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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

化塘及其构建方法，包括设置在河道一侧的泛氧

化塘和设置在所述泛氧化塘内的碳纤维生态基

及曝气系统；所述泛氧化塘的池体由中间的隔墙

分成廊道，每个廊道内均设有碳纤维生态基和曝

气系统；所述隔墙的末端设有过水口，泛氧化塘

的池底部布置PVC管架；所述曝气系统连接有曝

气软管，泛氧化塘内还设置有出水口。本发明针

对现有的污染水体的修复技术和方法施工时工

序较多且各个单元间相互依赖性强，维护和运行

费用高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有利于大规模

凝聚微生物群落提高水体自净能力的生态系统，

整个方案可利用现有池塘或废弃鱼塘进行改造，

减少征地，运营费用低、管理维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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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在河道一侧的泛氧化塘(2)

和设置在所述泛氧化塘(2)内的碳纤维生态基(5)及曝气系统(6)；所述泛氧化塘(2)内设置

有待处理的水体(1)，泛氧化塘(2)的池体由中间的隔墙(3)分成廊道(4)，每个廊道(4)内均

设有碳纤维生态基(5)和曝气系统(6)；所述隔墙(3)的末端设有过水口(7)，污水依次通过

廊道(4)内的隔墙(3)末端的过水口(7)；所述泛氧化塘(2)的池底部固定有支撑杆，并在支

撑杆上布置PVC管架(10)，PVC管架(10)的小孔上按需要的生态基密度悬挂碳纤维生态基

(5)；所述曝气系统(6)连接有曝气软管(9)，曝气软管(9)设置在每个泛氧化塘(2)的廊道

(4)中段位置，并垂直于河岸方向布置；所述泛氧化塘(2)内还设置有出水口(8)，出水口(8)

设置在最末端的廊道(4)的过水口(7)后段，并与主河道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其特征在于：所述泛氧化塘

(2)四周及底部铺有土工膜和防渗膜或采用其他的防渗措施，在泛氧化塘(2)内相邻的两个

过水口(7)交错排布，以折流的形式通过各区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其特征在于：所述碳纤维生态

基(5)由聚丙烯腈基纤维制造，上端以碳纤维束编织而成，呈密集网状，均匀布置，平行于水

流方向布置，下端载体两面四角处均匀分布多个浮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软管

(9)布置方向垂直于河岸，每段曝气软管(9)之间距离为2-5m，曝气软管(9)的一端接风机供

气，气孔宽度大小可随供气量的增减而变化，风机采用间歇运行方式，依据泛氧化塘(2)内

水体的溶解氧值确定风机的开启时机与运行时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其特征在于：所述泛氧化塘

(2)在水深30-90cm的水域，在PVC管架(10)间隙处的水域中种植浮叶植物。

6.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1)：将河道中待处理的水体(1)抽或引至泛氧化塘(2)内，泛氧化塘(2)四周及底部

铺有土工膜和防渗膜或采用其他的防渗措施，泛氧化塘(2)池体由中间的隔墙(3)分成廊道

(4)，每个廊道(4)内有碳纤维生态基(5)和曝气系统(6)，污水依次通过廊道(4)内的隔墙

(3)末端过水口(7)，以折流的形式通过各区间；

步骤2)：污水通过泛氧化塘(2)内廊道(4)的同时与布置在廊道(4)内的碳纤维生态基

(5)接触，碳纤维生态基(5)平行于水流方向布置，下端载体两面四角处均匀分布多个浮子，

生态基按需要密度悬挂在泛氧化塘(2)底部PVC管架(10)的小孔上，PVC管架(10)布置在支

撑杆上，支撑杆固定在泛氧化塘(2)底泥中；

步骤3)：通过碳纤维生态基(5)高效泛氧化塘(2)内的曝气系统(6)曝气供氧，每个泛氧

化塘(2)的廊道(4)中段位置有曝气软管(9)，曝气软管(9)布置方向垂直于河岸，每段软管

之间距离为2-5m，曝气软管(9)另一端接风机供气；

步骤4)：在水深30-90cm的水域，在生态基的PVC管架(10)间隙处的水域中种植浮叶植

物；

步骤5)：在碳纤维生态基(5)周围水体中定期投加微生物菌剂，与植物的耦合作用增强

水质净化能力，经过净化的水质通过出水口(8)回到主河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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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及其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池塘构建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及其

构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我国仍面临着巨大的水污染压力。其中黑臭水体治理是民生工程，也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黑臭水体成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是水环境污染治理的难

点。城市河道黑臭主要是过量纳污导致水体供氧和耗氧失衡的结果，水体缺氧乃至厌氧条

件下污染物转化并产生氨氮、硫化氢、挥发性有机酸以及铁、锰硫化物等黑色物质。目前，污

染水体的修复技术主要有物理修复技术、化学修复技术和生物修复技术等，转化、清除或降

解环境污染物，从而使受污染环境能够部分或完全地恢复到原初状态的生物措施，是最具

发展前景的主体修复技术。

[0003] 经过现有技术的文献检索发现，已有的污染河水异位处理技术和方法，如使用强

化絮凝技术，但絮凝沉淀这一处理方法对水中的悬浮性和胶体性污染物有较好的去除效

果，对溶解性污染物的作用有限。中国专利申请号201711217627.2，专利名称为：一种循环

复氧强化生物分解的河道水净化系统及实现方法，该专利自述为：“本发明涉及一种河道水

质净化系统及其实现方法，即循环复氧强化生物分解的河道水净化系统及实现方法，利用

现有的河道，采用河道自体循环流复氧加真空负压纳氧结合生物沉床分解的系统，按治理

阶段河道水流方向依次为泥砂沉淀区、多级跌水复氧单元、河道生物沉床治理单元，在多级

跌水复氧单元一侧的河岸内埋有初次沉淀池，在初次沉淀池内溢流堰一侧提水泵池装有水

泵，所述河道生物沉床治理单元由沿水流方向间隔设置在河床底面的数组生物沉床构成，

所述泥砂沉淀区内沿河道横向设有一条泥沙沉淀槽，在泥砂沉淀槽内及靠近泥砂沉淀槽下

游的河床上，分别设有超细纤维人工水草，沉淀槽将上游来水裹挟的泥沙沉淀后排除，超细

纤维人工水草净化水质。涉及到的多个治理单元单体结构复杂、施工时工序较多且各个单

元间相互依赖性强相互影响，维护和运行费用高。

[0004] 生态浮岛是一种适用于河道、人工湖等水体的带有景观功能的生物生态设施，在

具备美观和清洁水域的同时，还可以作为软体动物繁育基地，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但目前

生态浮岛由于受河道过流要求及季节的影响，很难大面积采用，只能作为河道水环境治理

的辅助工艺使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及其构建方法，可利用现

有池塘或废弃鱼塘改造，减少征地，运营费用低、管理维护简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包

括设置在河道一侧的泛氧化塘和设置在所述泛氧化塘内的碳纤维生态基及曝气系统；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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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氧化塘内设置有待处理的水体，泛氧化塘的池体由中间的隔墙分成廊道，每个廊道内均

设有碳纤维生态基和曝气系统；所述隔墙的末端设有过水口，污水依次通过廊道内的隔墙

末端的过水口；所述泛氧化塘的池底部固定有支撑杆，并在支撑杆上布置PVC管架，PVC管架

的小孔上按需要的生态基密度悬挂碳纤维生态基；所述曝气系统连接有曝气软管，曝气软

管设置在每个泛氧化塘的廊道中段位置，并垂直于河岸方向布置；所述泛氧化塘内还设置

有出水口，出水口设置在最末端的廊道的过水口后段，并与主河道连通。

[0007] 优选的，所述泛氧化塘四周及底部铺有土工膜和防渗膜或采用其他的防渗措施，

在泛氧化塘内相邻的两个过水口交错排布，以折流的形式通过各区间。

[0008] 优选的，所述碳纤维生态基由聚丙烯腈基纤维制造，上端以碳纤维束编织而成，呈

密集网状，均匀布置，平行于水流方向布置，下端载体两面四角处均匀分布多个浮子。

[0009] 优选的，所述曝气软管布置方向垂直于河岸，每段曝气软管之间距离为2-5m，曝气

软管的一端接风机供气，气孔宽度大小可随供气量的增减而变化，风机采用间歇运行方式，

依据泛氧化塘内水体的溶解氧值确定风机的开启时机与运行时间。

[0010] 优选的，所述泛氧化塘2在水深30-90cm的水域，在PVC管架间隙处的水域中种植浮

叶植物。

[0011] 本发明提供另一种技术方案为：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的构建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1)：将河道中待处理的水体抽或引至泛氧化塘内，泛氧化塘四周及底部铺有

土工膜和防渗膜或采用其他的防渗措施，泛氧化塘池体由中间的隔墙分成廊道，每个廊道

内有碳纤维生态基和曝气系统，污水依次通过廊道内的隔墙末端过水口，以折流的形式通

过各区间；

[0013] 步骤2)：污水通过泛氧化塘内廊道的同时与布置在廊道内的碳纤维生态基接触，

碳纤维生态基平行于水流方向布置，下端载体两面四角处均匀分布多个浮子，生态基按需

要密度悬挂在泛氧化塘底部PVC管架的小孔上，PVC管架布置在支撑杆上，支撑杆固定在泛

氧化塘底泥中；

[0014] 步骤3)：通过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内的曝气系统曝气供氧，每个泛氧化塘

的廊道中段位置有曝气软管，曝气软管布置方向垂直于河岸，每段软管之间距离为2-5m，曝

气软管另一端接风机供气；

[0015] 步骤4)：在水深30-90cm的水域，在生态基的PVC管架间隙处的水域中种植浮叶植

物；

[0016] 步骤5)：在碳纤维生态基周围水体中定期投加微生物菌剂，与植物的耦合作用增

强水质净化能力，经过净化的水质通过出水口8回到主河道中。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本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及其构建方法，是一套包括设置在河道一侧的泛氧

化塘、设置在泛氧化塘内的碳纤维生态基及曝气系统的一种生态系统，相互交叉协同作用，

不仅可以截留外源污染，同时起到削减内源污染的效果，碳纤维生态基具有巨大比表面积，

形成高效的粘着性生物膜去除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质；泛氧化塘中大量的藻类、细菌等微

生物吸附共生于生态基载体上形成生物膜，附着在碳纤维表面的微生物群形成的好氧生物

膜进行NH3-N的好氧硝化分解，生物膜内部兼性菌和厌氧菌通过反硝化作用实现脱氮；在泛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231458 A

4



氧化塘系统中，水体中磷被藻类吸收或被生态基上的微生物摄取将其同化为自身结构，或

转化为稳定的矿化物质沉积在脱落的底泥中；整个方案可利用现有池塘或废弃鱼塘进行改

造，减少征地，运营费用低、管理维护简单，碳纤维是一种碳含量超过90％的无机高分子纤

维，比表面积巨大，吸附力强，在碳纤维大型示范工程实验的结果显示，碳纤维生态基对富

营养化水体改善效果明显，对TN、TP、BOD5以及CODMn的去除率分别达到69.4％、84％、42.9％

和73.3％。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平面布置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碳纤维生态基分布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曝气系统示意图。

[0022] 图中：1待处理的水体，2泛氧化塘，3隔墙，4廊道，5碳纤维生态基，6曝气系统，7过

水口，8出水口，9曝气软管，10  PVC管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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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请参阅图1-3，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包括设置

在河道一侧的泛氧化塘2和设置在泛氧化塘2内的碳纤维生态基5及曝气系统6；泛氧化塘2

内设置有待处理的水体1，泛氧化塘2四周及底部铺有土工膜和防渗膜或采用其他的防渗措

施，泛氧化塘2的池体由中间的隔墙3分成廊道4，每个廊道4内均设有碳纤维生态基5和曝气

系统6，碳纤维生态基5由聚丙烯腈基纤维制造，上端以碳纤维束编织而成，呈密集网状，均

匀布置，避免影响景观，平行于水流方向布置，下端载体两面四角处均匀分布多个浮子；隔

墙3的末端设有过水口7，污水依次通过廊道4内的隔墙3末端的过水口7，相邻的两个过水口

7交错排布，以折流的形式通过各区间；泛氧化塘2的池底部固定有支撑杆，并在支撑杆上布

置PVC管架10，PVC管架10的小孔上按需要的生态基密度悬挂碳纤维生态基5；曝气系统6连

接有曝气软管9，曝气软管9设置在每个泛氧化塘2的廊道4中段位置，并垂直于河岸方向布

置，每段曝气软管9之间距离为2-5m，曝气软管9的一端接风机供气，气孔宽度大小可随供气

量的增减而变化，风机采用间歇运行方式，依据泛氧化塘2内水体的溶解氧值确定风机的开

启时机与运行时间；泛氧化塘2内还设置有出水口8，出水口8设置在最末端的廊道4的过水

口7后段，并与主河道连通。

[0025] 基于上述发明提供的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为了进一步更好的解释说明上

述发明，还提供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的构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一：将河道中待处理的水体1抽或引至泛氧化塘2内，泛氧化塘2四周及底部铺

有土工膜和防渗膜或采用其他的防渗措施，泛氧化塘2池体由中间的隔墙3分成廊道4，每个

廊道4内有碳纤维生态基5和曝气系统6，污水依次通过廊道4内的隔墙3末端过水口7，以折

流的形式通过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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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步骤二：污水通过泛氧化塘2内廊道4的同时与布置在廊道4内的碳纤维生态基5接

触，每个廊道4内碳纤维生态基5均匀布置，生态基高度为1.5m，距离水面1m，避免影响景观，

碳纤维生态基5平行于水流方向布置，下端载体两面四角处均匀分布多个浮子，生态基按需

要密度悬挂在泛氧化塘2底部PVC管架10的小孔上，PVC管架10布置在支撑杆上，支撑杆固定

在泛氧化塘2底泥中；

[0028] 步骤三：通过碳纤维生态基5高效泛氧化塘2内的曝气系统6曝气供氧，每个泛氧化

塘2的廊道4中段位置有曝气软管9，曝气软管9布置方向垂直于河岸，每段软管之间距离为

2-5m，曝气软管9另一端接风机供气，每组曝气软管9由一组风机供气，气孔宽度大小可随供

气量的增减而变化，风机采用间歇运行方式，依据泛氧化塘内水体的溶解氧值确定风机的

开启时机与运行时间；

[0029] 步骤四：在水深30-90cm的水域，在生态基的PVC管架10间隙处的水域中种植浮叶

植物；

[0030] 步骤五：在碳纤维生态基5周围水体中定期投加微生物菌剂，防止随着处理时间延

长生物膜加厚，水力冲刷使膜脱落更新，在水体中定期投菌，与植物的耦合作用增强水质净

化能力，经过净化的水质通过出水口8回到主河道中；通过泛氧化塘2内碳纤维生态基5极高

的吸附性和生物亲和性，经阳光照射后发出超音波，吸引微生物菌群并在其表面形成粘着

性活性生物膜降解水中污染物质；在水中散开的碳纤维生态基5空隙结构为鱼虾产卵提供

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进而构建水下森林，形成微生境，当水量过大、污染物浓度过高或水体

溶解氧浓度太低时开启曝气系统，实现污染物的稳定降解。

[0031]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碳纤维生态基高效泛氧化塘及其构建方法，是一套

包括设置在河道一侧的泛氧化塘2、设置在所述泛氧化塘2内的碳纤维生态基5及曝气系统6

的一种生态系统，相互交叉协同作用，不仅可以截留外源污染，同时起到削减内源污染的效

果，碳纤维生态基5具有巨大比表面积，形成高效的粘着性生物膜去除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

质；泛氧化塘2中大量的藻类、细菌等微生物吸附共生于生态基载体上形成生物膜，附着在

碳纤维表面的微生物群形成的好氧生物膜进行NH3-N的好氧硝化分解，生物膜内部兼性菌

和厌氧菌通过反硝化作用实现脱氮；在泛氧化塘2系统中，水体中磷被藻类吸收或被生态基

上的微生物(如高效聚磷菌)摄取将其同化为自身结构，或转化为稳定的矿化物质沉积在脱

落的底泥中；整个方案可利用现有池塘或废弃鱼塘进行改造，减少征地，运营费用低、管理

维护简单，碳纤维是一种碳含量超过90％的无机高分子纤维，比表面积巨大，吸附力强，根

据李兰等在武汉东湖开展的在碳纤维大型示范工程实验的结果显示，碳纤维生态基对富营

养化水体改善效果明显，对TN、TP、BOD5以及CODMn的去除率分别达到69.4％、84％、42.9％和

73.3％。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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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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