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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

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根据水域特征将水

域分为三个部分，生态浮岛区由首尾相连的组合

生态浮岛构成，通过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等营养

盐，植物根系微生物群落降解有机物、对藻类化

感作用，去除水体大部分氮、磷，同时起到植物遮

光作用。太阳能水体循环区利用太阳能水层混合

仪，实现水体循环，提高底层水体溶解氧，降低沉

积物氮、磷等营养盐释放。遮光控藻区以遮阳网

构成，通过遮光降低光照强度、抑制光合作用、降

低藻类密度。本发明可有效地控制深水水库富营

养化水华的发生，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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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治理水

体内，构建水生植物群落、装置太阳能水体循环设备和遮光设备，具体为：将水域分为生态

浮岛区、太阳能水体循环区、遮光控藻区，根据水域水深、水域面积、水力滞留时间分别确定

生态浮岛区、太阳能水体循环区、遮光控藻区的面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生态浮岛区由首尾相连的组合生态浮岛构成，通过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等营养

盐，植物根系微生物群落降解有机物、对藻类化感作用，去除水体大部分氮、磷，同时起到植

物遮蔽、遮光作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太阳能水体循环区由利用太阳能水体循环设备，实现水体循环，提高底层水体

溶解氧、减轻底层厌氧反应，降低沉积物氮、磷等营养盐释放。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遮光控藻区以遮阳网为遮光部件，通过太阳能技术遮光降低光照强度、抑制光

合作用、降低藻类密度，遮阳网相连固定于太阳能水体循环设备和岸边上或坝上，形成一定

面积的遮光区。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选自菖蒲、美人蕉、香蒲、黄花鸢尾作为生态浮岛植物，伊乐藻和菹草

作为沉水植物，植物搭配比例为各植物生物量等比例混合种植、植物生长季节，形成具有长

期净化功能的季节性交替互补系统。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太阳能水体循环设备为太阳能水层混合仪。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遮光材料选择遮光网的遮光率为70％以上，以保证夏季平均入射光强低于2800lx；

遮光网上安装人工介质和浮体；利用人工介质对水体中的悬浮物的吸附作用，使水体浊度

降低；浮体增加浮力，增强抗风浪能力。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太阳能水层混合仪按照每30米×30米的水库范围内设置一台仪器。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人工介质为弹性填料、组合填料和软性填料。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浮体为泡沫塑料、塑料筒、浮筒、海绵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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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环境保护与治理领域，涉及富营养化水华治理，尤其涉及植物抑藻

技术、基于太阳能水体循环的低温水利用技术、遮光控藻技术的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

物综合生态治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水华治理技术已取得初步成效，常用的水华治理措施主要包括：(1)物

理方法主要包括截污、清淤挖泥、引水冲污、曝气技术等方法，截污对于富营养化严重的湖

泊单纯依靠截污难以有效控制富营养化水体中的藻类暴发。用塑料薄膜或颗粒材料如粉煤

灰覆盖湖底的淤泥，可防止沉积物-水界面的营养盐释放。但是覆盖底泥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效应可能要高于对营养盐释放的抑制作用，也不能解决湖底表层新富营养层释放源的迅速

生成。挖掘底泥对改善那些底泥营养物质含量高的水体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需注意挖掘

底泥的地点和深度因为水体深层底泥中的可溶性磷以及氨氮可能反而高于表面底泥，当挖

掘表层底泥后正好暴露出深层底泥高含量的可溶性磷和氨氮，使更多的磷和氮从底泥中释

放出来，使水质进一步恶化。引水冲污能够稀释营养盐和藻类浓度较高的湖水。但其稀释能

力受引水方式、引水量、引水水质等因素影响。由于稀释作用同时也减缓了藻类生长的密

度，引水冲污后藻类生长往往呈现加剧趋势。曝气技术是根据受污染后缺氧的特点，人工向

水体中充入空气或氧气，强化水体复氧，以提高水体溶解氧含量，恢复和增强水体中好氧微

生物的活力，使水体中的污染物得以降解，从而改善水库水质。但人工曝气复氧技术技术含

量高，投入资金大。(2)化学方法主要用化学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水体中主要营养盐类的浓

度，例如针对水体营养盐过剩问题，向水体投加石灰进行脱氮，投加高价的金属盐类以沉淀

水体中的磷，使其暂时退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由于磷能在广泛的生态条件下包括在溶解

氧低至为零的情况下与铝盐紧密结合，所以最常被选用的药剂是铝盐，实践中多采用硫酸

铝明矾。该方法最为简单，暂时效果最为明显，但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及化学药品的生物富集

和生物放大效应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3)

生物-生态调控生物-生态调控利用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的原理，即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协

同作用实现水体净化。综合上述原因，根据深水水库的特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治理水华，

防止水体富营养化是改善水环境的关键。

[0003] 植物抑藻-水体循环-遮光控藻的综合技术结合物理和生物方法，兼顾水动力-水

温-光照-营养盐多个维度，可最大限度降低单方法的局限性。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开发新

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综合性方法，因此，选择物理-生物方法治理深水水库富营养化水华，可

以发挥关键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为了抑制藻类爆发，防止水体富营养化，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基于太阳

能的水体循环-低温水利用-遮光控藻-植物抑藻的综合技术，最终标本兼顾降低藻类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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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水体富营养化，提升水体质量。

[0005] 基于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适用于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

华的方法，在治理水体内，构建水生植物群落、装置太阳能水体循环设备、遮光设备，具体

为：将水域分为生态浮岛区、太阳能水体循环区、遮光控藻区，根据水域水深、水域面积、水

力滞留时间分别确定生态浮岛区、太阳能水体循环区、遮光控藻区的面积。

[0006] 在本发明中，水生植物群落的构建、太阳能水体循环设备和遮光设备同时进行。

[0007] 所述生态浮岛区由首尾相连的组合生态浮岛构成，通过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等营养

盐，植物根系微生物群落降解有机物、对藻类化感作用，去除水体大部分氮、磷，同时起到植

物遮蔽、遮光作用。

[0008] 所述太阳能水体循环区由利用太阳能水体循环设备，实现水体循环，提高底层水

体溶解氧、减轻底层厌氧反应，降低沉积物氮、磷等营养盐释放。

[0009] 所述遮光控藻区以遮阳网为遮光部件，通过太阳能技术遮光降低光照强度、抑制

光合作用、降低藻类密度，遮阳网相连固定于太阳能水体循环设备和岸边上或坝上，形成一

定面积的遮光区。

[0010] 所述水生植物选自菖蒲、美人蕉、香蒲、黄花鸢尾作为生态浮岛植物，伊乐藻和菹

草作为沉水植物，植物搭配比例为各植物生物量等比例混合种植、植物生长季节，形成具有

长期净化功能的季节性交替互补系统。

[0011] 所述太阳能水体循环设备为太阳能水层混合仪。

[0012] 所述遮光材料选择遮光网的遮光率为70％以上，以保证夏季平均入射光强低于

2800lx；遮光网上安装人工介质和浮体；利用人工介质对水体中的悬浮物的吸附作用，使水

体浊度降低；浮体增加浮力，增强抗风浪能力。

[0013] 所述太阳能水层混合仪按照每30米×30米的水域范围内设置一台仪器。

[0014] 所述人工介质为弹性填料、组合填料和软性填料。

[0015] 所述浮体为泡沫塑料、塑料筒、浮筒、海绵中的一种。

[001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通过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等营养盐，植物根系微生物群落降解

有机物、对藻类化感作用，去除水体大部分氮、磷，同时起到植物遮蔽、遮光作用；通过水体

循环，提高底层水体溶解氧、减轻底层厌氧反应，降低沉积物氮、磷等营养盐释放；通过遮光

降低光照强度、抑制光合作用、降低藻类密度，达到抑制藻类爆发，防止水体富营养化的目

的。

[0017]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8] 1、本发明整合多项工程技术，针对水华爆发的条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种适用于

深水水库的物理-生物治理富营养化水华的方法，修复改善水环境质量，为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0019] 2、本发明选择生态浮岛，避免了化学方法的二次污染，并且浮岛植物选择本土植

物，避免了生态入侵的可能性。

[0020] 3、本发明因地制宜利用水域自身特征，将底层低温水通过太阳能水层混合仪实现

地表层水体循环，发挥深水水库自身特点来抑藻，防止水华爆发。

[0021] 4、本发明将生态浮岛、水体循环和遮光抑藻有效结合，标本兼顾，运行简单。

[0022] 5、本发明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效果显著，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0937691 A

4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深水水库治理的示意图。

[0024] 图1中，1为生态浮岛区，2为太阳能水体循环区，3为遮光控藻区，4为生态浮岛，5为

太阳能水层混合仪，6为遮光网，7为浮体，8为人工介质，9为低温水层，10为循环水流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所示，将深水水域划分为三个区域，1生态浮岛区，2太阳能水体循环区，3遮

光控藻区，根据水域水深、水域面积、水力滞留时间分别确定生态浮岛区、太阳能水体循环

区、遮光控藻区的面积。

[0028] 生态浮岛区1由首尾相连的组合生态浮岛4构成，人工介质选择组合填料，浮床材

质为环保高分子拼盘式浮床(PP材质)，浮床固定方式为锚固式，用尼龙绳和木桩将生态浮

岛一端固定在岸边，另一端固定于太阳能水层混合仪上，浮床形状选择单体四边形，拼接成

不同形状，浮床大小选择浮床单体边长2-3m。浮岛植物选择菖蒲、美人蕉、香蒲、黄花鸢尾等

生态浮岛植物，伊乐藻和菹草等沉水植物，通过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等营养盐，植物根系微生

物群落降解有机物、对藻类化感作用，去除水体大部分氮、磷，同时起到植物遮蔽、遮光作

用。

[0029] 太阳能水体循环区2利用太阳能水层混合仪5，按照每30米×30米的水域范围内设

置一台仪器。

[0030] 遮光控藻区3利用遮光网6，选择遮光率为70％以上，以保证夏季平均入射光强低

于2800lx；用尼龙绳和木桩将遮光网一端固定在岸边，另一端固定于太阳能水层混合仪上；

遮光网上安装浮体7和人工介质8；浮体选择泡沫塑料、塑料筒、浮筒、海绵等，浮体增加浮

力，增强抗风浪能力；人工介质选择弹性填料、组合填料和软性填料等，利用人工介质对水

体中的悬浮物的吸附作用，使水体浊度降低。

[0031] 实施例2模拟水库治理实施例

[0032] 在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内的人工湖龙湖试验，水华主要为铜绿微囊

藻，浮岛植物选择菖蒲、美人蕉、香蒲、黄花鸢尾等生态浮岛植物，伊乐藻和菹草等沉水植

物。

[0033] 开始水质为劣Ⅴ类，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初始叶绿素a浓度为0.138mg/L,藻类密度

3.67×108cells/L，透明度0.4m，COD为23mg/L，总氮为2.356mg/L，总磷为0.424mg/L。

[0034] 在湖泊内按照实施例1，生态浮岛占湖泊面积的1/3，遮光网占湖泊面积的1/3，由

于湖泊面积较小，太阳能水层混合仪1台。

[0035] 生态浮岛、太阳能水层混合仪、遮光网安装完成后，每周取水检测藻类密度及氮、

磷营养盐，从实验开始到一个月之后，藻类密度变化为2.98×108、2.36×107、1.03×106、

5.36×104cells/L；总氮变化为1.836、1.452、1.037、0.912mg/L；总磷变化为0.262、0.162、

0.096、0.063mg/L；COD变化为16.02、11.36、6.26、3.98mg/L，水质转变为Ⅲ类。

[0036] 龙湖水深较浅，太阳能水层混合仪的低温水利用效果并不显著，在深水水库治理

中更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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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龙湖试验的成功应用，证明本发明的方法能有效的治理了富营养化水华，显著改

善了水质，为深水水库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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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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