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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的生态发展战略 

王文明 ，危建新1,2 

(1．湖南先导洋湖再生水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006； 

2．长沙先导洋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410006) 

摘要：建立了由MSBR池和三级“植物塘+人工湿地”组成的复合景观型生态污水处理组合工艺系统，用以集中处 

理城市生活污水。系统连续运行近一年的处理效果持续稳定 ，出水水质优于国家(GB18918—2002)一级 A排放标准 。 

“MSBR+人工湿地”组合工艺具有占地面积小、运行成本低、出水水质好、生态环境效益显著等优点，吨水占地面积约 

2．8mE／t，吨水运行成本约0．6O元 ／t。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的生态治污组合工艺方案，从所选用生态治污工艺、致力污水 

再生利用、推进生态景观建设和坚持低碳清洁生产 4个方面阐述了其生态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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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Pingtang W 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n Changsha 

WANG Wen—ming ．WEI Jian·xin ’ 

(1．Hunan Pilot Yanghu Reclaimed Water Co．，Ltd．，Changsha 410006，China； 

2．Changsha Pilot Yanghu Construction and Investment Co．，Ltd．，Changsha 410006，China) 

Abstract：A multiple landscape system consisting of a modified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MSBR)and a tertiary 

plant—pond and constructed—wetland composite was established for a central treatment of municipal domestic sewage． 

A yearly continuous operation showed that the treatment results were stable and sustainable．The quality of the water 

treated by this ecosystem was better than grade A water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Discharging Municipal 

Wastewater(GB18918—2002)．The”MSBR+constructed wetland combined process”had the advantage of small 

site，low running cost，good effluent water quali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benefit．The used land area for 

processing one ton of water was 2．8 m and the running cost was 0．60 RMB yuardton．Pingtang Sewage Treatment 

Plant in Changsha illustrates it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choosing ecological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 ，reusing and recycling wastewater，promoting ecologic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maintaining low—carbon clean production． 

Key words：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ecology；constructed wetland；clean production 

洋湖生态新城是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 “两型”社 

会建设起步区的核心片区之一，北依岳麓山、东临湘 

江，规划面积 19．8kin 。在“城市梦想、生态洋湖”建设 

理念的指引下，洋湖新城规划为洋湖生态湿地公园、 

生态宜居社区和生态总部经济区等多个功能分区。洋 

湖生态湿地公园占地面积 4．85 km ，是我国中南部最 

大的城市湿地公园。通过洋湖生态湿地公园、坪塘污 

水处理厂、节能建筑、区域能源中心和垃圾分类处理 

等多个“两型”项目的建设，洋湖新城成为长沙首个生 

态示范片区，在全国率先开启低碳城市梦想，发挥先 

行先试的积极作用。 

1 工程概况 

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位于洋湖生态湿地公园 

科教区内，规划总占地面积 0．217km ，规划分三期建 

设，近期(2012年)4万 ，中期(2016年)8万 ，远 

期(2020年)12万 洲。工程服务范围为长沙市西二环 

线和白鹤天池以南的坪浦组团区域，包括含浦科教产 

业园、坪塘和洋湖 3个片区，纳污面积约 50km ，服务 

人口约 6O万，配套污水收集管网40．5km、中水管网 

26．5km。 

近期厂区建安工程于 2010年 4月开工建设 ， 

2011年 8月竣工 ，l0月建安工程投入试运行，人工 

湿地工程于 2011年 12月通水调试 ，2012年 5月 

人工湿地 出水 实现一级 A连续稳定达标排 放 。 

2012年 7月 ，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工程项 目通 

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同年 8月 11日获批进入商 

、I 试运行。 

中央投资项目：长沙市“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工程项目 

收稿 日期 ：2012—12—17；修订13期：2013—07—17 通信作者：危建新，硕士，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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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治污工艺方案 

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生态治污工艺流程如图 

1所示。由图 1可知，污水主要经过预处理、MSBR池 

和人工湿地 3个环节进行净化处理。预处理是物理 

过程，包括粗格栅、细格栅和旋流沉砂池，主要去掉 

垃圾杂物和无机砂粒以保证二级生化处理设备的安 

全运行。MSBR为改良型序批式连续流反应池，是在 

原污水———圈 一圆  

AZ／O工艺上结合 SBR工艺、接触絮凝过滤理论发展 

而成的一种污水处理新工艺，兼具A2／O和SBR工艺 

的优点，具有占地面积小、微孔曝气混合效果好、运 

行费用低、自动化程度高和脱氮除磷效果好等多 

重优点[11，MSBR出水可连续稳定达到一级 B排放标 

准。近期工程设 MSBR池 2组，每组处理能力为 2万 

，每组尺寸为 52．7m×39m，水力停留时间 15．29h， 

泥龄 14．59d 

图中符号说明： 
1．T代表植物塘 ，T一1、T一2为一级、二级植物塘； 
2．I代表一级人工湿地，I一1、I一2、I一3、I一4为一级人工湿地 l、2、3、4 
3．Ⅱ代表二级人工湿地，II一1、I1—2、II一3、Ⅱ一4为二级人工湿地 1、2、3、4； 
4．Ⅲ代表三级人工湿地，Ⅲ一1、Ⅲ一2、Ⅲ一3、Ⅲ一4为三级人工湿地 1、2,3、4： 

．  1
．． ．． ．．--J 

图 1 长沙市坪塘污水厂生态治污工艺流程 

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厂区及人工湿地平面布置 

如图2所示，近期工程总占地面积约0．1 12km2,其中生态 

围墙范围内厂区面积约 0．032km ，人工湿地面积约 

0．08km2,人工湿地区域围绕厂区呈“L”型布置，总吨水占 

地面积约2．8m2／t。由图 1和图2可知，̂、工湿地共分三级 

处理系统，每级处理系统采用“植物塘 +人工湿地”组合 

工艺。人工湿地总水力负荷0．76m3／(m ·d)，总BOD 负荷 

15．29g／(m ·d)。MSBR池出水首先 自流进入一级植物塘 

(T一1)，利用植物塘对一级人工湿地配水。一级人工湿地 

T一1进水 
一 级 B进水 

水 

系统由2组 4座并联运行的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组成。生 

态河道收集一级人工湿地系统出水，并对二级人工湿地 

系统布水。二级人工湿地系统采用 2组并联运行的“水平 

潜流人工湿地(11—1、lI一2)+表面流人工湿地(Ⅱ一3、 

Ⅱ一4)”，该系统出水经集水渠进入二级植物塘(T一2)，二 

级植物塘出水经布水渠进入三级人工湿地系统，该系统 

由2组并联的“表面流 人工湿地(m一2、11I一4)+水平潜流 

人工湿地(m一1、m一3)”组成，三级人工湿地出水自流进 

入紫外消毒渠消毒后出水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 

图 2 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平面布置图 

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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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湿地进水端、出水端分别设置 1．0m宽布水 

渠和集水渠，但 I一3、I一4出水端和 11—1、11—2进水 

端为生态河道；进水端设阀门井，通过阀门调节控制 

进水量，通常情况下进水阀门全开或全关 ；出水端设 

水位控制器，通过调节出水弯管高度控制湿地运行水 

位。一级、二级人工湿地(如 I一1、I1—1等)沿水流方 

向(图中箭头方向)划分为4个单元，三级人工湿地 

(如III一1、I!I一2等)沿水流方向(图中箭头方向)划分 

为 3个单元，每单元设排空管 1根，通过调节排空井 

中排空阀实现排空操作。人工湿地运行中常发生生物 

膜脱落，脱落的生物膜易造成人工湿地堵塞和出水ss 

超标。运行经验表明，可通过优化人工湿地运行机制将 

人工湿地各单元间歇运行、定期排空可将绝大部分脱 

落的生物膜移出人工湿地。各级人工湿地均采用花岗 

岩碎石填料，一级人工湿地填料床共分上、中、下 3层， 

分别为滤料层、过滤层和排水层，上层和下层填料深 

350mm、粒径约 40～50mm，中层填料深 500mm，粒径 

约20—30mm。二级人工湿地粒径为 30～40mm。三级 

人工湿地粒径为40～50ram。工艺末端人工湿地m一1 

和m一3为水平潜流人工湿地 ，控制运行水位在碎石 

填料表面以下 5～10cm；m一1和Ⅲ一3末端还设小粒 

径(约4～6mm)碎石填料过滤区过滤悬浮物以保证出 

水 ss达标。 

为增强冬季低温天气人工湿地的景观效果，在人 

工湿地工艺系统中设有植物塘 T一1、T一2和生态河 

道，均设置有浅水区、过渡区和深水区。浅水区种植千 

屈菜(Lythrum salicaria)、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 

茭白(Zizania caduciflora)、水葱(Scirpus validus)等挺 

水植物，过渡区种植睡莲(Nymphaea spp．)、黄花水龙 

(Ludwigia peploides subsp．stipulacea)、 水 芹 菜 

(Oenanthe avanica)等浮水植物，深水区种植狐尾藻 

(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眼 子 菜 (Potamogeton 

distinctus)等沉水植物。人工湿地中分区种植黄菖蒲 

(Iris pseudacorus)、水生美人蕉(Canna ganca)、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香蒲(Typha orientalis)、灯心草 

Juncus effu~ )、千屈菜 (Lythrum salicaria)、茭白 

(Zizania caduc~flora)和旱伞草(Cyperus alternifolius) 

等多种水生植物。人工湿地植物需根据季节变化和生 

长情况，定期收割并及时补种，主要通过人工方式将 

植物残渣移出人工湿地，避免植物残渣引起人工湿地 

水体二次污染和基质堵塞。 

2012年 5月以来，人工湿地已实现出水一级 A 

连续稳定达标排放。人工湿地 日常运行中，选取 T一1 

出水、河道、T一2进水、T一2出水、紫外消毒模块前后等 

6个位置取水样分析监测各级人工湿地对污染物的 

去除效果。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水质数据如表 1所 

示，从表 1看出，坪塘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典型出水 

水质优于一级A标准，且除TN、TP外其余指标接近 

或优于地表Ⅲ类水质标准。目前 ，全国各地关于人工 

湿地运行管理水平差异较大，人工湿地组合工艺系统 

运行管理经验报道较少。随着我厂多级组合工艺人工 

湿地的投产，将有助于积累更多的运行数据和经验， 

推动人工湿地运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厂也将会进一 

步密切关注人工湿地运行动态稳定性等相关问题。 

表 1 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水质数据 mg／L 

3 生态发展战略剖析 

3．1 选用生态治污工艺 

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位于湘江流域长沙段上 

游靳江河右岸的洋湖垸内，长沙市多个自来水厂取水 

口位于长沙下游江段。根据 《长沙市给水专项规划 

(2003—2020)}}，湘江和靳江河交汇处附近江段为湘 

江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在此禁止排放污水、不得 

新建对水源有污染的项 目。因此，坪浦组团区域排放 

的污水亟待处理，否则直接威胁长沙市饮用水安全。 

为保障湘江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的水质安全 ， 

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拟采用 “MSBR+滤布滤池 + 

超滤”组合工艺将片区生活污水收集进行集中处理到 

地表 Ⅲ类水质标准，实现排水对湘江的零污染 。 

“MSBR+滤布滤池+超滤”组合工艺吨水投资成本约 

3000元 ／t，运行成本高达 2．1元 ／t。2009年 12月，长 

沙市政府提出“应研究利用洋湖生态湿地公园的水体 

自然净化功能将坪塘污水处理厂排水水质提升到地 

表Ⅲ类水质标准，做到坪塘污水处理厂经济、环保和 

低碳运行”。经过广泛调研和专家论证，“MSBR+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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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比重，规模越小的污水处理厂吨水电耗越高。坪塘 

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仅4万t，能否实现低碳清洁生产 

关系到公司的财务安全。坪塘污水处理厂组织编写了 

《运行成本控制手册》，目的在于满足出水水质稳定达标 

的前提下实现资源节约。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耗能设备 

有进水提升泵、鼓风机和污泥脱水机等。根据每天进水 

流量的波动变化经验，控制合理的泵站液位，让污水提 

升泵在较佳工作点运行。控制 MSBR池较优的工艺指 

标，主曝气单元污泥浓度(MLSS)和溶解氧(DO)浓度分 

别控制在优化的范围，曝气量既满足 MSBR工艺的需 

要又实现鼓风机节能运行。坪塘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中 

定期进行经验总结，制定合理的工艺及设备运行方案， 

并由专人对全厂设备运行进行动态管理。创新管理是城 

镇污水处理厂实现低碳清洁生产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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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 2002--2010年北碚区土地利用变化引起 

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进行了探讨。发现 2002--2010 

年生态服务价值结构变化较大，废物处理、生物多样 

性和原材料等某些单项服务功能相对减弱。研究期内 

生态、经济协调度(EC)均为负值，且呈不断减小趋 

势。预测可知需将生态服务价值维持在 2．51亿元为 

最佳状态。结合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提出必须对耕 

地、林地和园地等主要地类进行调整，调整面积为 

1800 hm2．900 hm2．,300 hm 。 

与预测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再进行生态服务价值 

计算的方法相比，本文以生态服务价值变化为基准趋 

势外推，能有效避免因未对 2020年生态服务价值当 

量因子修订而引起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差别。同时， 

本文未涉及各单项ESV占总ESV的最佳比例，留待 

下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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