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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人工快渗系统污水处理效果
康爱彬，王立璇，张

滨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系，石家庄 050026)
摘 要：以紫背天葵菜为种植植物，研究植物人工快渗系统对生活污水污染物的去除效果。结果表明，植物人
工快渗系统对 COD、氨氮和总磷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85.8%、95.3%和 94.8%，COD、氨氮的出水浓度均能满足《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排放标准。出水中总磷的浓度能满足一级 B 标准。植物人
工快渗系统对总氮平均去除率为 67.6%。总氮、总磷较常规人工快渗系统去除率明显提高。植物的吸收和根系的截
留是总氮总磷去除率显著增加的主要因素。植物种植为人工快渗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能提高污染物去除效率，
还能增加环境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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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wage treatment effect of a plant constructed rapid infiltration system
KANG Aibin, WANG Lixuan, ZHANG Bin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 Hebei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26)

Abstract: The efficacy of pollutant removal from a domestic sewage by Begonia fimbristipula plant Constructed Rapid Infiltration system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removal rates of COD and
ammonia nitrogen were 85.8% and 95.3%, respectively and the effluent concentration met Standard I-A of “Discharge standard of pollutants for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GB 18918-2002)”. The average removal
rate of total phosphorus was 94.8%, which met Standard I-B of “Discharge standard of pollutants for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GB 18918-2002)”. The average removal rate of total nitrogen was 67.6%, and the
removal rate of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constructed rapid infiltration system. Plant absorption is the main factor for increasing the removal rate.
Plant cultivation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constructed rapid infiltration system,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ollutant removal, but also enhance the environmental beauty.
Key words: constructed rapid infiltration system；plant；COD；TN；TP
人工快渗系统是在土地处理基础上演变的污水
处理技术[1]，人工快渗系统对有机污染物、氨氮、
SS、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常规的污染物去除率较
高，但是对总氮、总磷的去除率偏低，不能满足相
关排放标准的要求[2-5]。一些学者通过添加特殊渗滤
介质以及外加碳源等方法提高了系统的脱氮除磷效
率，但是也增加了一些运营成本[6-7]。参照人工湿地
的研究成果，通过种植植物，能提高污染物的去除
效果，还能增加环境美观度。本试验选择种植合适
的观赏植物，研究植物人工快渗系统对生活污水污

染物的去除效果，特别是脱氮除磷效率。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原水
本试验进水来自校园学生生活污水，该水经过
化粪池处理后，取上清液进入配水池备用。试验进
水的 pH 为 7.4~8.5，试验进水浓度见表 1。
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计流程见图 1。
配水池：主要用于调节从化粪池来的上清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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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快渗池进水量和水质的相对稳定。配水池为直
径 1.0 m，高 2.5 m 的圆形桶。
表 1 试验进水特征
Table 1 Quality of wastewater
水质指标
范围
Water quality index
Range
COD
152～350
NH3-N
35～82

mg·L-1
平均
Average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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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 243 mg·L-1，出水浓度 22.3～43.2 mg·L-1，
平均出水浓度为 34.6 mg·L-1，COD 的平均去除率为
85.8%，出水中 COD 浓度全部满足《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排放
限值要求。

59.9

TN

80～150

97.6

TP

7.2～12.8

9.8

图 2 COD 去除效果
Figure 2 The removal rate of COD
图 1 试验工艺流程图
Figure 1 Diagram of treatment process

快渗池：快渗池是核心处理单元，快渗池的尺
寸长×宽×高为：3.0 m×1.5 m×2.0 m。池的结构
为砖混型。池内渗滤介质厚度 1.5 m，底部 0.3 m 填
充石英砂和砾石为集水层。快渗池采用上端进水，
底端出水的方式运行。实验采用间歇进水方式，每
6 h 进 1 次水，每次进水 1 h，落干 5 h。水力负荷
1.0 m·d-1。
1.3 填料和植物的选择
快渗池中填料采用中砂，粒径在 0.2~1.2 mm 之
间。同时按 10:1 的比例混合大理石颗粒。植物的选
择以景观植物为重点，同时考虑生长快，抗逆性强，
根系比较发达、喜欢潮湿环境等因素。通过实地考
察和查阅资料，选择紫背天葵菜作为种植植物。紫
背天葵菜具有喜湿润环境、生产快，抗逆性强，根
系比较发达、易种植等特点，比较适于在快渗池中
种植。在人工快渗池表层种植紫背天葵，紫背天葵
菜按行距×宽距为 0.15 m×0.25 m，栽植 120 棵成
苗。
1.4 检测方法
COD、氨氮、总氮、总磷等均采用《水和废水
监测分析方法》进行检测[8]。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快渗系统对 COD 去除效果
正常运行以后，COD 的去除效果见图 2。植物
快渗池 COD 进水浓度 175～315 mg·L-1，平均进水

图 3 氨氮去除效果
Figure 3 The removal rate of NH3-N

种植植物以后，人工快渗系统依然保持了较高
的 COD 去除效果，人工快渗系统对有机物的去除
主要是通过渗滤介质的过滤、表面的吸附以及内部
微生物的降解实现的。在进水阶段，有机物被渗滤
介质过滤、吸附在介质表面，落干阶段再通过好氧
有机物的生物降解作用完成对有机物的去除。渗滤
介质的吸附截留是有机物去除的前提，微生物的降
解是有机物去除的关键。同时种植植物以后，通过
根系的吸收等作用，消耗了系统内的有机物，而且
植物根际周边也生长了很多微生物，提高了系统对
有机物的去除效率。
2.2 植物快渗系统对氨氮去除效果
正常运行以后，氨氮的去除效果见图 3。植物
快渗池氨氮进水浓度为 37.9～80.5 mg·L-1，平均进
水浓度为 59.9 mg·L-1，出水浓度为 1.6～4.2 mg·L-1，
平均出水浓度为 2.8 mg·L-1，平均去除率为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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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中氨氮浓度全部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排放标准。
植物人工快渗系统采用了传统的干湿结合的方
式进行运行。在淹水过程中，通过渗滤介质的吸附
截留，将氨氮等污染物截留在渗滤介质表面；落干
过程中，通过好氧微生物的作用，利用氨氧化细菌
将有机氮转变成氨氮，氨氮在亚硝化和硝化细菌的
作用下，氧化成为硝酸盐氮。同时紫背天葵菜根系
比较发达，可以改变快渗池表层的复氧性能和渗透
性，提高了硝化作用[9-10]。而紫背天葵菜自身生长
也需要大量的氮类营养物质，进一步增加了氨氮的
去除率。
2.3 植物快渗系统对总氮去除效果
正常运行以后，总氮的去除效果见图 4。植物
快渗池总氮进水浓度范围在 86.3～110.2 mg·L-1 之
间，平均进水浓度为 97.6 mg·L-1，出水浓度 24.2～
37.7 mg·L-1，平均出水浓度为 31.6 mg·L-1，平均去
除率为 67.6%，出水中总氮的浓度不能满足《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
级 A 排放标准。刘家宝等[11]和康爱彬等[4-5,10]研究常
规的人工快渗系统总氮的去除率只有 30%左右，可
见通过植物种植以后，总氮的去除效果提升比较明
显。

图 4 总氮的去除效果
Figure 4 The removal rate of TN

2.4 植物快渗系统对总磷去除效果
正常运行以后，总磷的去除效果见图 5。植物
快渗池总磷进水浓度范围在 7.8~12.4 mg·L-1，平均
进 水 浓 度 为 9.8 mg·L-1 ， 出 水 浓 度 为 0.28~0.69
mg·L-1 平均出水浓度为 0.51 mg·L-1，平均去除率为
94.8%，出水中总磷的浓度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排放标
准。在以前的研究中普通的人工快渗系统总磷的去
除率只有 50%左右[12-13],可见通过植物种植以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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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的去除效果提升比较明显。

图 5 总磷的去除效果
Figure 5 The removal rate of TP

2.5 植物人工快渗系统 N、P 去除与紫背天葵中 N、
P 含量的关联
从试验结果可知，植物人工快渗对总氮、总磷
的去除较常规人工快渗系统明显提升。
人工快渗系统中氮的去除主要依靠氨的挥发、
渗率介质的吸附截留、微生物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
等。总氮的去除主要依靠快渗池内反硝化作用和植
物的吸收共同完成。本试验由于氨氮的去除效果较
好，而总氮的去除效果差，说明系统内部反硝化效
果差。反硝化作用主要是由反硝化细菌完成，但是
反硝化作用的环境影响因素比较多,包括碳源、温
度、pH 和溶解氧等条件。而快渗池底部虽然满足溶
解氧、温度等条件,由于 COD 平均出水浓度为 34.6
mg·L-1，碳氮比仅为 1.2，远远满足不了反硝化作用
需要的碳源的要求，同时停留时间太少，导致快渗
池内反硝化脱氮效果差，苏小东等[14]和范远红等[15]
研究表明增加额外碳源可以明显提高人工快渗系统
的脱氮效率。
表 2 紫背天葵的成分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of Begonia fimbristipula %
N
P
K
编号 No.
水分 Water
样品 1 Sample 1

94.52

2.65

0.17

5.58

样品 2 Sample 2

94.38

2.69

0.18

5.56

平均 Average

94.45

2.67

0.18

5.57

本系统中总氮的去除效果明显提升,主要来源
于种植植物。快渗系统中的植物,通过植物吸收、根
系释放分泌物和酶以及植物和根际微生物的协同作
用去除总氮[16]。紫背天葵菜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
的氮类等营养物质，通过吸收无机氮，保证了植物
体内的代谢和生长，实验过程中对紫背天葵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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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2。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紫背天葵菜中氮的含量是
比较高的，说明其在生长过程中对 N 的需求也较大。
即能消耗一部分污水中的无机氮，从而提高了快渗
池总氮的去除效率。
人工快渗系统除磷主要是依靠渗滤介质吸附，
化学反应以及生物作用完成。试验选择的填料是中
砂，本身对磷的吸附去除较差，而渗滤介质中钙、
镁、铝、铁等矿物含量较少，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磷
酸盐沉淀较少。同时在快渗池内微生物作用除磷的
效率也较低，本试验除磷明显提升的原因主要是增
加了植物紫背天葵菜，从表 2 中可以发现，紫背天
葵菜中磷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大
量的磷类等营养物质，通过吸收污水中的磷，保证
了植物体内的代谢和生长。植物对污水中磷的吸附
截留与吸收是提高磷的去除效率的主要原因[17]。

3

结论

植物人工快渗系统对 COD、氨氮平均去除率为
85.8%和 95.3%，出水浓度均能满足《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排放
限值要求。
植物人工快渗系统对总磷平均去除率为
94.8%，出水浓度均能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B 排放标准限
值要求。植物人工快渗系统出水中总氮总磷去除率
较常规人工快渗系统去除率明显提高，植物的吸收
和根系截留是去除率显著提高的主要因素。
植物种植为人工快渗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不
仅能提高污染物的去除率，还能增加环境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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