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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

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属于水生态保护和修复

技术领域，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

护和修复方法，包括淤泥更换、水质管理、加强河

道内栖息地、缓冲带建设、人工曝气增氧、生物强

化、生态位互补、修复生态链，并提供了用于水质

管理的蓝藻处理装置，包括装置底座，装置底座

的底部设置有四个移动车轮，四个移动车轮呈矩

形分布，装置底座的左侧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牵引

座，牵引座的左侧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牵引块，牵

引块内部活动安装有轴销。可以实现基于生态位

互补技术，合理的保护、修复了水生态，且通过蓝

藻处理装置能够完善的解决蓝藻问题并净化水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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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淤泥更换：对湖泊底部的沉积淤泥进行抽取，将淤泥抽入沉淀池中，进行沉淀处理，

最后将经处理后的淤泥重新导入湖泊中；

S2、水质管理：使用蓝藻处理装置治理水中的蓝藻并净化水质；

S3、加强河道内栖息地：取大量的砾石，在河道区域铺设砾石群，从而调节水体与岸坡

之间的作用，形成多样性的水边地貌和水流特性，增加鱼类等其它水生生物栖息地功能；

S4、缓冲带建设：在河岸两边种植树木形成缓冲，防止坡地地表径流、废水、地下径流甚

至深层地下水流所带来的养分、沉积物、有机质、杀虫剂及其它污染物进入河湖系统；

S5、人工曝气增氧：在河边设置大型的鼓风机，对湖水进行充氧曝气；

S6、生物强化：向河水中投加具有特定功能的微生物，增强处理系统对特定污染物的降

解能力及降解速率；

S7、生态位互补：向河中投入种植适量的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

水植物、挺水植物分别生长于不同的层面上，他们在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可以更好的共

存；

S8、修复生态链：采用人工投放大型经济生物品种和人工培育繁殖滩涂水生物两者相

结合的方法，修复滩涂生物之间的生态链关系和生物群体结构，生态环境与多层次生物群

体的立体结构的相互作用，构成牧区自然生态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挺水植物为香蒲、菱白、芦苇、水葱、美人蕉、鸢尾、菖蒲、芦苇、千屈菜和再力花

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的沉水植物为金鱼藻、苦草、伊乐藻和眼子菜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

的浮叶植物为凤眼莲、浮萍、睡莲中的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大型经济生物品种包括蟹类、虾类、鱼类、贝类，所述的殖滩涂水生物包括蟹

类、虾类、鱼类、贝类、藻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蓝藻处理装置包括装置底座(1)，所述装置底座(1)的底部设置有四个移动车轮

(2)，四个移动车轮(2)呈矩形分布，所述装置底座(1)的左侧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牵引座(3)，

所述牵引座(3)的左侧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牵引块(4)，所述牵引块(4)内部活动安装有轴销

(5)，所述装置底座(1)的顶部外壁上固定安装有提升泵(7)，所述提升泵(7)的进水端连通

有抽水管(8)，所述提升泵(7)的出水端连通有输水管(9)，所述提升泵(7)的左侧固定安装

有竖板(10)，所述竖板(10)正面一侧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多个支架(11)，所述抽水管(8)贯

穿竖板(10)并盘放在支架(11)上，所述支架(11)的上方固定安装有螺杆(12)，所述抽水管

(8)远离提升泵(7)一端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挂置块(13)，所述螺杆(12)贯穿挂置块(13)并

与其滑动连接，所述螺杆(12)的外壁上且位于挂置块(13)的正前方螺纹连接有限位螺母

(1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提升泵(7)的右侧固定安装有沉淀箱(15)，所述输水管(9)远离提升泵(7)的一端

与沉淀箱(15)的内部相连通，所述沉淀箱(15)的顶部外壁上固定安装有增压泵(16)，所述

增压泵(16)的输出端通过气管与沉淀箱(15)的内部相连通，所述沉淀箱(15)的顶部外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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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压力监测表(17)，所述沉淀箱(15)的底部外壁上连通有出料管(18)，所述出料管

(18)的外壁上设置有出料阀(19)，所述出料阀(19)的正下方固定安装有放置底座(20)，所

述放置底座(20)内放置有集料桶(21)，所述集料桶(21)的顶部为开口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沉淀箱(15)的右侧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回型框(22)，所述回型框(22)远离沉淀箱

(15)的一端固定安装有过滤网(23)。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沉淀箱(15)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净化箱(24)，所述净化箱(24)的左侧外壁上固定

安装有支撑板(25)，所述支撑板(25)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水泵(26)，所述水泵(26)的进水端

与沉淀箱(15)内部相连通，所述水泵(26)的出水端与净化箱(24)的内部相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净化箱(24)的顶部外壁上连通有进料管(27)，所述净化箱(24)的顶部外壁上固

定安装有U型杆(28)，所述U型杆(28)后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29)，所述驱动电机

(29)的输出端上固定连接有圆盘(30)，所述圆盘(30)正面一侧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调节杆

(31)，所述U型杆(28)的外壁上活动安装有联动杆(32)，所述联动杆(32)的中部开设有联动

凹槽(33)，所述调节杆(31)贯穿联动凹槽(33)并与其滑动连接，所述联动杆(32)的底端固

定安装有轴承(38)，所述轴承(38)内圈的内壁上固定连接有搅拌轴(36)，所述搅拌轴(36)

左右两侧的外壁上均固定安装有多个搅拌叶(37)，所述净化箱(24)的右侧外壁上连通有排

水管(6)。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净化箱(24)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齿轮杆(35)，所述搅拌杆(36)的外壁上固定连

接有联动齿轮(34)，所述联动齿轮(34)与齿轮杆(35)啮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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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

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球环境也在持续的恶化中，水体污

染控制与改善生态环境进入一个相对的瓶颈期；开展针对水循环系统脆弱、水环境质量下

降、水功能退化等问题，开展城镇污水收集与处理、地表径流污染控制、城市水功能恢复、水

体生态景观建设等方面的研究。针对城市河流、供水水库、自然湖泊、构造湿地、人工景观水

体研究开发了一系列先进的水污染控制、生态系统构建与恢复及水景优化技术，应用于众

多工程实践中，并已经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功。

[0003] 作为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生命源泉-水，不论是在饮用上还是感官

上都已经不允许我们忽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已经成为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当

前水生态修复技术主要有截污、减污和除污技术，截污主要为控制外源性污染，从而为控制

内源性污染创造了有利条件，减污技术是指底泥疏浚技术、水动力循环技术和一些化学修

复技术，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作为辅助性的措施，治标不治本。因此，我们提出一种基

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

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它可以实现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合理的保护、修复了水生态，且

通过蓝藻处理装置能够完善的解决蓝藻问题并净化水质。

[0006] 2.技术方案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淤泥更换：对湖泊底部的沉积淤泥进行抽取，将淤泥抽入沉淀池中，进行沉淀

处理，最后将经处理后的淤泥重新导入湖泊中；

[0010] S2、水质管理：使用蓝藻处理装置治理水中的蓝藻并净化水质；

[0011] S3、加强河道内栖息地：取大量的砾石，在河道区域铺设砾石群，从而调节水体与

岸坡之间的作用，形成多样性的水边地貌和水流特性，增加鱼类等其它水生生物栖息地功

能；

[0012] S4、缓冲带建设：在河岸两边种植树木形成缓冲，防止坡地地表径流、废水、地下径

流甚至深层地下水流所带来的养分、沉积物、有机质、杀虫剂及其它污染物进入河湖系统；

[0013] S5、人工曝气增氧：在河边设置大型的鼓风机，对湖水进行充氧曝气；

[0014] S6、生物强化：向河水中投加具有特定功能的微生物，增强处理系统对特定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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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解能力及降解速率；

[0015] S7、生态位互补：向河中投入种植适量的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挺水植物，沉水植

物、浮水植物、挺水植物分别生长于不同的层面上，他们在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可以更好

的共存；

[0016] S8、修复生态链：采用人工投放大型经济生物品种和人工培育繁殖滩涂水生物两

者相结合的方法，修复滩涂生物之间的生态链关系和生物群体结构，生态环境与多层次生

物群体的立体结构的相互作用，构成牧区自然生态系统。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挺水植物为香蒲、菱白、芦苇、水葱、美人蕉、鸢尾、菖蒲、芦苇、千

屈菜和再力花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的沉水植物为金鱼藻、苦草、伊乐藻和眼子菜中的一种

或多种；所述的浮叶植物为凤眼莲、浮萍、睡莲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的大型经济生物品种包括蟹类、虾类、鱼类、贝类，所述的殖滩涂水

生物包括蟹类、虾类、鱼类、贝类、藻类。

[0019] 进一步的，所述蓝藻处理装置包括装置底座，所述装置底座的底部设置有四个移

动车轮，四个移动车轮呈矩形分布，所述装置底座的左侧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牵引座，所述牵

引座的左侧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牵引块，所述牵引块内部活动安装有轴销，所述装置底座的

顶部外壁上固定安装有提升泵，所述提升泵的进水端连通有抽水管，所述提升泵的出水端

连通有输水管，所述提升泵的左侧固定安装有竖板，所述竖板正面一侧的外壁上固定安装

有多个支架，所述抽水管贯穿竖板并盘放在支架上，所述支架的上方固定安装有螺杆，所述

抽水管远离提升泵一端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挂置块，所述螺杆贯穿挂置块并与其滑动连

接，所述螺杆的外壁上且位于挂置块的正前方螺纹连接有限位螺母，牵引座、牵引块、轴销

的设置，使蓝藻处理装置便于与牵引车相连，并配合移动车轮的设置，使装置便于进行移

动，进而便于治理蓝藻，竖板、支架、螺杆、挂置块、限位螺母的设置，使抽水管便于收纳、放

置。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提升泵的右侧固定安装有沉淀箱，所述输水管远离提升泵的一端

与沉淀箱的内部相连通，所述沉淀箱的顶部外壁上固定安装有增压泵，所述增压泵的输出

端通过气管与沉淀箱的内部相连通，所述沉淀箱的顶部外壁上设置有压力监测表，所述沉

淀箱的底部外壁上连通有出料管，所述出料管的外壁上设置有出料阀，所述出料阀的正下

方固定安装有放置底座，所述放置底座内放置有集料桶，所述集料桶的顶部为开口状，启动

增压泵对沉淀箱内进行增压，沉淀箱内蓝藻内部和外部形成压力差，使蓝藻破裂放出伪空

胞，从而使蓝藻沉淀至沉淀箱底部，出料管、出料阀、放置底座、集料桶的设置，可便于收集

沉淀的蓝藻。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沉淀箱的右侧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回型框，所述回型框远离沉淀箱

的一端固定安装有过滤网，回型框、过滤网的设置，可防止水泵将蓝藻抽入净化箱内。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沉淀箱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净化箱，所述净化箱的左侧外壁上固定

安装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水泵，所述水泵的进水端与沉淀箱内部相连

通，所述水泵的出水端与净化箱的内部相连通。

[0023] 进一步的，所述净化箱的顶部外壁上连通有进料管，所述净化箱的顶部外壁上固

定安装有U型杆，所述U型杆后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上固

定连接有圆盘，所述圆盘正面一侧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调节杆，所述U型杆的外壁上活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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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联动杆，所述联动杆的中部开设有联动凹槽，所述调节杆贯穿联动凹槽并与其滑动连

接，所述联动杆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轴承，所述轴承内圈的内壁上固定连接有搅拌轴，所述搅

拌轴左右两侧的外壁上均固定安装有多个搅拌叶，所述净化箱的右侧外壁上连通有排水

管。

[0024] 进一步的，所述净化箱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齿轮杆，所述搅拌轴的外壁上固定连

接有联动齿轮，所述联动齿轮与齿轮杆啮合连接。

[0025] 3.有益效果

[0026]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7] (1)本方案提供了一种包含淤泥更换、水质管理、加强河道内栖息地、缓冲带建设、

人工曝气增氧、生物强化、生态位互补、修复生态链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并提供了配

套的用于水质管理的蓝藻处理装置，不仅能够合理完善的保护、修复水生态，且基于生态位

互补技术，提出向河中投入种植适量的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水植

物、挺水植物分别生长于不同的层面上，他们在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可以更好的共存，使

水生态不易被破坏。

[0028] (2)U型杆、驱动电机、圆盘、调节杆、联动杆、联动凹槽、联动齿轮、齿轮杆、搅拌轴、

搅拌叶、轴承的设置，启动驱动电机可使搅拌轴左右移动的同时进行转动，从而带动搅拌叶

加速次氯酸钠和微囊藻毒素的混合，提高了净化效率。

[0029] (3)通过移动车轮、牵引座、牵引块、轴销的设置，使蓝藻处理装置便于移动，进而

便于治理水质。

[0030] (4)通过竖板、支架、螺杆、挂置块、限位螺母的设置，使抽水管便于收纳放置。

[0031] (5)通过沉淀箱、增压泵、压力监测表、出料管、出料阀、放置底座、集料桶、回型框、

过滤网，启动增压泵可使蓝藻破裂、沉淀，河水抽离后打开出料阀，蓝藻可通过出料管落入

集料桶，从而便于取出蓝藻。

[0032] (6)回型框、过滤网的设置，可防止水泵将蓝藻抽入净化箱内。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蓝藻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竖板处的侧视图；

[0035] 图3为本发明沉淀箱内的剖视图；

[0036] 图4为本发明回型框处的侧视图；

[0037] 图5为本发明净化箱内的剖视图；

[0038] 图6为本发明图5中A处的放大图；

[0039] 图7为本发明齿轮杆处的俯视图。

[0040] 图中标号说明：

[0041] 1、装置底座；2、移动车轮；3、牵引座；4、牵引块；5、轴销；6、排水管；7、提升泵；8、抽

水管；9、输水管；10、竖板；11、支架；12、螺杆；13、挂置块；14、限位螺母；15、沉淀箱；16、增压

泵；17、压力监测表；18、出料管；19、出料阀；20、放置底座；21、集料桶；22、回型框；23、过滤

网；24、净化箱；25、支撑板；26、水泵；27、进料管；28、U型杆；29、驱动电机；30、圆盘；31、调节

杆；32、联动杆；33、联动凹槽；34、联动齿轮；35、齿轮杆；36、搅拌轴；37、搅拌叶；38、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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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3]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内”、“外”、“顶/底端”等指示

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

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

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4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

置有”、“套设/接”、“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

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

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

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45] 实施例1：

[0046] 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技术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S1、淤泥更换：对湖泊底部的沉积淤泥进行抽取，将淤泥抽入沉淀池中，进行沉淀

处理，最后将经处理后的淤泥重新导入湖泊中；

[0048] S2、水质管理：使用蓝藻处理装置治理水中的蓝藻并净化水质；

[0049] S3、加强河道内栖息地：取大量的砾石，在河道区域铺设砾石群，从而调节水体与

岸坡之间的作用，形成多样性的水边地貌和水流特性，增加鱼类等其它水生生物栖息地功

能；

[0050] S4、缓冲带建设：在河岸两边种植树木形成缓冲，防止坡地地表径流、废水、地下径

流甚至深层地下水流所带来的养分、沉积物、有机质、杀虫剂及其它污染物进入河湖系统；

[0051] S5、人工曝气增氧：在河边设置大型的鼓风机，对湖水进行充氧曝气；

[0052] S6、生物强化：向河水中投加具有特定功能的微生物，增强处理系统对特定污染物

的降解能力及降解速率；

[0053] S7、生态位互补：向河中投入种植适量的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挺水植物，沉水植

物、浮水植物、挺水植物分别生长于不同的层面上，他们在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可以更好

的共存，挺水植物为香蒲、菱白、芦苇、水葱、美人蕉、鸢尾、菖蒲、芦苇、千屈菜和再力花中的

一种或多种；的沉水植物为金鱼藻、苦草、伊乐藻和眼子菜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浮叶植物为

凤眼莲、浮萍、睡莲中的一种或多种；

[0054] S8、修复生态链：采用人工投放大型经济生物品种和人工培育繁殖滩涂水生物两

者相结合的方法，修复滩涂生物之间的生态链关系和生物群体结构，生态环境与多层次生

物群体的立体结构的相互作用，构成牧区自然生态系统，大型经济生物品种包括蟹类、虾

类、鱼类、贝类，的殖滩涂水生物包括蟹类、虾类、鱼类、贝类、藻类。

[0055] 请参阅图1-2，蓝藻处理装置包括装置底座1，装置底座1的底部设置有四个移动车

轮2，四个移动车轮2呈矩形分布，装置底座1的左侧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牵引座3，牵引座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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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牵引块4，牵引块4内部活动安装有轴销5，装置底座1的顶部外壁上

固定安装有提升泵7，提升泵7的进水端连通有抽水管8，提升泵7的出水端连通有输水管9，

提升泵7的左侧固定安装有竖板10，竖板10正面一侧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多个支架11，抽水

管8贯穿竖板10并盘放在支架11上，支架11的上方固定安装有螺杆12，抽水管8远离提升泵7

一端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挂置块13，螺杆12贯穿挂置块13并与其滑动连接，螺杆12的外壁

上且位于挂置块13的正前方螺纹连接有限位螺母14，牵引座3、牵引块4、轴销5的设置，使蓝

藻处理装置便于与牵引车相连，并配合移动车轮2的设置，使装置便于进行移动，进而便于

治理蓝藻，竖板10、支架11、螺杆12、挂置块13、限位螺母14的设置，使抽水管8便于收纳、放

置。

[0056] 请参阅图1和图3-4，提升泵7的右侧固定安装有沉淀箱15，输水管9远离提升泵7的

一端与沉淀箱15的内部相连通，沉淀箱15的顶部外壁上固定安装有增压泵16，增压泵16的

输出端通过气管与沉淀箱15的内部相连通，沉淀箱15的顶部外壁上设置有压力监测表17，

沉淀箱15的底部外壁上连通有出料管18，出料管18的外壁上设置有出料阀19，出料阀19的

正下方固定安装有放置底座20，放置底座20内放置有集料桶21，集料桶21的顶部为开口状，

启动增压泵16对沉淀箱15内进行增压，沉淀箱15内蓝藻内部和外部形成压力差，使蓝藻破

裂放出伪空胞，从而使蓝藻沉淀至沉淀箱15底部，出料管18、出料阀19、放置底座20、集料桶

21的设置，可便于收集沉淀的蓝藻，沉淀箱15的右侧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回型框22，回型框22

远离沉淀箱15的一端固定安装有过滤网23，回型框22、过滤网23的设置，可防止水泵26将蓝

藻抽入净化箱24内。

[0057] 请参阅图1和图5-7沉淀箱15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净化箱24，净化箱24的左侧外壁上

固定安装有支撑板25，支撑板25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水泵26，水泵26的进水端与沉淀箱15内

部相连通，水泵26的出水端与净化箱24的内部相连通，净化箱24的顶部外壁上连通有进料

管27，净化箱24的顶部外壁上固定安装有U型杆28，U型杆28后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驱动电

机29，驱动电机29的输出端上固定连接有圆盘30，圆盘30正面一侧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调

节杆31，U型杆28的外壁上活动安装有联动杆32，联动杆32的中部开设有联动凹槽33，调节

杆31贯穿联动凹槽33并与其滑动连接，联动杆32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轴承38，轴承38内圈的

内壁上固定连接有搅拌轴36，搅拌轴36左右两侧的外壁上均固定安装有多个搅拌叶37，所

述净化箱24的右侧外壁上连通有排水管6，净化箱24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齿轮杆35，搅拌轴

36的外壁上固定连接有联动齿轮34，联动齿轮34与齿轮杆35啮合连接。

[0058] 步骤S1中水质管理的具体操作为：通过牵引座3、牵引块4、轴销5将装置与牵引车

相连，驱动牵引车将装置移动至蓝藻密集处的岸边，拧下限位螺母14，取下抽水管8放入河

中，启动提升泵7，将蓝藻及河水抽入沉淀箱15内，启动增压泵16对沉淀箱15内部增压，沉淀

箱15内蓝藻内部和外部形成压力差，使蓝藻破裂放出伪空胞，从而使蓝藻沉淀至沉淀箱15

底部，启动水泵26将沉淀箱15内与蓝藻分离的水抽入净化箱24内，通过进料管27向净化箱

24内加入次氯酸钠溶液，次氯酸钠溶液能消除水中的微囊藻毒素，净化河水，启动驱动电机

29带动圆盘30转动，使调节杆31带动联动杆32在U型杆28上左右来回滑动，从而带动搅拌轴

36、搅拌叶37左右往返运动，通过联动齿轮34、齿轮杆35的设置，使搅拌轴36移动的过程中

发生转动，进而带动搅拌叶37对净化箱24内的水进行充分的搅拌，加速次氯酸钠溶液和微

囊藻毒素的混合，净化完毕，通过排水管6将水排入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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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包含淤泥更换、水质管理、加强河道内栖息地、缓冲带建设、人

工曝气增氧、生物强化、生态位互补、修复生态链的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并提供了配套

的用于水质管理的蓝藻处理装置，不仅能够合理完善的保护、修复水生态，且基于生态位互

补技术，提出向河中投入种植适量的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水植物、

挺水植物分别生长于不同的层面上，他们在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可以更好的共存，使水生

态不易被破坏。

[006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改进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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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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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2

CN 110818129 A

1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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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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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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