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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南昌某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的现象，为明确造成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的原因，通过对南昌市 2018—2020年降雨特征对污

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影响的统计分析，估算了降水对雨污合流制管网污水浓度的影响 .考察了合流制管网 4个污水提升泵站、污水处理

厂的日处理水量，结合水量平衡三角法，核算地下水、河水、雨水的渗入 .以及利用倒排查法对源居民小区内/外-污水提升泵站-污水处理厂的

水质沿程采样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①2018—2019年上半年污水处理厂进水COD在降雨后 2~5 h进水浓度明显降低；但 2019年
下半年—2020年这种相关性明显削弱 .②污水处理厂日进水COD受泵站的日流量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 .③水量三角平衡定量分析表明地下

水、河水混入 28%~38%，雨水混入 11%~18%.④水质沿程的分析显示小区到某些泵站的浓度明显降低，雨天 COD、氨氮浓度分别减少了

69.78%、75.21%，晴天COD、氨氮浓度分别降低了 66.78%、76.94%，表明相应的小区外-泵站段的市政管网是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降低的关键

管段，亟需进一步重点排查和改造 .⑤老旧小区排水浓度受天气的影响远比新小区大，雨天分别比晴天减少 79.23%、67.87%和 54.40%，可能发

生了大量雨水混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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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reveal the potential factors for low influent concentrations（e.g. CODCr<100 mg·L-1）of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n Nanchang，the
rainfall，end user（ancient and modernized residences）and pump-stations in the combined sewer system we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together
wit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wastewater in the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between 2018—2020. The impact of rainfall were correlated
statically，while the impact of underground waters were estimated with water triangular balance method. The collected wastewater concentration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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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raced back from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to the pump station and residences as end，middle and source. Results indicated that：① During early
2018 to 2019，the influent concertat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2~5 hours after a rainfall event. The phenomena were not observed in latter 2019—
2020. ② The influent CO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aily flowrate of the pump-station. ③Quantatative analysis results with the triangular
balance method indicated that underground water and rainfall respectively contributed 28%~38% and 11%~18% of the influent. ④The path tracing
results highlighted the resistance to pump station segment suffering a concentration drop in rainy days（COD 69.78% and NH4+-N 75.21%）and sunny
days（COD 66.78% and NH4+-N 76.94%）. ⑤ The old resistances rather than newer resistanc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rainfall，and the COD，
NH4+-N and TP decreased by 79.23%，67.87% and 54.40% in rainy days respectively.
Keywords：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influent concentration；combined sewer system；ancient resistance；pump station

1 引言（Introduction）
我国南方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既影响了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效能，也影响城市水

体水质持续改善（邵林广等，1999）.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一方面导致污水处理厂运行效率低，影响污

水处理厂治污能力发挥（罗国强等，2010；张庆五等，2010；袁剑辉等，2014）.另一方面水污染物没有得到较好

的去除，无组织进入地表水环境，影响了地表水环境达标 .从下水道排出的未经处理的废水已被观察到含有

高浓度的悬浮固体、有机污染物和有毒物质（Lee et al.，2015）.下水道外泄中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损害周围

地表水的娱乐价值，造成公共健康风险、地下水污染和严重的经济损失（William et al.，1993；Richard et al.，
2014）.然而，城市下水道泄漏对环境的排放往往没有农业地区的排放受到重视，甚至在城市系统排放的研究

中被忽视，特别是在大规模研究中（Peche et al.，2017）.
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水量组成不仅有原生污水和工业废水，还有地下水、河水以及雨水等外来水（薛梅

等，2006；徐祖信等，2016；Xu et al.，2017；吴俊等，2021）.现有研究表明，管径为 600~1350 mm的钢筋混凝土

新管的地下水渗入量占新管道服务城区的城市污水量的 19.4%（杨文进等，2006）.随着下水道系统使用年限

的增加，渗水风险会增加（Chisala et al.，2008），下水道系统老化是造成下水道渗漏的最主要原因（Reynolds
et al.，2010；Bryan et al.，2010）.南昌市城区范围内的地下水资源丰富，地下水位较高，而且南昌市城区范围内

排水管采用较多的是抗震、抗折强度较低的混凝土管和钢筋混凝土管，在旧城区大多还采用刚性接头，地下

水、地表水易渗入或流入排水管网内，导致污水被稀释（沈盼等，2012）.国内多位学者采用水量平衡三角法对

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水量组成进行了分析，台州市椒江区某城镇污水处理厂通过水量平衡三角法分析发现

该地区在雨季雨水混入量最高可达 35%（翁晟琳等，2017），无锡市某污水处理厂通过水量平衡三角法分析

得到该厂进水中地下水或河水渗入量和雨水混入量比例为28.9%和9.8%（周乙新等，2021）.
针对南方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的问题，首先通过分析南昌市降雨特征以及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

度特征，得到降雨特征与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的相互关系，其次通过“降雨量-中途污水提升泵站提升

水量-污水处理厂处理水量”的水量的对比分析，得到三者的水量关系，再通过水量平衡三角法分析得到地下

水、河水渗入及雨水混入污水厂的情况，最后采用倒排查法，通过对服务区域内典型新旧小区入手，再到中

途污水提升泵站，最后到污水处理厂进行水质采样分析，得到“源居民小区-中途污水提升泵站-污水处理厂”

水质上的相互关系 .通过对“源居民小区-中途污水提升泵站-污水处理厂”水质水量进行多元统计分析，找到

该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的关键节点，为南方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的提升以及服务区内排水体制（雨

污分流、雨污混流）改造提供科学依据 .
2 材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选定的污水处理厂位于南昌市老城区，来水主要为老旧小区、新建小区的生活污水，服务区内排

水管网以雨污合流制管网为主，通过 4座中途污水提升泵站将污水送往污水处理厂 .其中污水处理厂采用回

转式氧化沟工艺，同时在出水渠安装了出水流量计和水质的在线监测系统，及时地对排水水质进行监控 .出
水水质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一级A类水标准 .该污水处理厂服务面积为 9.18 km2，服务人口 16万，

日处理污水量8万 t（《南昌市中心城区污水专项规划（2019—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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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降雨数据选用南昌气象站 2018—2020年逐日、时降水量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

网，其中，累加逐日降水量数据得到月降水量数据及年降水量数据 .南昌站（编号：58606）位于东经 115°
52'48.2″，北纬 28°41'38.4″，紧邻赣江中大道，属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万一帆等，2020）.污水处理厂水

量水质数据选用南昌市某一座污水处理厂 2018—2020年逐日、时水量水质数据，资源来源于南昌市某座污

水处理厂日报表 .
2.3 水量平衡三角法

水量平衡三角形法的基本原理（郭帅等，2013；
郑凯凯等，2020）可结合图 1具体说明 .将一年的日

均污水处理量按升序排列，进行均一化处理，将时

间除以一年总天数，日均污水量除以一年中最大日

污水量 .以晴天占一年总天数的比例为横坐标，日

污水量占最大日污水量的比例为纵坐标，建立坐标

系，将数据绘制成曲线，见图 1.AE为日污水量曲线，

其与左右两侧纵坐标的交点分别为A和 E；B为一

年中晴天所占的比例，C为 B向上做垂线与污水量

曲线AE的交点 .ACD所围成面积代表河水及地下

水渗入量；CDE所围成面积代表雨水混入量；虚线

AD与坐标轴所围成的区域面积代表原生污水量 .
2.4 样本采集与测定

针对南昌某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的现

象，为明确造成该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的原因，

通过在晴/雨天开展了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内源典

型新旧小区、中途污水提升泵站和污水处理厂进水

的样本采集工作，通过测试分析管网中污水浓度变

化，利用浓度的差异性来评估管网渗漏情况，从而

分析得出源居民小区、中途污水提升泵站和污水处

理厂进水受地下水或河水渗入及雨水混入的影响 .
源居民小区-中途污水提升泵站-污水处理厂地理位

置如图 2所示，污水处理厂的地理位置用红色小球

表示，新小区用黄色小球表示，老旧小区用蓝色球

表示，泵站用绿色小球表示 .其中，住宅小区污水起

点到中途泵站的平均距离为 0.5 km左右，泵站到污

水厂为 1 km左右重力管网 .由于泵站D长期处于封

闭状态，未能采集到样品 .
水质监测和分析方法按《地表水和污水检测技

术规范》（HJ/T 91—2002）规定的分析方法执行 .水质样品的采集须符合《地表水和污水检测技术规范》

（HJT91-2002）和《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494-2009）的相关要求 .样品的保存和运输按《水质采样样品的保

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执行 .采用 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相关性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

析法（David et al.，2021）.
3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降雨特征对进水水质水量的影响

3.1.1 降雨时变化特征对进水水质的影响 按照每月逐时降雨以及进水污染物浓度划分，2018—2020年逐

图1 三角水量平衡法原理示范图

Fig. 1 Demonstr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triangular water balance
method

图2 采样点位地理坐标图

Fig. 2 Map of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of sampling locations

143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42卷

时降雨以及进水污染物浓度存在显著差异（图3），从日降雨分布特征看，2018—2020年降雨主要集中在3—7
月的 0：00—5：00和 15：00—24：00，其次是 9：00—12：00.从日进水CODCr分布特征来看，2018年进水CODCr低
主要分布在 1—9月的 5：00—11：00，期间个别月份 15：00—22：00也有进水浓度较低现象 .2019进水浓度低

主要发生在 5—11月的 4：00—12：00，其次为 18：00—23：00.2020年 4、8—9、11月的 5：00—10：00以及 3、6—
7、10月 0：00—24：00都有进水浓度低的现象，其中 6—7月进水浓度最低，该时段南昌市共发生 5场暴雨、

1场大暴雨 .可看出该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低主要集中在3—10月的5：00—10：00，其次是18：00—24：00，
前者进水CODCr低的现象更严重 .将降雨时变化特征与污水处理厂进水CODCr时变化特征结合来看，可明显

看出当 2018—2020年 3—7月 0：00—5：00左右下雨后，该污水处理厂进水CODCr在约 5：00—10：00呈现一个

明显的进水浓度低的现象 .可得出在时变化角度上降水量可以影响到该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导致

浓度变低 .

3.1.2 降雨大小对进水水质水量的影响 为了更好的反应降雨情况和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的相互关系，按

照国家标准《降水量等级（GB/T 28592—2012）》为基础划分降水量等级（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气

象中心，2012），得到表 1.根据表 1可知，可看出 2018—2020年降雨天数分别为 150、155和 159 d，期间小雨-

大暴雨均有发生，随降水量等级的升高，对应的降雨天数变少 .2019年与 2018年相比，主要为小雨天数增加，

2020年与2018年相比，主要为大雨和暴雨天数增加 .

按照每日降雨大小划分，2018—2020年日处理水量和进水CODCr存在显著差异（图 4与图 5）.由于 2019
年该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进行了雨污分流改造，数据分布波动较大，2019年下半年共184 d，其中141 d（无雨

图3 2018—2020年1—12月逐时降雨量与进水CODCr图（a. CODCr；b.降雨量）

Fig.3 Plot of hourly rainfall vs. influent CODCr concentration，January-December 2018—2020（a. CODCr；b. Rainfall）

表1 2018—2020年污水处理厂日不同降雨等级年分布

Tabl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rainfall levels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days in 2018—2020
年份

2018年
2019上半年

2019下半年

2020年

指标

天数/d
天数/d
天数/d
天数/d

无雨

215
69
141
207

小雨（0.1~9.9
mm）
102
77
31
101

中雨（10.0~
24.9 mm）
31
21
8
33

大雨（25.0~
49.9 mm）
13
10
3
16

暴雨（50.0~
99.9 mm）

3
3
1
8

大暴雨（100.0~
249.9 mm）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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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76.63%）为无雨天气，降雨总量占全年降雨量 25.18%，同时 2019年 7月中—11月初污水处理厂进水CODCr
平均值为 72.18 mg·L-1，日处理水量全年呈下降趋势，11—12月日处理水量平均值为 31226 m³，故将 2019年
分为上半年、下半年进行分析 .该污水处理厂 2018年和 2019年上半年雨天与晴天日平均处理水量和进水

CODCr数据分布比较密集，日平均处理水量雨天总体略多于晴天，进水CODCr方面没有很大的变化 .该污水处

理厂 2019年下半年和 2020年日处理水量与进水CODCr数据分布波动大，主要受暴雨以及大暴雨的影响比较

大，污水量有所增加，CODCr有所减少 .可看出 2019年下半年后，由于种种原因，可以看出污水处理厂平均处

理水量下降了，同时进水COD也下降了，潜在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明确 .同时存在外水入侵管网的可能，表明

雨污分流过程存在问题 .

图4 2018—2020年降雨大小与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水量关系图（a.2018年；b.2019上半年；c.2019下半年；d.2020年）

Fig. 4 Plot of rainfall magnitude versus daily treatment capacity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for 2018—2020（a. 2018；b. first half of 2019；c.
second half of 2019；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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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冗余分析降雨对进水水质的影响 采用RDA方法分析了 2018—2020年降雨特征对污水处理厂进水

水质的影响，结果如图 6所示 .2018—2020年晴天对进水水质的结果（图 6a）表明：①进水水质：TN、TP、CODCr
和BOD5浓度呈显著正相关，NH3-N与 SS浓度也呈显著正相关，其中CODCr和BOD5与进水 SS浓度相关性不显

著，TN和 TP和进水 SS有一定正相关性 .②影响因素：CODCr和BOD5浓度与降水量的相关性不显著，但 SS与
NH3-N浓度与晴天呈显著负相关 .③样品分布：样品点分布范围较广，降雨期间浓度变化较大，浓度有增有

减；无降雨时候分布较为集中，浓度相对稳定 .
2018—2020年雨天对进水水质的结果（图 6b）表明：①进水水质：除 SS外，进水 TN、TP、CODCr、BOD5和

NH3-N浓度呈显著正相关，而与 SS相关性较弱 .②影响因素：雨天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相对降低，其

中TN和NH3-N受雨天的影响最大，呈负相关，CODCr和BOD5以及TP受降雨的影响次之，SS受雨天降雨的影

响最小 .其原因可能再降雨对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有两种不同的机制，首先是冲刷（管道底泥）收集（面源），

从而提高污染物浓度和 SS；也可能通过水量稀释，降低了污染物浓度和 SS.该管网服务区范围内雨天降水频

繁，加之污水处理厂为日平均样品，可能稀释作用占主导 .③样品分布：样品点分布的较为广泛，相对集中在

浓度提高的区域，而在浓度降低的区域广泛分布，表明降雨对浓度的影响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

图5 2018—2020年降雨大小与污水处理厂进水CODCr浓度关系图（a.2018年；b.2019上半年；c.2019下半年；d.2020年）

Fig.5 Plot of rainfall magnitude versus influent CODCr concentration at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2018—2020（a. 2018，b. first half of 2019，
c. second half of 2019，d. 2020）

图6 2018—2020年降雨对进水水质RDA结果图（a.晴天和雨天；b.雨天）

Fig. 6 2018—2020 rainfall on influent water quality RDA results graph（a. sunny and rainy days；b. rainy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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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降水量-中途污水提升泵站-污水处理厂水量的关系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 2018—2020年该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内的 4座中途污水提升泵站的每日水量和污水处

理厂日处理水量水质以及降雨量数据（图 7a），结果发现，自 2019年 4月以后，泵站输送的总水量逐渐超过污

水厂进水量，两者的水量关系逐渐偏离合理范围；2020年 6月以来，泵站输送的总水量持续远超过污水处理

厂进水量，泵站输送的水量与污水处理厂进水量偏差大，表明泵站与地下水、河水、雨水可能存在明显的水

量交换 .当讨论泵站日流量与南昌市日降水量的相互关系时（图 7b），将 4个泵站日流量与降水量通过 SPSS
软件双变量相关性Pearson分析求出相关系数为 0.228，p值＜0.01，相关性显著，表明泵站流量受降水量的影

响，由于相关系数大于 0.2小于 0.4，属于一种弱正相关关系，降水量大，泵站流量会变大，表明存在雨水大规

模进入中途污水提升泵站的情况 .同时对 4个泵站的日流量和污水处理厂日进水CODCr通过 SPSS软件求出

相关系数为-0.428（图 7c），p值＜0.01，可看出污水处理厂日进水CODCr受泵站日流量的影响，由于相关系数

大于 0.4小于 0.6，属于中等程度的负相关关系，泵站流量大，污水处理厂日进水CODCr会变低，表明 2018—
2020年泵站流量的过高导致污水水质的稀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3.3 水量平衡三角法结果与分析

为了评估地下水渗入量，发达国家的学者发展并提出了 3种定量方法（郭帅等，2013）：水量平衡法、同位

素示踪法以及污染物负荷法，其中水量平衡法是传统的方法，而后两种方法是近几年提出的新方法 .同位素

示踪法和污染物负荷法精度高，误差小，但花费大，且都仅适用于晴天，传统的水量平衡法虽然精度低，误差

大，但可实施性强，费用低 .因此，本文应用水量平衡三角法，通过对污水处理厂提供的 2018—2020年日处理

图7 4个排污泵站与水厂流量及降雨量关系图（a.泵站和污水处理厂日流量；b.泵站流量和降水量；c.泵站流量和CODCr）
Fig.7 Four sewage pumping stations versus waterworks flow and rainfall（a. Daily flow rates at pumping stations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b. Pumping station flow rates and rainfall；c. Pumping station flow rates and COD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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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日报表数据均一化，绘制得到的结果如图 8所示 .根据人口预测法，该污水处理厂服务人口为 16万人，

单位人口综合用水指标（万m³·万人-1·d-1）取 0.45，求出该污水处理厂用水量为 7.12万 t·d-1，取污水排放系数

为 0.85，求出源头排放污水为 6.052万 t·d-1.根据该污水处理厂 2018—2020年水质日报表数据结合水量平衡

三角法得到的原生污水量比例，得到表 2，可看出 2018—2020年的占比率分别为 72.07%、45.56%、49.38%，同

时 2018—2020年进水CODCr分别为（156.39±28.96）、（125.20±41.90）、（124.85±46.13）mg·L-1，可看出 2019—
2020年污水占比率低，导致进水CODCr均低于 2018年 .其中 2019—2020年的占比率与中央环保督察通报的

2019年南昌市建成区生活污水收集率仅为 49.7%，2020年建成区污水收集率为 50.78%较为吻合 .总之，根据

污水处理厂 2018—2020年日处理水量数据粗略得出该污水处理厂服务区域地下水/河水、雨水混入该污水

处理厂的比例高，高达 47%~57%，其中地下水/河水约占 29%~39%，雨水约占 11%~18%.同时按照改造前

COD和文献中的地下水、雨水COD值估算COD是 162×（1-38%-18%）+10×38%+50×18%=84 mg·L-1，低于 200
mg·L-1并与实际观测值较为相符 .

3.4 源居民小区-中途污水提升泵站-污水处理厂水质雨天、晴天采样结果与对比分析

雨天采样时，通过对 9个典型的新旧小区总出口化粪池、中途污水提升泵站来水和污水处理厂进水进行

样本采集，其中源居民小区除个别新建小区存在部分雨污分流外，均为合流制管网，老旧小区相较新建小区

图8 2018—2020年三角水量平衡法结果图（a.2018年；b.2019年；c.2020年）

Fig. 8 2018—2020 Triangular water balance method results chart（a. 2018，b. 2019，c. 2020）
表2 2018—2020年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水占比计算

Table 2 Calculation of the percentage of influent effluent from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for 2018-2020
时间

2018
2019
2020

日均处理水量/
（m³·d-1）
82455.23
64233.64
53563.87

原生污水比例

0.5290
0.4293
0.5579

原生污水量/m³
43618.82
27575.50
29883.29

源头排放污水

量/（m³·d-1）

60520

推测的污水占比

72.07%
45.56%
49.38%

日均进水CODCr/
（mg·L-1）
156.39±28.96
125.20±41.90
124.85±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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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污水管网的复杂性更大，小区内部管网问题可能更多 .晴天采样时，依据雨天小区总出口化粪池采样数

据，选择 2个出水污染物浓度较低的老旧小区及一个出水污染物浓度较高的新建小区作为调查对象，分别为

老旧小区A（出水CODCr 36 mg·L-1，氨氮 16.27 mg·L-1，TP 1.61 mg·L-1）、老旧小区B（出水CODCr 56 mg·L-1，氨

氮 16.76 mg·L-1，TP 1.75 mg·L-1）和新建小区C（出水CODCr 116 mg·L-1，氨氮 68.07 mg·L-1，TP 4.67 mg·L-1）.调
查区域包括该小区内主要住宅建筑物下双格化粪池或三格化粪池末端出水，多个住宅建筑物汇水井及小区

排水总管口 .
雨天后采样分析结果如图9a所示，可看出雨天源居民小区-中途污水提升泵站沿程CODCr、氨氮、TP浓度

分别减少了 69.78%、75.21%、86.23%，可看出雨天，住宅小区至污水提升泵站之间的管网存在明显的与地下

水/河水的水质交换，需要重点排查改造 .同时通过对比雨后新建小区和老旧小区CODCr、氨氮、TP污染物浓

度（新小区CODCr、氨氮、TP分别为老旧小区的 4.08、1.84、2.00倍），可看出该污水处理厂周边老旧小区管网出

口生活污水浓度明显低于新建小区的现象，表明可能存在雨天大量雨水混入老旧小区内部排污管道的情

况，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也需要加以重视 .
通过晴天、雨天两次源居民小区采样，可看出大量雨水会进入到小区的内部管网，导致居民小区化粪池

的雨天比晴天CODCr、氨氮、TP分别减少了 65.62%、25.64%和 11.55%.其中老旧小区晴天化粪池出口污染物

浓度并不低，污染物浓度在雨天却大幅度下降，老旧小区雨天比晴天 CODCr、氨氮、TP浓度分别减少了

79.23%、67.87%和 54.40%，表明存在雨天大量雨水混入老旧小区内部排污管道的情况，老旧小区的升级改

造需要加以重视 .（罗惠云等，2016）在对南方某市江北片区纳污范围内的居民小区化粪池出水采样分析后，

得出降雨会使居民小区化粪池出水CODCr、BOD5、TN、NH3-N和TP平均浓度减少 39%以上 .通过对生活污水

排放收集关键节点（源-泵站-厂）的水质变化沿程调查（图 9b），可看出小区总出口（源）污水浓度基本正常，泵

站到污水处理厂进水的浓度变化也基本正常 .但小区到泵站的CODCr、氨氮、TP浓度变化明显降低，分别减少

了 66.78%、76.94%、8.91%，表明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小区外-泵站段的市政管网是影响污水处理厂进水浓

度降低的关键管段，需要亟需进一步重点排查和改造 .

4 结论（Conclusions）
1）降雨：雨季时该污水厂进水浓度变化比降雨延迟约 5 h.污水泵站流量与降雨量有较好相关性，污水厂

日进水COD与泵站日流量呈负相关 .
2）关键节点：雨季雨天老旧小区化粪池出水浓度明显低于新建小区，老旧小区雨污混流，小区管网继续

改造；污水管网延程污染物浓度衰减幅度显著，管网内发生污染物降解或较大量客水混入 .

图9 “源-泵站-厂”沿程采样水质结果图（a.雨天；b.晴天）

Fig. 9 The wastewater quality sampled along "Source - pumping station - plant"（a. rainy day，b. sunn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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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水入渗：水量三角平衡定量估算表明去年地下水、河水混入 28%~38%，雨水混入 11%~18%，表明地

下水、河水渗入稀释污水是污水厂进水浓度低的主要原因，雨天雨水混入是次要原因 .
5 建议（Suggestion）

基于上述成因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①以污水处理厂为核心，从污水厂进水口

往上溯源排查，关注排水管网的关键节点如各级主次干管，直到住宅小区单元出口，识别水质水量交换主要

风险段，从而减少地下水/河水、雨水混入，提升污水厂进水浓度；②加强泵站运行管理，关注泵站水位与地表

水位之间的关系；③针对地下水、河水等外水入侵问题，进一步排查住宅小区外-提升泵站段管网外水入侵原

因，并进行相应的技术改造和运行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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