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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应用于城市绿地的微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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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目前城市绿地采用饮用水地面喷灌技术，造成绿地喷灌用水量不均匀且极大地浪费
饮用水资源等问题，探讨了应用于城市绿地微灌的再生水处理工艺、处理后再生利用的水质标准及
其微灌系统设计技术。通过对再生水绿地微灌系统的设计参数、首部枢纽、管网布置、灌水器的喷
洒方式及控制系统等的设计介绍，归纳了城市绿地再生水微灌系统的一般规划设计方法，并对再生
水微灌技术应用于城市绿地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进行了初步分析。经探讨分析认为，再生水微灌技
术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降低水环境负荷和推广先进的绿地灌溉节水技术等方面找到了新的结合
点，并且对污（废）水再生利用、保护水环境、节约水资源、城市生态景观绿化等技术结合方面的研
究与应用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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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是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进入城市污水处

代替饮用水灌溉绿地‘２１。

理厂经二级或二级以上处理后排放的水的总称…。

城市绿地的灌溉要求较农业灌溉复杂得多，因

再生水的利用是减少污染源、解决城市缺水的有效

绿地的类型多（草坪、花卉、树木等），对灌溉水量、

途径之一。灌溉是再生水利用的重要方面，作为节

位置、浇水方法等各不相同，采用传统的地面灌溉不

约水资源的有效方法。发达国家已大量使用再生水

仅极大浪费水资源，而且难以满足灌溉要求。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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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城市绿地的再生水灌溉技术尤为重要，作者通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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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处理系统中的二沉池。一般情况下，城市污水经

过应用实例提出：城市绿地灌溉最好采用城市生活

ＭＢＲ处理后，∞（ＣＯＤＤ）小于３０ ｍｇ／Ｌ、氨氮小于１５

污水回用和节水灌溉技术相结合，以达到污水资源

ｍｇ／Ｌ、∞（ＢＯＤ５）小于５ ｍｇ／Ｌ、∞（ＳＳ）小于ｌＯ ｍｇ／Ｌ，浊

化、节约用水、提高用水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考

度小于０．２ ｍｇ／Ｌ等，各项指标均低于国家《生活杂用

虑到技术和成本因素，城市生活污水的一些有机物

水水质标准》和微灌技术要求用水标准。

和病菌不可能完全除尽。如果采用地面节水形式，

ＭＢＲ系统的特点是规模可大可小，小装置可用

会造成灌水不均匀、产生臭味、影响环境及人体健

于一个家庭，大型装置日处理量可达数万ｍ３，可完

康。为此，选用以地下滴灌为主，结合地面微喷灌的

全满足城市不同小区污水再生和就近回用。

微灌技术，既大量节约了再生水资源，又可最大限度
地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后续处理工艺：对处理后的水进行消毒和ｐＨ
值调节处理，出水的卫生学指标应达到再生水用于
绿地灌溉的水质标准要求，出水的ｐＨ值应在５．５—

１

城市绿地微灌的再生水处理工艺
再生水用于城市绿地灌溉的水质标准

１．１

７．５之间。

２城市绿地的再生水微灌技术

灌溉绿地使用的再生水，其理化指标和卫生学
指标限值必须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ｌ再生水用于绿地灌溉的水质标准

微灌是高效的节水灌溉技术，主要有滴灌、微喷
灌、小管出流灌和渗灌４种ＭＪ，其社会和经济效益显
著。把城市污水再生后，利用于城市绿地灌溉。并与
节水技术相结合，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城市绿地往往是草坪、花卉与树木混种。对草
坪上树木、花卉的微灌设计必须考虑许多因素，除一
般灌溉系统所要考虑的因素外，还要考虑各种植物
的需水量、各种植物要求的滴喷头数、滴喷灌设备的
选择、支管水力学、水源质量、灌溉制度及设备的长
期维修等＂Ｊ。
用于城市绿地灌溉的微灌系统，一般包括控制
系统、遥控阀和配水系统。控制系统是用于控制滴

１．２城市绿地微灌的再生水处理工艺
１．２．１

工艺流程

灌和微灌２种系统的电子控制器，它既能控制灌水
周期短且重复的微喷灌系统，又能控制灌水周期长

应用于城市绿地微灌的污水处理工艺流程为：

的滴灌系统。遥控阀一般选用电磁阀，全套滴灌遥

预处理、二级处理和后续处理。污水再生全流程工

控阀装置还包括过滤器（设在每个支管前）、调压器

艺‘３３见图１。

及承插式连接件。遥控阀以下的配水系统由支管复
式接头、控制阀、装滴头的支管和冲洗堵头组成。由

城市污水

于有时树木在整个地区分布无规律，滴灌支管中可
再生水

能出现水力不平衡现象，故在滴灌支管上应安装控
图ｌ

污水再生全流程工艺

制阀来进行必要调节。控制阀的下游是装有滴头的
支管，支管埋于地下，通往每一棵树、花卉，滴头均匀

１．２．２工艺流程说明

地布置在每一棵树、花卉的周围。滴头为倒钩装配，

预处理工艺：格栅处理、泵房提升和沉砂处理。

由于灌木区或草皮区的植物位置不规则，故采用压

二级处理工艺：应用膜生物反应器ＭＢＲ（膜分离

力补偿式，单出口。滴灌支管上的冲洗堵头用于日

技术和生物技术结合的新工艺），主要利用膜件进行

常维修时冲洗支管，并可在该处测压七

固液分离，截留的污泥或杂质回流（或保留）至生物反

城市绿地采用微喷与滴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灌

应器中，处理的清水透过膜排水，构成了污水处理的

溉。微喷用于草坪，滴灌用于树木、花卉，灌溉系统

膜生物反应器系统，膜组件的作用相当于传统污水生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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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了污水再利用和节水灌溉事业的发展，适合干旱缺
水地区种树种草，符合开发西部的退耕还林、保护环
境的发展趋势，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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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阀装置

城市污水经膜生物反应器ＭＢＲ处理和适当深
度处理后，其出水水质完全满足城市绿地灌溉要求。

滴灌干管

针对目前城市绿地灌溉技术落后、浪费水严重问
图２城市绿地再生水微灌系统

题ｍ Ｊ，提出的将再生水与微灌节水技术结合起来灌
溉城市绿地技术可行，而且城市小区污水就近处理

３效益分析

并高效回用，可减少污水排放量，减小城市排水管网
压力，节省长距离运输和基建费用。随着该技术的
推广应用，将对污水再利用、保护环境和节约水资

３．１经济效益
按城市污水处理量２４０ ｍ３／ｄ计，其基本投资为

源起到较大的推进作用。

３８万元。若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则再生水处理成本

约为０．２８形ｍ３；微灌系统按需水量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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