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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雨污处理在丘陵地区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许乙青 1，张敏建 2*
（1.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长沙 410082；
2.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郑州 450044）
摘要：以竹篙滩新区及竹篙滩安置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中的雨水、污水工程规划为例，通过对场地现状地形特征、
水系流域分布和市政雨污管网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传统集中式污水处理方案在该类型地区的不适用性，进
而提出从分散式雨污处理技术的角度出发来解决该地区的雨污处理问题。简要介绍了分散式雨污处理系统的
工作流程、设计原则、设计思路，并针对竹篙滩新区和竹篙滩安置区的现状特征提出相应的雨水、污水工程
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措施，解决了该片区雨污排放困难、工程难度较大、造价过高等问题，也为将来同类型项
目的开发建设提供一定的思路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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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ecentralized rainwater and sewage treatment on
urban planning in hilly area
XU Yiqing1, ZHANG Minjian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 Henan Urban Plan＆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rainwater and sewage engineering planning of Zhugaotan new district and
resettlement area detailed planning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ntralized sewage
engineering planning is not applicable in the district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terrain features, watershed
distribution and status sewage pipe network of the site,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decentralized sewage
treat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ainwater and sewage treat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workflow,
design principles and ideas of the decentralized rainwater and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and proposes the
rainwater and sewage engineering planning of Zhugaotan new district and resettlement area,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disposing the sewage, make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easier and reduce the project cos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ing some ideas and
technical supports to the programs in same type.
Key words: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urban planning; decentralized rainwater and sewage treatment;
contructional detailed planning; hill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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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至 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

已达 56.10%. 但同时一些负面问题也逐渐显现在世人面前，这其中就包括水环境的污染问题。2011 年，
对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这 7 条主要河流的水质监测显示，其中受污染的第四类
和第五类水占比达 25%，严重污染的劣五类水占比达 14%；而国内 26 个主要湖泊和水库中水质为第四类
和第五类的水占比为 50%，劣五类水占比为 8%X. 可以看出，我国水环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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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数据来源：中国水危机，http://chinawaterrisk.org/big-picture/pollution-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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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防治刻不容缓。
改善水环境状况、防治水体污染的途径之一是对生活、工业等污水和初降雨水进行净化处理。污水
处理系统分为集中式污水处理和分散式污水处理两种。集中式污水处理即通过市政污水管网体系和大型
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污（废）水[1]，这是目前我国广泛采用的污水处理系统，具有可以集中处理大流
量生活、工业污（废）水的优点[2]，但往往也存在基建投入多、运行成本高、污水管线需反复挖开回填
等弊端[3]。

1

研究背景
丘陵地区由于地形的复杂变化，许多片区在采用集中式污水处理时存在管线接入困难或管线过长、

投资过大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欧美等世界发达国家目前采用以集中处理为主、分散处理为辅的污水
处理模式，充分利用两者的特点，将易于汇集的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集中输送、处理，而局部污染源
头分散、污水排量小、地形复杂的地区则就地处理、达标后排放或回收利用[4]。例如在德国，由于国内
地形起伏较大，污水管线的敷设难度大、资金投入较高，集中式污水处理模式并不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1995 年吕贝克市在 Flintenbreite 居住区采用了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将不同类型的生活污水分类处理、
储存、排放或回用。之后“Flintenbreite 模式”逐渐在全德国推广，至 2008 年德国建成污水处理厂 7 203 座
（多数为小型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率高达 97%，各城市均基本形成了集中式和分散式相结合的污水
处理模式[5~6]。
本课题组在湖南省花垣县竹篙滩安置区修建性详细规划项目中同样遇到了地形因素导致雨污排放困
难的问题，在综合考虑场地因素和有关部门意见的情况下，尝试采用分散式污水处理的方式，探索分散
式污水处理在我国丘陵城市地形复杂片区应用的可能性。

2

项目概况与排污方案分析
花垣县隶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湘、黔、渝三省交界

处，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形。竹篙滩新区小城镇综合项目是花垣县近
几年着力打造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项目之一，功能分区如图 1 所示。
其中竹篙滩安置区是新区开发的一期工程，位于竹篙滩新区的西部，
面积 6.13 hm2，现状主要为林地和耕地，规划以低层住宅为主，主要
作为竹篙滩新区现居居民的拆迁安置补偿地。
2.1

场地现状分析
竹篙滩新区位于花垣县县城北部，东、北临花垣河，西倚花果

山森林公园，南接县城老城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形条件
复杂。
2.1.1

地形条件分析

将片区地形数据导入 ARCGIS10.0 中并进行地表分析，得出片区

图1
Fig. 1

竹篙滩新区功能分区

Functional zoning of Zhugaotan
new district

的高程分布图与坡度分布图，如图 2 所示。分析发现，1）片区内部有两条冲沟，冲沟内最低标高分别为
263.00 m 和 268.00 m，周边坡顶最高点标高分别为 284.00，306.00，324.00 m，山体剖断面示意图如图 3
所示；2）片区中部偏南区域坡度较大，多在 15～25°之间，部分区域超过 25°，结合坡向可知坡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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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均为北向和西北向山坡，即朝向片区一侧山坡。

图2
Fig. 2

现状高程（a）与坡度（b）分析图
Analysis of elevation (a) and slope (b)

图3
Fig. 3

2.1.2

A-A 剖面图（m）
Profile of A-A (m)

水系流域分析

运用 ARCGIS10.0 中的水文分析模块对竹篙滩新区进
行流域分析，发现竹篙滩新区规划范围主要由 3 个流域构
成，如图 4 所示。北部流域内除北侧少部分地区地表径流
向北流入花垣河外，其余部分地表水均汇集于中南部的汇
水线处，并集中向东流入花垣河干流；中部流域由两条一级
汇水线构成，内部地表水汇集于此后向北流入花垣河；南
部流域由于包含在竹篙滩新区规划范围内的部分面积较
小，对本次规划的影响不大。
2.1.3

市政污水管线现状分析

规划区周边可接入的市政管线有两处，一处为南部赶
秋路市政管网，可沿规划区内南北向道路接入赶秋路；另
一处为花垣河东段沿河截污干管，可沿花垣河敷设污水管
线接入，如图 5 所示。

图4

流域及河网分布现状

Fig. 4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watershed and river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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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现状小结

根据前文现状分析及周边市政管线分布情况可知，竹篙滩
新区与南部赶秋路之间有山坡隔开且高差较大（坡顶与坡底高
差约 45 m），建成后的竹篙滩新区内部道路标高低于赶秋路，
导致片区内部污水管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时存在一定困难。同
时，其内部也分为数个小型流域，流域之间由分水岭隔开，污
水输送时在跨流域的情况下难以通过重力自流的方式正常排
放，需经过污水提升泵站进行加压提升。
2.2

传统集中式污水处理方案适用性分析
规划首先尝试采用集中式污水处理的思路解决竹篙滩新

区的污水处理问题，并提出了两种污水工程规划方案，如图 6

图5
Fig. 5

市政污水管网现状

Present sewage pipe network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所示。
方案一的总体思想是将竹篙滩新区的污水经加压提升后向南接入赶秋路市政污水管网。该方案中竹
篙滩北部居住区、安置区和中部酒店公建区的污水均向赶秋路北部延长线汇集，经加压提升后进入县城
市政污水管网。
方案二的总体思想是将竹篙滩新区的污水在基本顺应地形走势的情况下，向东接入花垣河下游市政
污水管网。由于竹篙滩新区地势西高东低，区内各流域的污水经汇集后大致集中于东部水库堤坝处。方
案将汇集后的污水穿过堤坝沿花垣河南岸敷设污水管线，沿河敷设约 1 400 m 后接入花垣河下游老城区
截污干管，从而进入县城市政污水管网。

Fig. 6

图 6 传统集中式污水工程规划
Traditional centralized sewage engineering planning
a—方案一；b—方案二
a-Project one; b-Projec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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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污水处理方案中，方案一将污水内部汇集后接入最近的市政污水管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较小，管线距离短，但存在内部污水排放过程中多次跨越流域、反坡排放距离长、需多次对污水进行加
压提升等问题；方案二内部污水管网工程规划基本顺应地形走势、反坡排放距离短，但沿河敷设污水管
工程量大、资金投入较多、对沿河居民造成较大影响，且不利于花垣河沿河风光带的打造。因此，上述
两种方案均不适用于解决竹篙滩新区的污水处理问题。本课题组在综合考量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施工
难度及景观效果等因素后，决定尝试使用分散式生态污水处理技术对竹篙滩新区及竹篙滩安置区的污水
进行处理。

3

竹篙滩新区分散式雨污处理工程规划

3.1

分散式雨污处理系统工作流程
分散式雨污处理系统的工作流程主要由雨污收集、处理、排放或回用等组成，雨污的处理主要在生

态处理模块中进行，包括一级处理和二级处理两步，如图 7 所示。

图7
Fig. 7

3.1.1

分散式雨污处理系统工作流程（a）与生态模块平面示意图（b）

Work process of decentralized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a) and illustration of ecological module (b)

雨污收集

1）雨水收集
国外对雨水收集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比较成熟，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该技术的应
用也十分普遍。在国内由于近几年各级政府对海绵城市的大力推行，在该领域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
步。目前，雨水收集主要有三种途径，分别为屋顶雨水收集、场地雨水收集和道路雨水收集，如图 8、
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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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雨水收集方式
Fig. 8 Rainwater collection method
a—屋顶雨水收集；b—场地雨水收集；c—道路雨水收集
a-Roof rainwater collection; b-Site rainwater collection; c-Road rainwater collection

Fig. 9

图 9 雨水收集、贮存、回用系统
Rainwater collection, storage and recycling system

屋顶雨水收集。竹篙滩新区的建筑密度为 24.4%，这也意味着整个片区 24.4%的水平投影面积为建
筑屋顶，因此对屋顶雨水的有效收集将大幅提高对降水资源的利用，同时也可以提升建筑屋顶的景观效
果。屋顶雨水收集方式是通过雨水管将屋面收集的雨水导入草沟或雨水花园并在其中进行初步净化，之
后排放至附近的集水井，用以调节、储存雨水，同时在集水井中设置溢流口，在暴雨时将井内雨水及时
溢流到湿地或下一级收集设施中。
场地雨水收集。此处的场地即广场、停车场、运动场等在一定程度上硬化后的场所。场地铺装应采
用透水材料，方便雨水下渗，同时通过竖向设计引导场地表面来不及下渗的雨水流入场地边缘的草沟或
雨水花园，进而进入小区的雨水收集、贮存网络。
道路雨水收集。该收集方式在道路两侧设置有草沟，并在路口或有道路隔断处设置过街管道，从而
构建整个道路雨水收集网络。初降雨水在草沟中流动时，雨水中所带的污染物将在过滤、渗透、吸收和
生物降解等联合作用下被初步去除，同时草沟内的植被也能降低雨水的流速，使颗粒物得到沉淀，以达
到涵养水土、控制雨水径流的目的。
2）污水收集
生活污水的收集与常规污水工程规划基本一致，将各建筑单元产生的生活污水收集到户前的化粪池
中进行初步反应后，经小区内部污水管网输送至污水处理模块，并在模块中的集中化粪池内隔离出污水
中的油脂和大块杂物，之后进入下一处理步骤的沉淀区。值得一提的是，初降雨水经雨水花园、草沟、
雨水管等设施收集后，在降雨量较小、不超过处理容量上限的情况下，除渗入地下或直接流入地表径流
的那部分外，其余部分也将经溢流口进入污水生态处理模块中进行处理，去除其中含有的污染物，以减
少对地表水系的污染，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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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Sewage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一级处理

经由收集集中并隔离大块杂物油脂的污水通过重力自流的方式流入沉淀池中进行初步沉淀，去除污
水中的部分颗粒物；经初步沉淀的污水流入调节池，在池中调节水质、均衡水量；调节后的污水通过提
升泵提升进入生化反应池，进行氧化反应；经氧化反应后的污泥水混合物进入斜板沉淀池，在重力的作
用下进行泥水分离，至此对污水的一级处理完成，污水将进入二级处理区。
3.1.3

二级处理

经一级处理后的污水进入多介质生态处理模块。在经过植物和多种介质相互协调的生物、化学和物
理作用下（内部相关化学、物理反应属于环境工程学范畴，本文不做详细讨论），使污水中的有机物得以
降解，无机盐得以固定，氮磷等营养物质得以资源化利用。
经过生态处理模块处理后的污水即可达到排放标准，可排放至地表径流或湿地中进入自然界的水循
环，也可进入项目设计的回用系统中重新利用，包括景观用水、灌溉用水、清洁用水等，具体回用措施
视规划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3.2

规划设计原则
目前，分散式雨污处理在我国的应用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大多数应用实例还停留在单纯的将污

水处理厂小型化、分散化这一层面。实际上，基于分散式雨污处理思想的城市规划应遵循以下设计原则：
1）系统性原则。规划应从宏观视角分析项目所在区域的流域结构特点，将功能分区、道路结构、景
观绿地、雨污处理与地形、水系紧密结合，合理布局项目中涉及的各类工程设施，形成科学、完善的水
系空间环境系统。
2）生态性原则。规划应维护原有的水系生态环境，恢复地表径流，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项目建设
对当地微气候的影响，丰富片区生态景观。
3）景观性原则。规划应将系统中的工程设施布局与片区景观绿地系统、开放空间系统等有机融合，
促进片区空间结构的优化，提升整体的景观效果。
4）灵活性原则。规划设计应综合考量项目类型、地形特点、地方政策等因素，采取灵活多样、因地
制宜的规划策略和技术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分散式雨污处理系统的灵活性优势。
3.3

规划设计思路
规划着重考虑规划区地形因素对雨污排放的影响，在充分研究场地地形条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竹

篙滩新区各组团功能，以流域为基本单元将整个场地划分为不同的排水分区。各排水分区内设置相互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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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雨污生态处理系统，保证分区之间的雨污处理互不干扰。同时，设计采用雨水花园、草沟、人工湿
地等工程措施，将雨污工程规划与景观的营造高度结合，既提升室外环境的生态性和舒适性，也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项目建设对地表径流的破坏，达到低影响开发的目的。
3.4

规划总体布局
由水文分析结果可知，整个竹篙滩新区可以大致分为北、中、南 3 个流域，如图 11 所示，其中，北

部流域中地表水系于中部汇集后由西南向东北流入花垣河；中部流域和南部流域由于公建和高层住宅开
发的需要，后续将进行一定程度的用地平整，并且考虑到开发时序和功能分区等多种因素，竖向设计时
将这两个流域统一进行土方平衡从而形成一个流域（后文统一称为“南部流域”），该流域水系于中北部
汇集后由西南向东北流入花垣河中。

图 11
Fig. 11

竹篙滩新区排水分区及污水工程规划

Drainage area and sewage engineering planning of Zhugaotan new district
a—排水分区示意图；b—竹篙滩新区污水工程规划图

a-Schematic diagram of drainage area; b-Sewage engineering planning of Zhugaotan new district

规划结合功能分区和流域范围，将整个片区划分为安置区（A 分区）、生态住区（B 分区）和公建、
商住区（C 分区）3 个排水分区，其中，A 分区和 B 分区均位于北部流域且 A 分区位于 B 分区上游，
C 分区位于南部流域。A、B 分区由于其功能分别为安置区和生态住区，规划将原始地表径流、雨水收
集系统和雨污处理系统相结合，在北部流域汇水线处规划一系列的雨水花园、草沟、地表水系和人工湿
地，并将污水处理模块设置于汇水线下游人工湿地处，小区内生活污水和初降雨水经处理后可直接排入
人工湿地内以补充水量，从而既解决了污水处理后排放和回用的问题，又将小区景观系统、绿地系统、
水系系统和雨污处理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C 分区由酒店、超市等公共建筑、高层住宅及其底层商业
网点、市民活动广场等构成，区内相当一部分地面需要进行硬化处理，因此分区难以形成系统的地表水
系，规划将污水处理模块设置于分区汇水线东侧，分区内生活污水、雨水经雨污管网收集后输送至处理
模块中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的雨水、污水一部分向北流入花垣河，一部分进入回用系统补充分区内景
观水池、绿化灌溉等用水，具体污水工程规划图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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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措施

3.5.1

竖向设计

以安置区（即 A 分区）为例，由于分区内地形起伏较大，规划将安置区内部划分为五级台地，每级
台地之间高差约为 5 m，如图 12 所示。相邻台地之间的高差处设置护坡，护坡上通过网格植草或种植小
型灌木，并设计步道、踏步等景观设施，形成可供居民休憩散步的阳光草坡。同时，竖向设计在地形坡
度和土方平衡均适宜的情况下尽量将地表径流引导向原场地内雨水汇集处，并在汇水线下游设置人工湿
地，从而既保护了原有的自然地表径流，也能够体现湖南丘陵地区山水交融的地域特色。

图 12
Fig. 12

3.5.2

安置区剖面图（m）

Profile of resettlement area (m)

雨污工程规划

对安置区进行竖向设计和场地平整后，结合平整后的地形特征，保留南、北两条地表径流，并在径
流汇集处设置人工湿地用以净化水质、调蓄水量。污水生态处理模块设置于湿地北侧，小区内生活污水
将通过污水管网收集输送至此处进行净化处理，达标后排入人工湿地中。在雨水工程规划方面，小区内
雨水经雨水花园、集水井等设施收集后通过草沟就近输送至地表径流，最终流入人工湿地中，从而补充
湿地水量。在暴雨来临时，人工湿地内水量超过其极限容量后将通过溢流口流入下游水系，并以类似的
方式层层下流，最终进入花垣河干流。具体的雨污工程规划图如图 13 所示。

图 13
Fig. 13

安置区雨污工程规划图

Rainwater and sewage engineering planning map of resettlement area
a—雨水工程；b—污水工程
a-Rainwater engineering; b-Sewa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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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对研究区域的地形特征、水文特征、流域分布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结合项目本身的规划条件

和开发意图，运用分散式雨污处理技术的相关理念，最终形成了竹篙滩新区分散式雨污工程规划，从而
解决了该片区雨污排放困难、工程难度较大、造价过高等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次规划研究仍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如日常缴纳的水费中已经包含了污水处理费，因此在项目建设中开发商单独建设污水生
态处理模块的积极性不高，这还需政府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如免收该片区的污水处理费等），从而促进
分散式雨污处理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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