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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

生态修复的装置及方法，所述装置包括溶解氧

仪、曝气机、流速测定仪、推流搅拌器和生态围

网，其中，所述生态围网中投放有滤食性鱼类，设

置于污染水体中；所述溶解氧仪与所述曝气机联

用，所述曝气机与所述生态围网间隔布置，距离

为10～30m，用于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提供溶

解氧环境条件；所述流速测定仪与所述推流搅拌

器联用，所述推流搅拌器与所述曝气机间隔布

置，距离为20～30m，用于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

提供水动力条件。本发明采用曝气、推流和生物

操纵耦合，通过营造适度溶解氧的浓度和流速，

更好的实现黄尾密鲴生态修复，所述方法具有操

作方便、运行成本低、见效快、处理效果稳定、水

质改善明显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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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溶解氧仪、曝气机、

流速测定仪、推流搅拌器和生态围网，其中，所述生态围网中投放有滤食性鱼类，设置于污

染水体中；所述溶解氧仪与所述曝气机联用，所述曝气机与所述生态围网间隔布置，距离为

10～30m，用于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提供溶解氧环境条件；所述流速测定仪与所述推流搅

拌器联用，所述推流搅拌器与所述曝气机间隔布置，距离为20～30m，用于为滤食性鱼类生

态修复提供水动力条件；所述滤食性鱼类为黄尾密鲴，体长20～35cm，体重0.10～0.25g，放

养密度为45～55g/m3，所述黄尾密鲴在生态围网内的日摄食率为55％以上；

当污染水体的河道宽度≤20m时，所述曝气机设置于河道中间；当污染水体的河道宽度

＞20m时，所述曝气机设置于河道两侧，且对称  布置，上部位于水面，下部采用木桩或抛石

进行固定；

当污染水体的河道宽度≤20m时，所述推流搅拌器设置于河道中间；当污染水体的河道

宽度＞20m时，所述推流搅拌器设置于河道两侧，且对称  布置，上部位于水面，下部采用木

桩或抛石进行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生态围网采用玻璃钢加工制成，内径100～150cm，网衣高200～300cm，采用聚乙烯单丝无

节网加工制成，网目6～8mm，厚4～8mm；底网为聚乙烯网布，网目1mm。

3.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装置的生态修复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在待处理污染水体中设置溶解氧仪并同曝气机联用，通过设定溶解氧大小，控

制曝气机的开启和关闭，从而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提供溶解氧环境条件；

步骤2)在待处理污染水体中设置流速测定仪并同推流搅拌器联用，通过设定流速大

小，控制推流搅拌器的开启和关闭，从而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提供水动力条件；

步骤3)将滤食性鱼类投放于生态围网中，并设置于待处理污染水体中；当溶解氧DO＜

0.3mg/L时，生态围网的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为8～15％；当溶解氧DO≥0.3mg/L时，生态

围网的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为5～8％；

步骤4)当溶解氧仪测定污染水体溶解氧DO＜0.3mg/L时，开启曝气机；当溶解氧仪测定

溶解氧DO≥0.3mg/L，关闭曝气机；

步骤5)当流速测定仪测定污染水体流速＜0.08m/s时，开启推流搅拌器；当流速测定仪

测定污染水体流速≥0.08m/s，关闭推流搅拌器；

步骤6)通过投放于生态围网中的滤食性鱼类，设置生态围网的面积，及开启或关闭曝

气机、推流搅拌器，即可对污染水体进行生态修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处理污染水体的水质

情况如下：透明度为10～20cm，溶解氧DO为0～2mg/L，总氮含量TN为5～8mg/L，总磷含量TP

为0.3～0.8mg/L，NH3-N含量为3～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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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和生态修复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生态修复

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污染水体的治理越来越重要。目前，一些富营养湖泊和重污

染河道中由于大量有机污物的存在，促使底栖附泥藻类的大量生长、繁殖，其数量和生物量

明显高于浮游藻类，这些藻类(指两栖颤藻和席藻)的存在，可消耗大量营养物质，但其死亡

的尸体经微生物的分解，会大量消耗溶氧，并产生有毒气体，使底泥发黑发臭，造成严重的

有机污染。与此同时，水体中营养盐负荷大量增加也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0003] 我国有关科研单位利用在湖泊中放养鲢、鳙鱼类，用来控制蓝藻水华的暴发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重污染河道中主要污染源是有机物的污染，而底栖附泥藻类的大量生长、繁

殖，则是产生水质恶化的根源。通过拦养鲤、鲫鱼和人工放养锦鲤，不但降低了底泥中有机

质的含量，而且控制了黑臭现象的产生。因此在重污染水体治理中根据生态学原理放养一

些食物链较短的滤食性鱼类，来捕食水体中的悬浮有机物，是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一种有

效途径。

[0004] 河道治理技术主要有包括物理处理技术、化学处理技术、生物处理技术等，目前也

开始应用一些生态处理技术如人工湿地技术等，但生态安全、管控方便、治理效果稳定的不

多，因此，找到适宜的方法解决黑臭水体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0005] 申请号200910059987.3基于生物操纵理论的湖泊污染治理技术，公开了一种开放

性水域污染的治理方法，尤其是基于生物操纵理论的湖泊污染治理技术。选定治理目标水

域，先监测目标水域水质变化，将浓度为2～5ppm的Rhp菌种先放大扩繁，驯化、分离、筛选出

满足治理要求的Rhp工程菌株，并以此进行规模化生产，满足目标水域治理需求。然后根据

治理目标水域，按照地表环境质量标准进行本底值监测，连续定期以1～3ppm浓度降规模化

生产的制剂Rhp工程菌株，均匀投放到目标水体。利用该方法可以有效治理开放性水域的污

染，蓝藻的爆发既得到控制，又得到治理。但该方法对于开放水体污染的适应性差，运行成

本高，操作复杂。

[0006] 申请号201210384262.3一种基于系统耦合模式修复河流水质的方法，涉及一种基

于系统耦合模式修复河流水质的方法。实现了河岸植被带系统、多功能塘系统、河道滩地微

地形改造系统的有机耦合，形成耦合配套系统，较之单个的子系统具有更为复杂的内部组

织和更为合理的结构，具有强化系统整体功能，放大系统整体效益的作用；有效地改善了河

流水质、河流生态系统结构、生物栖息环境质量及其生态环境整体现状，增强了河流生态系

统物理、化学及生物的完整性，是一种“近自然、多功能、高效益、可持续”的河流修复模式。

充分利用水资源增加经济收益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大农村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矛盾。但该方法需要地形整理、植被恢复等，投资大、周期长、处理效果不稳定。

[0007] 申请号201210408850.6集景观和生物生态修复的校园景观水体水质保持自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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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公开了一种集景观和生物生态修复的校园景观水体水质保持自净系统，包括人工强化水

质净化系统、生物操纵系统及水循环系统，用于校园景观水体的生态保持与自净。人工强化

水质净化系统利用水循环和净化机制，达到校园景观水体水质净化的目的；包括：曝气增氧

系统、生态浮床和多元组合人工湿地。生物操纵系统由生态岛和水生动植物系统组成，用于

辅助人工强化水质净化系统，进一步提高景观水体生态环境自净能力。各个系统和处理单

元之间利用水泵和重力流循环连接。但该方法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冬季运行效果差、运行

成本高。

[0008] 申请号201410598660.4一种校园雨水生态净化集成处理方法及生态净化集成系

统，公开了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在校园内预先建好用于处理校园雨水的集成处理系

统；(2)根据校园不同水体生态净化选择适宜的处理方法；(3)经步骤(2)处理过的雨水最终

汇集到校园内的景观水体内或者排入校园河道内或者汇入校园内的地下水层；所述的系统

包括用于处理校园初期雨水径流的潜流型人工湿地系统、用于处理校园暴雨径流的滨岸带

截流系统、用于处理校园自然驳岸河道水体的生态浮床-曝气推流系统、用于处理校园硬驳

岸河道水体的人工水草-微孔曝气系统、用于处理校园封闭池塘水体的生物操纵-喷泉曝气

系统。但该方法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冬季运行效果差、操作复杂、运行成本高。

[0009] 申请号201510039324.0一种饮用水水库的水质保障系统及其保障方法，采用水质

自动监测机构、进水调控机构、库区水生态机构、出水调控机构对从河道流入水库的原水水

质进行处理。提供的饮用水水库的水质保障系统及其保障方法，适用范围广，对平原及山区

的饮用水库均能起到良好的水质净化及保障作用，具有水质保障性能高、水体净化效果好、

供水安全性高的优点，体现生态、低碳、环保等理念，具有很好的经济性、实用性及广泛的适

用性，特别适合在原水水质不稳定、水库水体停留时间长、具有富营养化风险、供水保证率

低、兼具应急蓄水功能的饮用水库内推广使用。但该方法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投资大、运

行成本高。

[0010] 申请号201510244868.0一种利用滤食生物控制生态修复工程中幼鱼暴发所致负

面效应的模拟方法，公开了模拟方法包括沉积物准备、湖水准备、加入河蚬和鲤鱼开始实验

及采样，其中加入的河蚬、鲤鱼的密度设计为河蚬密度处理：0、60和180只，换算为单位面积

生物量则为：0、214g/m2和643g/m2；鲤鱼密度：1尾和3尾，换算为单位面积生物量则为：4.3g/

m2和12.9g/m2。根据生态学原理采用的实验生态学方法，实现了精准的对控制生态修复工程

中幼鱼暴发所致负面效应的模拟，利用生物操纵原理，加入滤食生物—河蚬，通过河蚬控制

鲤鱼幼鱼暴发所造成的沉积物悬浮、改善水体光照条件，从而达到修复富营养化水体的目

的。但该方法运行稳定差、对低溶解氧和水动力条件差的情况适应差、运行效果差。

[0011] 申请号201510311337.9一种适于感潮内河水系排污口污水的原位生态修复方法

及系统和应用，通过柔性围隔对排污口污水进行导流，导流渠内自水体水面从上至下营造

水生植物吸收区、高效微生物膜好氧反应区和兼性厌氧反应区，发挥生物接触氧化技术、高

效生物载体技术、高效微生物技术、微曝气技术以及生物操纵技术的综合效能，通过物理沉

淀、载体吸附、微生物降解、植物吸收与转移作用以及水生动物消化与分解作用净化水体。

但该方法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投资大、运行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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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针对污染水体溶解氧低、水体流动性差、悬浮有机物多、透明度低的难点问

题，提供了一种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装置及方法。采用曝气、推流和生物操纵

耦合，通过营造适度溶解氧的浓度和流速，更好的实现黄尾密鲴生态修复，削减有机物、氮

磷、改善透明度和提高溶解氧浓度。

[0013]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14] 一种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装置，包括溶解氧仪、曝气机、流速测定

仪、推流搅拌器和生态围网，其中，所述生态围网中投放有滤食性鱼类，设置于污染水体中；

所述溶解氧仪与所述曝气机联用，所述曝气机与所述生态围网间隔布置，距离为10～30m，

用于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提供溶解氧环境条件；所述流速测定仪与所述推流搅拌器联

用，所述推流搅拌器与所述曝气机间隔布置，距离为20～30m，用于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

提供水动力条件。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生态围网采用玻璃钢加工制成，内径100～150cm，网衣高200～

300cm，采用聚乙烯单丝无节网加工制成，网目6～8mm，厚4～8mm；底网为聚乙烯网布，网目

1mm。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滤食性鱼类为黄尾密鲴，体长20～35cm，体重0.10～0.25g，放养密

度为45～55g/m3，所述黄尾密鲴在生态围网内的日摄食率为55％以上。

[0017] 进一步地，当污染水体的河道宽度≤20m时，所述曝气机设置于河道中间；当污染

水体的河道宽度＞20m时，所述曝气机设置于河道两侧，且对层布置，上部位于水面，下部采

用木桩或抛石进行固定。

[0018] 进一步地，当污染水体的河道宽度≤20m时，所述推流搅拌器设置于河道中间；当

污染水体的河道宽度＞20m时，所述推流搅拌器设置于河道两侧，且对层布置，上部位于水

面，下部采用木桩或抛石进行固定。

[0019] 一种基于上述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装置的生态修复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0] 步骤1)在待处理污染水体中设置溶解氧仪并同曝气机联用，通过设定溶解氧大

小，控制曝气机的开启和关闭，从而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提供溶解氧环境条件；

[0021] 步骤2)在待处理污染水体中设置流速测定仪并同推流搅拌器联用，通过设定流速

大小，控制推流搅拌器的开启和关闭，从而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提供水动力条件；

[0022] 步骤3)将滤食性鱼类投放于生态围网中，并设置于待处理污染水体中；当溶解氧

DO＜0.3mg/L时，生态围网的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为8～15％；当溶解氧DO≥0.3mg/L时，

生态围网的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为5～8％；

[0023] 步骤4)当溶解氧仪测定污染水体溶解氧DO＜0.3mg/L时，开启曝气机；当溶解氧仪

测定溶解氧DO≥0.3mg/L，关闭曝气机；

[0024] 步骤5)当流速测定仪测定污染水体流速＜0.08m/s时，开启推流搅拌器；当流速测

定仪测定污染水体流速≥0.08m/s，关闭推流搅拌器；

[0025] 步骤6)通过投放于生态围网中的滤食性鱼类，设置生态围网的面积，及开启或关

闭曝气机、推流搅拌器，即可对污染水体进行生态修复。

[0026] 进一步地，所述待处理污染水体的水质情况如下：透明度为10～20cm，溶解氧DO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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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mg/L，总氮含量TN为5～8mg/L，总磷含量TP为0.3～0.8mg/L，NH3-N含量为3～5mg/L。

[0027]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8] (1)本发明以生物操纵为核心，通过曝气冲氧和推流搅拌适度提高水体溶解氧和

流速，改善生物操纵条件，显著去除水体中有机碎屑、氮磷、改善透明度和提高溶解氧浓度，

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管理方便的优点。

[0029] (2)本发明适用于低溶解氧水体处理，不影响行洪、不产生二次污染，生态效果好，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30] (3)以去除有机碎屑、改善透明度和提高溶解氧为重点，构建新型的水体生态系

统，提高水体自我恢复能力，持续改善水体水质。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工艺原理图；

[0032] 图2为工艺平面示意图；

[0033] 图3为工艺剖面示意图。

[0034] 图中：1、溶解氧仪；2、曝气机；3、流速测定仪；4、推流搅拌器；5、黄尾密鲴；6、生态

围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进一步介绍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用于低溶解氧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装置，如图2、3所示，包括溶解氧仪1、曝气

机2、流速测定仪3、推流搅拌器4和生态围网6，其中，所述生态围网6中投放有滤食性鱼类

(黄尾密鲴5)，设置于污染水体中；所述溶解氧仪1与所述曝气机2联用，所述曝气机1与所述

生态围网6间隔布置，距离为10～30m，用于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提供溶解氧环境条件；所

述流速测定仪3与所述推流搅拌器4联用，所述推流搅拌器4与所述曝气机2间隔布置，距离

为20～30m，用于为滤食性鱼类生态修复提供水动力条件。

[0038] 当污染水体的河道宽度≤20m时，所述曝气机2设置于河道中间；当污染水体的河

道宽度＞20m时，所述曝气机2设置于河道两侧，且对层布置，上部位于水面，下部采用木桩

或抛石进行固定。

[0039] 当污染水体的河道宽度≤20m时，所述推流搅拌器4设置于河道中间；当污染水体

的河道宽度＞20m时，所述推流搅拌器4设置于河道两侧，且对层布置，上部位于水面，下部

采用木桩或抛石进行固定。

[0040] 当溶解氧DO＜0.3mg/L时，生态围网的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为8～15％；当溶解

氧DO≥0.3mg/L时，生态围网的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为5～8％。

[0041] 基于该装置的生态修复方法的工艺原理图如图1所示。具体如下：

[0042] 某污染河道，长度2.3km，溶解氧DO＝0.2mg/L，水体流速0.10m/s。河道周围主要有

居民生活污水，水体浊度较大，水体主要污染物有总氮、总磷等，河流水质总体为劣V类。

[0043] 黄尾密鲴5放置于生态围网6中，并设置于待处理污染水体中；生态围网6采用玻璃

钢加工制成，内径100～150cm，网衣高200～300cm，采用聚乙烯单丝无节网加工制成，网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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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m，厚4～8mm；底网为聚乙烯网布，网目1mm。溶解氧低的条件下(DO＜0.3mg/L)生态围网

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约9％。设置曝气机2台，进行曝气冲氧。推流搅拌器处于关闭状态。

[0044] 所述黄尾密鲴5为滤食性鱼类，体长20～35cm，体重0.10～0.25g，放养密度每平方

480～550尾，放养密度约为45～55g/m3，黄尾密鲴5在生态围网6内的日摄食率为55％以上。

[0045] 经过两个月治理后，治理前后的水质情况见表1。

[0046] 表1实施例1治理前后水质情况

[0047]

[0048] 实施例2

[0049] 其他同实施例1，溶解氧DO＝0.5mg/L，水体流速0.10m/s。设置曝气机和推流搅拌

器不运行。生态围网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约7％。

[0050] 经过两个月治理后，治理前后的水质情况见表2。

[0051] 表2实施例2治理前后水质情况

[0052]

[0053] 实施例3

[0054] 其他同实施例1，溶解氧DO＝0.2mg/L，水体流速0.05m/s。开启曝气机和推流搅拌

器。生态围网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约10％。

[0055] 经过两个月治理后，治理前后的水质情况见表3。

[0056] 表3实施例3治理前后水质情况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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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实施例4

[0060] 其他同实施例1，溶解氧DO＝0.5mg/L，水体流速0.05m/s。曝气机不运行，开启推流

搅拌器。生态围网面积占污染水体的面积约7％。

[0061] 经过两个月治理后，治理前后的水质情况见表4。

[0062] 表4实施例4治理前后水质情况

[0063]

[0064] 本发明按照上述实施例进行了说明，应当理解，上述实施例不以任何形式限定本

发明，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方式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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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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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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