外环境，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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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为Q6-2。

[0074] 步骤(7)当载体球2-3使用1-2年后，可进行更换，载体球2-3  用于花卉种植，载体

球含有吸附的丰富的氮、磷等营养元素。

[0075] 根据农田不同植物和不同生长周期和降雨特点进行补水，主要分为下面三种情

况：

[0076] (1)当不下雨条件下，降雨水量Q4＝0；

[0077] 当进水系统1不进水条件下，关闭进水阀门1-2，进水水量Q1＝0；打开回用水泵3-2

和回用阀门3-4，则：

[0078] 回用水量Q6-1＝蒸发水量Q2+下渗水量Q3+其他水量Q5  式(3)

[0079] 回用率100％。经过处理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如下：农业流失氮≤业面源；农业流

失磷≤农业。

[0080] (2)当下雨条件下，降雨水量Q4；

[0081] 当进水系统1不进水条件下，关闭进水阀门1-2，进水水量为  Q1＝0；打开回用水泵

3-2和回用阀门3-4，则：

[0082] 降雨水量Q4+回用水量Q6-1＝蒸发水量Q2+下渗水量Q3+其他水量Q5；

[0083] 多余水量通过溢流管3-5溢流至外环境，溢流水量为Q6-2。经过处理后，农业面源

污染控制如下：农业流失氮≤业流失；农业流失磷≤农业流。

[0084] (3)当不下雨条件下，降雨水量Q4＝0；

[0085] 当进水系统1进水条件下，打开进水阀门1-2，进水水量为Q1；打开回用水泵3-2和

回用阀门3-4，则：

[0086] 进水水量为Q1+回用水量Q6-1＝蒸发水量为Q2+下渗水量为  Q3+其他水量Q5；经过

处理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如下：农业流失氮≤污染控；农业流失磷≤农业流。

[0087] 实施例1

[0088] 某占地总面积10亩，长120m，宽55 .6m，种植水稻，其中农田面积为总面积的

91.6％，长53.6m，宽2m；初级净化系统2面积占总面积3.4％，长114m，宽2.0m，排水方向坡度

3水；净化回用系统3占农田面积5％，长55.6m，宽6.0m。

[0089] 进水系统1包括一根进水管，进水管上设置进水阀门。初级净化系统2包括2条排水

边沟2-1、长114m，宽2.0m；2个可移动控制堰板2-2，宽度1m；载体球2-3规格是30m3，其比表

面积范围为  380-800m2/m3，密度为0.93g/cm3，孔隙率>99％，生物球净化球直径为5cm；净化

回用系统3包括净化沟3-1，规格是长55.6m，宽6.0m；回用水泵3-2共4台，流量20m3/h，扬程

15m；回用管3-3，DN100、回用阀门3-4，2个、溢流管3-5，1根，DN200。农田水污染控制及回用

系统的操作方法见表1。

[0090] 表1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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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0093] 农业面源污染：氮负荷16kg.hm-2～25kg.hm-2；磷负荷  0.7kg.hm-2～1.6kg.hm-2。通

过表1操作后，经过本发明处理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如下：农业流失氮≤30％；农业流失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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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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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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