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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

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以莲藕为

主要水生植物，搭配适量其它水生作物或景观植

物；2）、制作浮水莲船；3）、将水莲船组合就位；

4）、集中采摘作物并资源化处理淤泥。本发明的

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完成

了一个完整的生态治污链周期，并以此循环，采

用了简易、坚固、廉价、美观的大浮力载具，使得

大型箱栽水作成为可能，并保证了本方法的适用

水域不受限制；通过大量消解水底淤泥，达到净

水和增大水体容量的目标，采用大箱体、大规模

种植水作，使得发展漂浮种植产业及其衍生旅游

产业共同构成的产业链，成为可能；整个流程无

需昂贵的设施设备和高精尖的技术，简单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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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以莲藕为主要水作物种，搭配适量其它水生植物；

2)、制作浮水莲船

以角钢焊接成船型骨架，船头和船尾架下均固设一个密封汽油桶，架上铺设木板，船中

段设置若干个半潜格架，半潜格架内设置有种植箱，适度有序地对水体入水口及近岸底部

进行清淤，将所得淤泥投入种植箱内；

3)、采用沿沟渠首尾衔接游龙式、岸边码头系泊式、近岸栈桥游赏式或离岸浮排锚固式

的灵活方式，依水情将水莲船组合就位；

4)、在采摘季节，将种植箱收集至采摘点，翻扣倒空，抽取湖水对其进行高压冲洗，将箱

中的莲藕呈现，冲洗的泥水汇入下级的沉淀池中，再经溢流和渗流的方式流入专门配置的

岸边湿地中进一步净化，淤泥和残枝败叶混合后移至堆肥场，制成花肥；

在污泥淤积严重的明沟渠采用沿沟渠首尾衔接游龙式布置浮水莲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其他水生植物为茭白、慈姑、饽荠、浮萍、芦苇、美人蕉、黑麦草、蒲草、灯心草、满江红或香蒲

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其特征在于，种

植箱在大水面中采用包装带密编的透水箱体，在小水面中采用玻璃钢箱体。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密封

汽油桶内装入适量干燥细沙。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其特征在于，莲船平

面尺寸为(1.8～2.5m)×(4～4.5m)，半潜格架设置为4个，每个种植箱内可装载0.6～0.9m3

淤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其特征在于，莲船平

面尺寸为2.1m×4.2m，半潜格架设置为4个，每个种植箱内可装载0.75m3淤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其特征在于，用小型

电动拖船将浮水莲船拖至采摘场小码头，用小型起重车将种植箱吊至上部的采摘池，将种

植箱翻扣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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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体维护方法，具体为一种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已让全人类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保护环境，保证自然环

境的可持续平衡发展，与人类自身命运紧密维系，攸关社会的永续健康发展。近数十年以

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蓬勃发展，但前期，因为以经济发展为绝对中心及对环

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等，致使自然环境的平衡发展受到较严重的影响。其中，城市环境更

可谓重灾区！城市水体污染是最直观、典型的问题之一。时至当下，我国社会对环境保护已

认知明确、态度坚决、行动笃定；效果自然也是非常明显的。但环境问题堪称最为庞大、最为

综合复杂的系统问题；并且，解决环境问题不仅需要巨量的经济投入，往往还会涉及到同相

关经济利益的矛盾关系问题；因而，历史积存和现有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及尚不可预知的未

来环境问题的应对，必将成为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相伴、一刻不可松懈的挑战！

[0003] 就水体污染防治问题而言，城市内水体比城市外部水体承受的污染因素更多，程

度更重，成分也更复杂，防护和治理难度更大；而静水水体则又比流水更易被污染。城市内

水体除了随雨水源源不断地汇入大量的路面、地面泥沙、粉尘、枯枝败叶、散布垃圾等外，一

些污水管网不完善或雨污分流不彻底的城市或城市局部区域，大量的生活污水依然正在直

接排放着；而每当遭遇超强暴雨，则更是各种污水、污物泛滥之时，城市水体只能充当无奈

的归属地；更有甚者，以往长期直排、当下依然偷排不绝的工业、医疗污水等。这些因素的长

期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内水体处于亟待治理的状态！并且，这些因素会始终伴

随城市而存在，这使得城市水体的治理和维护一刻不能停息。

[0004] 应对城市水体污染问题，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但又迫在眉睫，不容迟疑。粗略而

言，城市水体污染防治可综合采用：阻、通、综合调理施治及去除病灶等诸多策略。

[0005] 首先，“阻”即阻断污染源头。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严禁所有污水不达标排

放，并应尽可能做到初期雨水的收集处理，从源头上减轻乃至杜绝新污染因素注入水体。

[0006] 其次，“通”即从宏观总体上构建城市大水系循环系统。这是提高城市水系整体生

态应变能力的重要方略。因地制宜地将城市各独立水体相互沟通，并尽可能地同外部湖泊、

江河连通，构建宏大的整体活水生态系统，将极大地增强城市水体修复能力。武汉市通过开

挖河道将沙湖与水果湖、东湖连通，并沿河打造出地标性文化商业街——汉街，在城市整体

水系构建上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0007] 同时，“综合调理施治”即依据各水体自身条件，打造滨水湿地生境，增强水体自我

修护能力。城市水体大多会被建设成各类景观休闲功能的城市绿地、景园，设施密度和游人

频次均很高；加之用地紧张，水岸用地通常极其有限；这致使大多数情形下，城市内水体难

以构建成规模的、生态链完整而不断裂的高效率湿地系统。这使得在城市外部自然水面普

遍适用的高效率水体净化湿地系统，置于市内水体时，因生态链不完整，效率必然会大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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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但即便如此，自然式驳岸的改造，水生、湿生植物的栽种，尤其局部湿地生境的精心打

造，不仅能极大地改善滨水景观和亲水体验；而且，因为植物的生长期正好同受高气温影响

的水污染症状高发期相重合，可大大地起到缓解作用。因此，生态湿地策略的作用仍然举足

轻重。但必须指出，因为水产无人捕捞，植物果实无人采摘，茎叶就地腐败等，有机物无法永

久去除，因而起不到根治效果；并且，长此以往，可能会加重水体淤塞。

[0008] 另外，“去除病灶”即湖底污泥清理法治污策略。与以上策略相比，此法更像是直对

病灶的外科手术法，效果直接、明显。但投入大，并可能对水体既有生态环境造成过度扰动，

应酌情慎用。本发明之策略，即是一种温和而持续的清淤“去除病灶”的水体维护之策。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湖底污泥清理法治污策略投入大，并

可能对水体既有生态环境造成过度扰动的缺陷，提供一种通过温和而持续的清淤，达成水

体治理和维护目的的策略。

[0010]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11] 一种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以莲藕为主要水作物种，搭配适量其它水生植物；

[0013] 2)、制作浮水莲船

[0014] 以角钢焊接成船型骨架，船头和船尾架下均固设一个密封汽油桶，架上铺设木板，

船中段设置若干个半潜格架，半潜格架内设置有种植箱，适度有序地为对水体入水口及近

岸底部进行清淤，将所得淤泥投入种植箱内；人工采泥比较环境友好，小水面采泥区域不

限；大水面重点区域为入水口及近岸；水口及近岸是污泥最易沉积的区域，且因水较浅污泥

性状受气温影响大，人工采泥也较容易；离岸区域沉积相对较轻，且因水深水温相对恒定，

污泥活性较低，可视情形隔较长时间，以采泥船辅助清淤。

[0015] 3)、采用沿沟渠首尾衔接游龙式、岸边码头系泊式、近岸栈桥游赏式或离岸浮排锚

固式将水莲船组合就位；

[0016] 4)、采摘季节，在采摘池中将种植箱翻扣倒空，抽取湖水对其进行高压冲洗，将箱

中的莲藕等呈现，冲洗的泥水汇入下级的沉淀池中，再经溢流和渗流的方式流入专门配置

的岸边湿地中进一步净化，淤泥和残枝败叶混合后移至堆肥场，制成花肥。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其他水生植物为茭白、慈姑、饽荠、浮萍、芦苇、美人蕉、黑麦草、

蒲草、灯心草、满江红或香蒲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水生植物是本策略的环境治理、空间景

观及生态产业链的核心主题。本策略以莲为题、首选莲藕，是因其生长旺盛、适应性超强、生

态转化率和经济性均很高；并且花叶美好、寓意高远！但并不仅限于此。各地可根据区域特

点增添有当地特色的观赏价值高、收益性好的水作。如江南的水八仙中的茭白、慈姑、饽荠

等。当然，尚可依据景观需求，搭配种植无收益但景观性好的水生植物，如香蒲等。

[0018] 进一步的，在大水面中采用包装带密编的透水箱体，潜水式种植可保持与外部水

体的自然交换，也使种植箱的重量主要由浮力抵消，在小水体中采用玻璃钢箱体，以免陆上

搬运时污水渗流。

[0019] 进一步的，在密封汽油桶内装入适量干燥细沙，增大船体稳定性。

[0020] 进一步的，莲船平面尺寸为1.8～2.5m*4～4.5m，以缆绳系泊和锚固就位，半潜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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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置为4个，每个种植箱内可装载0.6～0.9m3淤泥。优选的，莲船平面尺寸为2.1m*4.2m，

半潜格架设置为4个，每个种植箱内可装载0.75m3淤泥。

[0021] 进一步的，沿沟渠首尾衔接游龙式适用于各种污泥淤积严重的明沟渠，沿渠呈接

龙式安置莲船，以缆绳系泊或锚固，缆绳或锚绳根据水位变化状况留出一定余地，保证其涨

水期能随水位上浮。浮船数量可随淤情减轻逐年减少；不独立设置采摘场，收获时，将船拖

至桥头、路边，以小吊车将不透水种植箱吊出，装车运至附近大水面配设的采摘场集中处

理。

[0022] 岸边码头系泊式适用于人工驳岸的美化。仅需将相邻船相互连接直接系泊于岸

边，各船加锚固定即可。美化效果明显。

[0023] 近岸栈桥游赏式适用于近岸水域。选择适当的近岸浅水区，以钢筋混凝土或木梁

柱，搭建水上游赏木面栈桥、平台，沿栈桥、平台周边环布莲船。栈桥上应留一处可开启吊

桥，以利浮船进出。可打造丰富形式的水上莲境体验景点。

[0024] 离岸浮排锚固式适用于深水区域。以空油桶和轻钢杆件组成的简易浮排，用锚固

定，形成水心莲船固定装置，可极大地拓展水域空间的使用潜力，并形成规模宏壮的水心莲

阵。若配以太阳能照明设施，则必能营造出梦幻夜景！

[0025] 采摘场主要配设于大型水体，小型和零散水体则就近共用。采摘过程设计为一个

环保型流程。

[0026] 进一步的，采摘季节用小型电动拖船将浮水莲船拖至采摘场小码头，用小型起重

车将种植箱吊至上部的采摘池，将种植箱翻扣倒空。

[0027] 进一步的，可以衍生体验旅游项目——包括水心莲船垂钓，近岸可入式莲境体验

游，水心莲海乘船游，茭白或莲蓬等采摘体验游，专设采摘场(码头)按种植箱选购、提供采

摘辅助的体验式售卖游赏活动节等。该产业链是实现其他核心价值不可或缺的经济、技术

支撑，也使整过治污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内涵丰富、能够持续，其本身也因此具有核心目的

价值。

[0028] 本策略总体上适用于城市内所有非通航的淡水静水水域。甚至可能拓展至城外退

耕还水水域的创新型浮水种植产业的发展。对水深、水形、水域规模没有限制。

[0029] 本策略与“生态浮岛(床)”策略相比较，均为通过漂浮式水生植物种植，达到改善

水质、调节微气候、美化环境等功效。就此而言，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本策略的创新性是显著

的。

[0030] 首先，二者的着力点不尽相同。“生态浮岛”主要是通过植物根系吸收水体养分，重

在直接净水；而就本策略而言，虽然植物根系净水同样是本策略的主要手段和目标，(大水

面中采用密编透水种植箱体)但本策略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通过大量消解水底淤泥，

达到净水和增大水体容量的目标。

[0031] 其次，二者所用载具不同。就武汉地区而言，“生态浮岛”案例尚不多见；仅在华中

科技大学校园内的小水面上见到少许试验性质的实例。其载具为，以塑料杆件水平搁架，每

格填充泡沫塑料和小花盆而成。比较脆弱，难经风浪，适用范围也必然有限。本策略考虑到

要尽可能多地消解淤泥，创新性地采用了简易、坚固、廉价、美观的大浮力载具。这也使得大

型箱栽水作成为可能，并保证了本策略的适用水域不受限制。

[0032] 再者，二者效益差异巨大。“生态浮岛”的效益重在净水，有一定的微气候调节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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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用。而本策略除淤泥、根系吸附兼用，且适合大规模使用，因而水体维护、环境调节和丰

富景观的功效，自然会进一步加强。同时，采用大箱体、大规模种植水作，使得发展漂浮种植

产业及其衍生旅游产业共同构成的产业链，成为可能。增添了社会、经济效益；也为本策略

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实质性保障。

[0033] 另外，整个流程除初期取泥、莲船就位及水作种植，后期种植箱收集、果实收获以

外，生长期基本无需太多维护。无需施肥；大水面中因采用透水种植箱，无需补水；只有小水

面中，因防路运泄露泥水采用不透水种植箱体时，需酌情补水。“三低”使得本策略具有极强

的可操作性。

[0034] 本策略过程无污染，周期完成时，所有污染因子移除，避免了水体中直接栽种的冬

季破败景象、污染加重和淤塞风险。

[0035] 另外，浮水莲船可移动、增减、可重复使用；本策略不改变水体自身格局；同时，本

策略基于清淤，莲船不会额外挤占水体的蓄水、通流空间。

[0036]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漂浮式水作生态产业链城市水体维护方法

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治污链周期，并以此循环，采用了简易、坚固、廉价、美观的大浮力载

具。这也使得大型箱栽水作成为可能，并保证了本方法的适用水域不受限制；通过大量消解

水底淤泥，达到净水和增大水体容量的目标，采用大箱体、大规模种植水作，使得发展漂浮

种植产业及其衍生旅游产业共同构成的产业链，成为可能；整个流程无需昂贵的设施设备

和高精尖的技术，简单实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施例仅用

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8] 实施例

[0039]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对喻家湖进行清淤，该湖属于东湖的一处较大的水湾湖面。东

侧马鞍山国家森林公园环护，西侧喻家山雄峙，南接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湖溪河)，北通东

湖主水面。

[0040] 莲船平面尺寸为2.1m*4.2m，半潜格架设置为4个，每个种植箱内可转载0.75m3淤

泥。

[0041] 种植箱采用包装带密编之透水箱体，以莲藕为主要水生植物，搭配适量饽荠和香

蒲。

[0042] 针对此湖区问题，在沿岸、近岸、湖心综合施用，沿南、北、西之岸边，采用“岸边码

头系泊式”；东侧采用“近岸栈桥游赏式”，为森林公园游人增加水上莲境体验项目；而水心

则可采用“离岸浮排锚固式”，形成特大规模的水心莲阵，并借此将已废止的游船项目重新

恢复起来。治水的同时，改善景观、促进旅游产业。

[004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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