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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十九大报告：“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云南大理时叮嘱我们：

“云南有很好的生态环境，

一定要珍惜，不能在我们

手里受到破坏”。 



     同时，总书记也对云南省发展提出谆谆嘱托：希望云南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

南篇章……让云南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清新…… 

2018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

培育新动能，发挥资源优势，树牢绿色发展理

念，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能源牌”、

“绿色食品牌”、“健康生活目的地牌”这三

张牌…… 



云南省的省情 

  九大高原湖泊：滇池、洱海、抚

仙湖、异龙湖、程海、泸沽湖、杞

麓湖、星云湖、阳宗海 

云南省共有16个州（市）、129

个县（市、区）、1403个乡

（镇、街道办），11902个村委

会（行政村）、124206个自然

村，截至2017年末，共有乡村

人口2559.1万人，占全省人口

比例的53.3%。 

  地跨六大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

元江（红河）水系、澜沧江（湄公河）

水系、怒江（萨尔温江）水系、伊洛瓦

底江水系 



云南省的相关规划及主要任务 

《云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 

 《云南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作战方案》（云环发【2018】44号）：到2020

年，实现“一保两治三减四提升”：其中“两治”，即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和污

水，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主要任务：（三）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 

        根据农村区位条件、污水产生规模、排水方式、排水去向等，制定出台云

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筛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用技术和设施设备，采

用适合本地的污水治理技术和模式。 



二、云南农村污水特点及对处理技术的需求 



二、云南农村污水特点及对处理技术的需求 

1、云南村庄自然分布及特点  

人口居住分散；  

地形复杂、山高坡陡。山地面积占88.64% 

2、云南农村生产生活方式  

畜禽养殖多数分布于村庄内；  

圈养、放养现象并存。  

3、生活污水特点  

雨污合流，水质水量差异大；  

畜禽废水、生活污水混合排放。  

4、管理维护水平  

农村经济落后、支付能力弱；  

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  

 



5、环境影响  

地表水水环境质量要求高  

（高原湖泊、长江上游、珠江源头、怒江、澜沧江等跨境河流）  

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  

老百姓身体健康；  

 

 



6、处理难点及对处理技术的需求  

 

排水管网不健全，水质、

水量波动大； 

山地多、平地少，处理占

地面积有限； 

经济力量薄弱； 

运行管理人员素质偏低。 

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分散型

出设施，处理工艺应具一定的

抗冲击负荷能力； 

占地面积不宜过大，或不影

响耕种； 

造价低、运行费用少、低耗

能或无能耗处理工艺； 

工艺运行管理简单，维护方

便。 



         根据排放浓度、受纳水体及当地社会经济条件，

常规技术工艺主要分为：  

类别一：仿自然处理系统          类别二：耗能处理系统 

 

 

三、国内农村污水处理常规技术工艺 



    

常规技术工艺说明如下： 

氧化塘处理工艺     

      利用的天然养鱼塘、天然废塘等条件且排放标准不

是严格的地区可优先考虑采用该工艺。 

     适用于雨污合流制，进水浓度较低，污水量不是很

稳定的农村地区。该工艺具有一定的污染物去除效果，

出水可用于农田灌溉。 

人工湿地处理工艺     

      村庄周边土地较为宽裕且较为平坦，对排放标准不

是很严格的地区可采用该工艺。 

     适用于雨污合流制，进水浓度较低，污水量不是很

稳定的农村地区。 



    
生态沟处理工艺 

 【适用地区】若该区域已有天然河道或沟渠，可在原

有河道或沟渠的基础上，稍作修整改造后建成生态沟

渠，可达到处理效果好，投资成本低等特点。 

 【适用水质浓度】适用于雨污合流制，进水浓度较低，

污水量不是很稳定的农村地区。 

一体式净化设备(A2O/A3O/MBR/MBBR等)     

【适用地区】适用于经济条件较好、区域较小、用地

较为紧张，同时对污水排放要求高的农村地区 。 

【适用水质浓度】已建水冲厕和化粪池，收集系统为

雨污分流制，进水浓度高，污水量稳定的农村地区 。 

常规技术工艺说明如下： 



    

工艺模式 
适用范围 运行费用 

（元/m3.天） 
处理效果 

适用地区 环保要求 

氧化塘处理
工艺 

适用于山区、半
山区或干旱地区 

适用于生态不敏感区
域、对排放标准要求
低的区域 

0.05-0.10 
有一定的污染物去除效果，出水
可作为农灌用水 

生态沟污水
处理工艺 

适用于沟渠整治 
适用于生态不敏感区
域、对排放标准要求
低的区域 

0.1-0.2 
有一定的污染物去除效果，出水
可作为农灌用水 

表面流人工
湿地工艺 

适用于平坝区 无特别要求 0.1-0.2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可达到《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二
级标准 

一体化污水
处理工艺 

适用于土地紧张
地区 

适宜于生态敏感区域 
（临近河道、湖泊、
饮用水源地等） 

0.5-0.6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可达到《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
级B标准 

常规技术工艺比较 

工艺适用范围及处理效果比较 



    

问题与要求： 

更高要求： 

农村生活污染作为云南省重多河流的源头和过境地等水

环境的重要污染来源，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出更

高的标准和要求。国内常规技术工艺难于满足 

适合的技术需要满足的条件：占地小、能耗低、管

理简单、出水标准高？？？ 

问题背景：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主要以氧化塘、湿地工艺为主； 

十二五末——十三五期间： 

云南省地表水水环境（高原湖泊、长江上游、珠江源头、怒江、澜沧江等跨境

河流）质量要求 

“水十条”颁布实施„„“生态环境质量考核”„„ “河长制”的推广„„ 



四、生态填料土地处理技术研究 

1、原理：是通过筛选的特定土壤和包含专性吸附剂、碳源材质等多种基质按一定

配比构成的生态填料，以吸附、截留，植物吸收及微生物的分解转化等物理、化学

及生物化学共同作用，以达到将农村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分解净化和处理。同时，

为了加强处理效果和提高技术可靠性，在处理池表层覆土上种植植物，对污染物进

一步吸收分解，从而使污水有效达标处理。 



工艺说明： 

2、工艺流程 

3、工艺特点 

   （1）运行管理简便，主系统不用油不用电； 

   （2）系统表层可种植浅根型蔬菜，占地面积小； 

   （3）通过不同级配组合生态填料及专性吸附基质， 

     出水水质有保障。 



对处理出水水质有一定要求的环境敏感区域。 

4、适用范围 

填料床结构； 

生态填料筛选； 

填料级配研究„„ 

5、出水水质 

进水：COD≤250mg/L；TN ≤30mg/L；TP ≤4mg/L 

出水：《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

2002）一级B标。 

7、技术创新（专利3项） 

6、主要参数 

表面水力负荷：0.1-0.125m3/m2.d 

 



关键技术 

具有多孔性和低密度，比表面大； 

是一种理想的吸附剂，是一种良佳的微生物载体； 

可作为缓释碳源材质，调节C/N比； 

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改善土壤基质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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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1——新型植物活性生态填料 



关键技术2——多级配填料基质 

9：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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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 



关键技术3——填料床结构 

种植浅根型蔬菜      

草坪绿化 

关键技术 



施工方法 

基坑开挖 管道布局 

表层绿化 生态填料回填 



解决填料床堵塞技术研究 

一、强化预处理单元对SS的去除 

多级预处理单元串联； 

延长预处理单元停留时间； 

太阳能微曝气，降低污染负荷； 

高效沉淀预处理功能构建。 

二、加强运行管理水平 

处理单元分组间歇运行； 

定期清理预处理单元。 

 

 



五、应用案例 

应用实例1——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海镜村 

污水来源：生活污水 

处理规模：200m3/d 

工艺流程： 

生态填料污水土地处理系统+

表流湿地 

出水标准：一级A标准 

海
镜
村 

抚
仙
湖 



应用实例2——云南省安宁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污水来源：生活污水 

处理规模：600m3/d 

工艺流程： 

生态填料污水土地处理系统+

多级景观塘 

出水标准：一级A标准 

五、应用案例 



应用实例3——云南省昆明-安宁高速公路服务区 

污水来源：生活污水 

处理规模：80m3/d 

工艺： 

生态填料污水土地处理系统 

出水标准：一级B标准 

五、应用案例 



六、总结与思考 

1、没有最好的工艺，只有最适宜的技术 

 

筛实用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 

     适合本地需要的技术和模式就是最适宜的解决方案。 

 



2、好的技术需要高质量的运营维护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应越简单越好 

建立技术指导及技术服务体系，保证可持续营维 

（科普、维护管理） 

 

 3、良好的保障体系是实施农村污水处理的关键 

政策 

资金（建设资金、运行资金） 

社会参与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