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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

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在河道原始物理尺寸的基础

上，根据外源污染负荷情况和河道水体流动方

向，将河道水体自上而下依次分为上游污染物削

减区、中游水体强化净化区和下游生态多样性恢

复区，同时在河道近岸带设置岸线生态提升区；

上游污染物削减区设置在排污口附近，包括陆源

污染物拦截屏障和组合生态浮床，中游水体强化

净化区包括控养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的围网，下

游生态多样性恢复区种植沉水植被。本发明利用

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生长迅速、生物量大、氮磷

富集能力强等特性，同时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根

系能够富集大量微生物，有效强化净化河道水

质，沉水植物能够提高水体自净能力，提升水体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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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河道水体自上而下依次

分为上游污染物削减区(2)、中游水体强化净化区(3)和下游生态多样性恢复区(4)，同时在

河道近岸带设置岸线生态提升区(5)，所述上游污染物削减区(2)设置在排污口(1)附近，包

括陆源污染物拦截屏障(6)和组合生态浮床(7)，所述中游水体强化净化区(3)包括控养浮

叶植物和漂浮植物的围网(8)，所述下游生态多样性恢复区(4)种植沉水植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陆源污染物拦截屏障(6)设置在距排污口(1)一侧岸线3～4m处，包括土工布和钢管，所述土

工布一端固定在钢管上，另一端埋入底泥中，所述钢管与河道底部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组合生态浮床(7)设置在陆源污染物拦截屏障(6)内侧，通过活动环(13)固定在钢桩上，所

述钢桩与河道底部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组合生态浮床(7)包括支架(11)和固定植物的尼龙绳(15)，所述组合生态浮床(7)顶部

的植物种植面(12)种植水生植物一，下面悬挂高分子软性纤维填料(1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生植物一为芦苇、茭白、香蒲、石菖蒲、美人蕉、空心菜和水芹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为睡莲、水浮莲和凤眼莲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沉水植被为刺苦草、轮叶黑藻、伊乐藻和马来眼子菜中的一种或多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岸线生态提升区(5)包括多孔混凝土生态护坡(9)，所述多孔混凝土护坡(9)的下部混合种

植水生植物二和灌木植物，上部种植草本植物。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生植物二为美人蕉、芦苇、石菖蒲和再力花中的一种或多种，种植密度12～15株/m2，所述

灌木植物为红叶石楠和小叶女贞中的一种或多种，种植密度为0.3～0.6g/m2。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草本植物包括高羊茅和三叶草中的一种或多种，种植密度为3～4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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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污水处理方法，具体为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是指农田生产活动中，溶解的或固体的污染物，如氮、磷、农药

及其他有机或无机污染物质，通过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引起水质污染

的过程。农业面源污染实际上是以水为载体，通过扩散、汇流、分流等过程进入水体(农田汇

水区)。农田生产中投入大量化肥、农药和农膜，但氮磷养分利用率分别只有33％和24％。在

灌溉排水或降雨时，大量盈余的氮磷养分随水迁移，对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影响很大，造成

河道水体富营养化；农田面积大，利用形式多样，地形地势复杂，无法准确辨认污染物排放

过程和受纳区，因此污染物来源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和复杂性；农户的施肥行为以及降雨的

时间和规模具有不确定性，污染物迁移入河的路线和负荷难以确定；污染物具有量大和低

浓度特征，难治理，成本高，见效慢。总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度极大。

[0003] 目前，随着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已

经取代点源成为水环境污染的最重要来源。全国氮、磷污染负荷中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率

超过50％、化学需氧量污染负荷中，农业面源污染贡献率接近40％。农田汇水区作为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针对其的治理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

[0004] 针对农业面源污染引起的农田汇水区河道水质恶化的现象，目前研究较少，尚未

形成系统且有效的治理方法。以往针对此类农田尾水，一般采用稳定塘处理系统、土地渗滤

处理系统和人工湿地处理系统，这些技术采用植物或动物二次利用尾水中的化肥等营养成

分，处理程度较低，而且耗费较大，需要大量的施工建设，未能进行原位处理。参照研究较多

的城市河道治理方法，可适用于农业面源污染汇水区河道水体的治理技术可分为物理法、

化学法和生物-生态法三大类。主要技术包括底泥疏浚、人工增氧、生态调水、化学除藻、絮

凝沉淀、重金属化学固定、微生物强化、植物净化、生物膜等。物理和化学方法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河道水环境恶化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可复制和推广、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的农田汇

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在河道原始

物理尺寸的基础上，根据外源污染负荷情况和河道水体流动方向，将河道水体自上而下依

次分为上游污染物削减区、中游水体强化净化区和下游生态多样性恢复区，同时在河道近

岸带设置岸线生态提升区，上游污染物削减区设置在排污口附近，包括陆源污染物拦截屏

障和组合生态浮床，中游水体强化净化区包括控养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的围网，下游生态

多样性恢复区种植沉水植被。利用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生长迅速、生物量大、氮磷富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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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等特性，同时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根系能够富集大量微生物，能够有效强化净化河道水

质，沉水植物能够提高水体自净能力，提升水体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0007] 用于快速且彻底地拦截排污口污水的陆源污染物拦截屏障设置在距排污口一侧

岸线3～4m处，包括土工布和钢管，土工布一端固定在钢管上，另一端埋入底泥中，钢管与河

道底部固定连接，以实现排污口流出污水在导流过程中得到过程净化，最大化减少农田排

水污染物进入汇水区域的量，防止大量氮磷污染物对汇水区河道水体造成冲击负荷。浮叶

植物和漂浮植物为睡莲、水浮莲和凤眼莲的一种或多种。沉水植被为刺苦草、轮叶黑藻、伊

乐藻和马来眼子菜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8] 土工布优选为高密度聚乙烯膜，其环保无毒，具有很好的防渗漏性能、拉伸强度

高、耐环境应力开裂与耐撕裂强度性能好，能够有效保证陆源污染物拦截屏障装置的使用

周期，同时确保导流，防止重污染水体直接与汇水区河道直接接触。

[0009] 组合生态浮床设置在陆源污染物拦截屏障内侧，通过活动环固定在钢桩上，钢桩

与河道底部固定连接。组合生态浮床包括支架和固定植物的尼龙绳，组合生态浮床顶部的

植物种植面种植水生植物一，下面悬挂高分子软性纤维填料。水生植物一为芦苇、茭白、香

蒲、石菖蒲、美人蕉、空心菜和水芹中的一种或多种。填料为高分子软性纤维填料，采用接触

氧化工艺，微生物会在填料的表面进行累积，以增大微生物与河道水体的表面接触，利用微

生物的脱氮除磷作用对重污染水体进行降解处理。

[0010] 岸线生态提升区包括多孔混凝土生态护坡，多孔混凝土护坡的下部混合种植水生

植物二和灌木植物，上部种植草本植物。多孔混凝土生态护坡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和透气性，

有利于植物在其中生长，营造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既能维护整个河道堤岸的稳定性，又能对

地表径流污染物进行拦截。水生植物二为美人蕉、芦苇、石菖蒲和再力花中的一种或多种，

种植密度12～15株/m2，灌木植物为红叶石楠和小叶女贞中的一种或多种，种植密度为0.3

～0.6g/m2。草本植物包括高羊茅和三叶草中的一种或多种，种植密度为3～4g/m2。

[0011] 本发明去除氮磷污染物的原理为：农田灌溉排水和降雨径流携带氮磷污染负荷主

要通过排污口和地表径流等途径进入水体，通过排污口进入水体的污染物经过上游污染物

削减区陆源污染物拦截屏障装置的隔离，避免其与汇水区河道直接接触；在导流的作用下，

污染物经过土工布内的组合生态浮床，浮床种植的植物对氮磷进行吸收作用，悬挂的填料

进行脱氮除磷作用，实现对氮磷污染物的第一道削减；另外浮床植物四季都生长，保证了对

河道水体的周年净化作用；水体向下流经中游水体强化净化区，在大面积的浮叶植物和漂

浮植物吸收作用下，污染物得到很大的强化净化作用；污染物接下来进入下游生态多样性

恢复区，利用恢复沉水植物群落构建，从根本上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同时确保了水质的达

标；通过降雨地表径流携带的氮磷污染物在岸线生态提升区的作用下，利用铺设多孔混凝

土生态护坡和种植水生、湿生草灌景观植物，进行地表径流污染物的全面拦截。

[0012] 有益效果：本发明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显著性特点：本发明能够有效地去除

了、水体中的氮磷等污染物质，使得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到了恢复和提升；本发明的

河道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为多方位、多层次的污染物拦截、生态修复技术，既考虑了污染

物拦截效果，又注重提高河流的生态多样性及自净能力，同时对岸带、河道生态景观生境改

善与自然恢复功能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效果；本发明主要适用于农田汇水区富营养化河道、

农村生活污水尾水深度净化、黑臭河道治理等方面；本发明能够去除水体中含氮和含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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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使水体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水标准，对于实现生态

农业、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今后的农田汇水区重污染水体生态修复工程

提供了良好的治理思路及参考的生态修复方法。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功能区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的组合生态浮床7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的多孔混凝土球19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的多孔混凝土生态护坡9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针对农田排污口1，根据外源污染负荷情况和河道水体流动方向，将生态修

复工程治理河段按水流方向自上而下依次分为上游污染物削减区2、中游水体强化净化区

3、下游生态多样性恢复区4，整个近岸带为岸线生态提升区5，从而实现地表径流的拦截以

及农田汇水区河道水体的净化。

[0018] 上游污染物削减区2是由陆源污染物拦截屏障6和组合生态浮床7组成。陆源污染

物拦截屏障6采用土工布，两布一膜，设置在距排污口1一侧岸线3m处，每隔2m设置一钢管，

将柔性的土工布固定于钢管之上，土工布上沿高出水面10cm以上，土工布下沿埋入底泥

20cm以上。土工布为高密度聚乙烯膜，环保无毒，具有很好的防渗漏性能、拉伸强度高、耐环

境应力开裂与耐撕裂强度性能好，能够有效保证陆源污染物拦截屏障6的使用周期，同时确

保导流，防止重污染水体直接与汇水区河道直接接触。

[0019] 游水体强化净化区3利用“钢桩泡沫浮球挂网”构建围网8，利用网片将浮叶植物和

漂浮植物控制在水面一定区域内，同时也保证其覆盖度占河面的三分之一。具体构建方法

为：每3～5m设一个规格为300×500mm的泡沫浮球，在浮球作用下围网8可以随水面上下浮

动，同时在围网8底部配重混凝土砖块，围网8每6m设一钢丝环，采用DN40镀锌钢管穿过活动

环13以固定围网8。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为睡莲、水浮莲和凤眼莲，种植密度为20株/m2。浮

叶植物和漂浮植物在6～11月生长旺盛；11月后停止生长，逐渐枯萎，需进行打捞，将水生植

物从河道中吸收的氮磷污染物移出水体。

[0020] 下游生态多样性恢复区4种植景观效果佳、净化能力强、四季常绿的沉水植被，即

刺苦草、轮叶黑藻、伊乐藻和马来眼子菜，种植密度为12株/m2。

[0021] 如图2，景观型组合生态浮床7以高分子材料为载体，通过人工种植不同季节、不同

生活型的功能性水生植物，增强了其原位强化净化能力的同时，也丰富了水面景观的感官

性。具体构建方式为：组合生态浮床7长、宽为3m×3m，采用PVC支架11，通过活动环13固定于

钢桩上，可随水面上下浮动，内部采用尼龙绳15固定植物，组合生态浮床7顶部的植物种植

面12种植水生植物一，即芦苇、茭白、香蒲、石菖蒲、美人蕉、空心菜和水芹，种植密度为8株/

m2，下面悬挂高分子软性纤维填料14。

[0022] 如图3～4，河道岸线生态提升区5主要采用生态混凝土护坡技术，以多孔混凝土球

19为修复载体，联合水生、湿生草灌景观植物构建岸线生态，多孔混凝土生态护坡9既能够

满足工程使用的要求，又能够改善坡岸的生存环境。多孔混凝土球19具有蜂窝状的结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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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良好的透水性和透气性，植物能在其中生长，同时植物发达的根系能够对混凝土起到锚

固和加筋作用。采用预制构件式四球连体构建多孔混凝土生态护坡9，可以根据需要设计不

同的模具进行预制构件的制作，有利于生产的自动化和流水化，施工方便，成型后只需自然

养护护坡上的植物。构建多孔混凝土生态护坡9，可以防止发生边坡崩塌、水土流失等现象，

恢复植物群落，使之到近自然、可持续的状态，同时对地表径流污染物进行生态拦截。靠近

河道两岸种养不同生活型挺水植物带10，构建区间为设计低水位下0.3m至设计高水位上

0.3m之间的岸线带，按1∶3坡度整形，保留现有土质岸线状态。植物种类为花叶芦竹、再力

花、茭白、石菖蒲和芦苇等挺水植物；植物种植密度为25株/m2；植物带宽度视河道水位变化

幅度而定，不低于1.5m。通过合理空间配置，对农田排水和地表径流中污染物进行拦截阻断

和强化净化。

[0023] 为保证生态护坡稳定性，需在设计低水位下0.3m处采用砖砌混凝土建设生态护坡

脚梁18，在设计高水位上0.3m处采用砖砌混凝土建设生态护坡压顶梁17，在脚梁19和压顶

梁17之间铺设多孔混凝土球19。生态护坡岸线带包括生态护坡脚梁18和生态护坡压顶梁17

之间的多孔混凝土球植物种植面以及生态护坡压顶梁17上面的原有土质岸线16。多孔混凝

土球植物种植面种植水生植物二和灌木植物。水生植物二包括美人蕉、芦苇、石菖蒲和再力

花，种植密度10株/m2；灌木植物为红叶石楠和小叶女贞，种植密度为0.5g/m2；上部原有土质

岸线16种植草本植物，草本植物为三叶草，种植密度为3g/m2。

[0024] 经过综合整治工程之后，河流末端水体中COD、氮磷、氨氮含量均达到地表水V类水

的要求，结果表明水质情况得到有效的改善，水生植物具有较强的去除氮磷污染的能力。河

道岸线生态提升区5的构建使得河岸植被带宽度增加，这标志着初级生产者丰度以及景观

舒适度的增加；沉水植物群落的构建不仅对降低水体中氮磷浓度有显著作用，而且能够降

低水体的浊度及悬浮物的浓度，显著提高水体的透明度。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系统全面

的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水河道提出了生态修复治理方法，不仅高效率、低成本，运行维护简

单，无需占用河道以外的土地面积，而且通过改善基础环境、恢复水生植物、构建良性循环

的水生态系统，提升景观效果，从根本上改善了水质、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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