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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采用组合工艺净化

湖泊水的系统，包括移动式超滤膜装置、人工浮

岛；于湖泊中安装固定具有三层结构的人工浮

岛，上层浮岛位于水面上，于框架内种植挺水植

物，中层浮岛和下层浮岛位于水面以下，中层浮

岛距离水面0.5～2 .0米，于框架内种植沉水植

物，下层浮岛距离水面2.5～3.5米，于框架内安

装复合填料，采用风机进行曝气增氧，促进植物

根系对营养物的吸收；同时湖边设置一套移动式

超滤膜装置，并投加PAC、粉末活性炭，作为冬季、

降雨或其他情况导致湖水水质突然变差的应急

处理装置。采用本组合工艺可有效降解氨氮及

COD，并去除水中氮磷营养元素，提高湖泊水的透

明度，增加了溶解氧浓度，起到了净化水质的作

用，并具有一定的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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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人工浮岛（2）和/或移动式

超滤膜装置（1）；

所述人工浮岛（2）具有三层结构，包括上层浮岛（6）、中层浮岛（7）、下层浮岛（8）、刚性

框架（9）；所述上层浮岛（6）、中层浮岛（7）、下层浮岛（8）均固定设置在所述刚性框架（9）内；

所述上层浮岛（6）位于水面上，用于种植挺水植物（10），所述中层浮岛（7）和下层浮岛（8）位

于水面以下，所述中层浮岛（7）用于种植沉水植物（11），所述下层浮岛（8）内填充有复合填

料（12）；

所述人工浮岛（2）若干，均固定安装于湖泊中；

所述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包括进水管（4）、管道过滤器（14）、浸没式超滤膜组件（15）、

膜箱（16）、自吸泵（19）、清水箱（20）；所述进水管（4）一端与潜水泵（3）连通，所述的潜水泵

（3）设置于湖泊内，所述进水管（4）的另一端与所述管道过滤器（14）连通；所述管道过滤器

（14）通过管道与所述膜箱（16）的进水口连通，所述膜箱（16）内设置有若干浸没式超滤膜组

件（15）；所述膜箱（16）的出水口通过管道与自吸泵（19）连通，所述自吸泵（19）通过管道与

所述清水箱（20）连通，用于存储处理后的湖水；所述清水箱（20）通过排水管（5）与湖泊连

通，用于将清水箱（20）内的水排入湖中，湖水不断的被抽取经处理后又排入湖中，实现湖水

的循环与净化。

2.根据权利要求1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填料（12）为

生物基带，由编织层和泡沫层构成；所述编织层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纤维的疏密程度，使其表

面形成藻菌共生的微生物体系；所述泡沫层位于两层编织层中间，并与所述编织层紧密贴

合在一起，使所述生物基带在水流中保持漂浮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1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浮岛（2）内

配置有风机（13），用于进行曝气增氧，促进植物根系对氮磷营养物的吸收。

4.根据权利要求1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膜箱（16）底部配

置有曝气盘（18），通过膜池风机（17）、曝气盘（18）向所述膜箱（16）曝气供氧，对湖水中的氮

磷元素及COD进行去除。

5.根据权利要求1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浮岛（6）、中

层浮岛（7）中的刚性框架（9）上还安装了植物栽培基盘（21）。

6.根据权利要求1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浸没式超滤膜组

件（15）具有中空纤维结构，材质为PVDF，运行压力0.05~0.1MPa，膜表面平均孔径≤0.05μm，

膜直径为0.8~1.9mm，膜产水通量为10~15L/(㎡·h）。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

式超滤膜装置（1）还配备有反洗泵（22）、污泥泵（23）和污泥脱水装置（24），所述反洗泵（22）

一端与所述浸没式超滤膜组件（15）相连接，另一端与所述清水箱（20）连接；所述移动式超

滤膜装置（1）通过污泥泵（23）和污泥脱水装置（24）连通，用于对所述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

产生的污泥进行脱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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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净化湖泊水的系统，具体涉及一种

采用组合工艺净化小型湖泊水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自然条件下，湖泊、河流水体都会遇到不同的水质问题，水体污染主要是污染源

的侵入，如：生活垃圾的侵入、化肥和农药的渗透、动植物体的腐烂、水生植物的排泄、水体

中有机物分解时消耗大量的溶氧，加上水体缺少必要的循环、溶氧过低，使得水体逐渐失去

自净能力。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盐的不断增加，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水体逐渐变绿，藻类疯长，

最终导致出现“水华”现象，产生异味，容易发黑发臭。

[0003] 常用的湖泊污水治理的方法有：建筑大坝、引水换水、污泥疏浚；微波净化、循环过

滤、沸石吸附及混凝、投加微生物或杀菌灭藻剂、管式膜处理工艺、生态浮岛等等。

[0004] 建筑大坝、引水换水、污泥疏浚等方法虽然可有效改善湖泊水的水质，但是施工工

期长、工艺十分复杂、且耗资较大；微波净化、循环过滤、沸石吸附及混凝可有效去除磷元

素、COD等污染物质但无法去除总氮；投加微生物或杀菌灭藻剂可氧化氨氮及COD，消除藻类

物质，但此法仅适用于高浓度的黑臭水体，无法将污染物浓度降低至较低水平，管式膜处理

工艺可去除氮磷元素及COD，但投资费用较高，浓水存在二次污染的问题。

[0005] 生态浮岛是一种针对富营养化的水质，利用生态工学原理，降解水中COD、氮、磷含

量的人工浮岛。水生植物的生长繁殖过程需要大量营养，生态浮岛植物的根系在水中形成

的富氧环境和根系表面的生物膜能高效的降解水中的COD、氮、磷的含量，而根系膜内微生

物产生的多聚糖能有效吸附水中悬浮物。它能使水体透明度大幅度提高，同时水质指标也

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对藻类有很好的抑制效果。生态浮岛利用植物的根系吸收水中的

富营养化物质，使得水体的营养得到转移，减轻水体由于封闭或自循环不足带来的水体腥

臭、富营养化现象。

[0006] 但生态浮岛存在季节性的影响，水生植物在低温环境下对湖水的净化作用将会减

弱，导致该技术不能实现连续净化污水。部分资料显示，浮岛系统中水生植物在春夏秋三季

对水质具有良好的净化效果，但在冬季水中的氮磷及COD含量基本不变，植物近似于停止生

长。因此，必须关注生态浮岛系统在不同季节的使用限制以及考虑降雨等突发事件导致的

水质突然变差的情况。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

统。

[0008]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采用组合工艺净化湖泊水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包括人工浮岛和/或移动式超滤膜装置；

[0009] 所述人工浮岛具有三层结构，包括上层浮岛、中层浮岛、下层浮岛、刚性框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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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浮岛、中层浮岛、下层浮岛均固定设置在所述刚性框架内；所述上层浮岛位于水面上，

用于种植挺水植物，所述中层浮岛和下层浮岛位于水面以下，所述中层浮岛用于种植沉水

植物，所述下层浮岛内填充有复合填料；

[0010] 所述人工浮岛若干，均固定安装于湖泊中；

[0011] 所述移动式超滤膜装置包括进水管、管道过滤器、浸没式超滤膜组件、膜箱、自吸

泵、清水箱；所述进水管一端与潜水泵连通，所述潜水泵设置于湖泊内，所述进水管另一端

与所述管道过滤器连通；所述管道过滤器通过管道与所述膜箱连通，所述膜箱内设置有若

干浸没式超滤膜组件；所述膜箱的出水口通过管道与自吸泵连通，所述自吸泵通过管道与

所述清水箱连通，用于存储处理后的湖水；所述清水箱通过排水管与湖泊连通，用于将清水

箱内的水排入湖中，湖水不断的被抽取经处理后又排入湖中，实现湖水的循环与净化。

[0012] 本实用新型方法具有以下特点和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采用人工生态浮岛系统对湖泊水进行净化处理，可吸收水中氮磷元

素，降低水中的COD值，有效提高水质；植物与水体直接接触，减少水面光照面积，抑制水中

藻类生长，提高对水质的净化能力；美化水体景观，净化周围空气，增加城市绿化，为水生动

物和鸟类的生息繁衍提供场所，浮岛系统无二次污染，工艺简单，操作方便，耗费少，经济效

益高。在冬季、降雨或其他情况导致湖水水质突然变差的情况下，利用移动式超滤膜装置作

为应急处理装置来净化湖泊水，在膜箱内集活性炭吸附、曝气增氧、微生物生化降解、混凝

除磷、硝化反硝化、膜分离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对COD、氨氮、总磷、总氮、色度、浊度等去除效

果显著。移动式超滤膜装置可根据用户需要灵活移动，不受场地限制；装置内部结构紧凑、

工艺简单、抗来水冲击能力强、出水水质稳定、自动化程度高。本实用新型可适用于全国绝

大部分小型湖泊水的净化处理，应用范围广。

附图说明

[0014] 图1：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系统结构图；

[0015] 图中，1.移动式超滤膜装置，2.人工浮岛，3.潜水泵，4.进水管，5.排水管，6.上层

浮岛，7.中层浮岛，8.下层浮岛，9.刚性框架，10.挺水植物，11.沉水植物，12.复合填料，13.

风机，14.管道过滤器，15.浸没式超滤膜组件，16.膜箱，17.膜池风机，18.曝气盘，19.自吸

泵，20.清水箱，21.植物栽培基盘，22.反洗泵，23.污泥泵，24.污泥脱水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便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理解和实施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

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实施示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

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17] 请见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污水深度处理和浓水处置的系统，包括人工浮岛

2；

[0018] 和/或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人工浮岛2、潜水泵3、进水管4、排水管5；

[0019] 人工浮岛2若干，均固定安装于湖泊中；人工浮岛2具有三层结构，包括上层浮岛6、

中层浮岛7、下层浮岛8、刚性框架9，上层浮岛6位于水面上，于刚性框架9内种植挺水植物

10，中层浮岛7和下层浮岛8位于水面以下，中层浮岛7距离水面0.5～2.0米，于刚性框架9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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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沉水植物11，下层浮岛8距离水面2.5～3.5米，于刚性框架9内安装复合填料12，采用风

机13进行曝气增氧，促进植物根系对氮磷营养物的吸收。

[0020] 同时湖边设置一套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作为冬季、降雨或其他情况导致湖水水质

突然变差的应急处理装置，潜水泵3固定安装于湖泊液面以下2.0～3.0米处，进水管4一端

与潜水泵3连接，另一端与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进水口连接，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包含管道过

滤器14、浸没式超滤膜组件15、膜箱16、膜池风机17，曝气盘18、自吸泵19、清水箱20，通过潜

水泵3抽取湖水，经过管道过滤器14过滤掉大颗粒杂质，膜箱16内投放活性污泥，投加一定

浓度的硝化菌粉和反硝化菌粉，进行长期驯化培养，并投加混凝剂PAC、粉末活性炭进行处

理，通过膜池风机17向膜箱16曝气供氧，从而对湖水中的氮磷元素及COD进行去除，处理后

的湖水经自吸泵19从膜箱16内抽取出储存在清水箱20内，通过排水管5排入湖中，湖水不断

的被抽取经处理后又排入湖中，实现湖水的循环与净化。

[0021] 本实施例的刚性框架9采用纤维强化塑料加特殊合成树脂、混凝土材料构成。

[0022] 本实施例的上层浮岛6、中层浮岛7中的刚性框架9上还安装了植物栽培基盘21，植

物栽培基盘21由椰子树纤维、鱼网、土壤混合构成，用于种植水生植物。

[0023] 本实施例的复合填料12为生物基带，主要由编制层和泡沫层构成，编织层可根据

实际需要设置纤维的疏密程度，使其表面形成藻菌共生的微生物体系，泡沫层位于两层编

织层中间，通过特殊的处理使其与编织层紧密贴合在一起，使生物基带在水流中保持漂浮

状态。

[0024] 本实施例的浸没式超滤膜组件15具有中空纤维结构，材质为PVDF(聚偏氟乙烯)，

运行压力0.05～0.1MPa，膜表面平均孔径≤0.05μm，膜直径为0.8～1.9mm，膜产水通量为10

～15L/(㎡·h)。浸没式超滤膜组件15需定期反洗，反洗用水来源于清水箱20。

[0025] 本实施例的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为一体化集装箱式结构，可根据用户需要灵活移

动，不受场地限制。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还配备有反洗泵22，反洗泵22一端与浸没式超滤膜

组件15相连接，一端与清水箱20连接。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还配备有污泥泵23和污泥脱水装

置24，用于对所述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产生的污泥进行脱水处理。

[0026] 本实施例的系统可实现PLC全自动控制。

[0027]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人工生态浮岛+移动式超滤膜装置”相结合的方法对小型湖泊

水进行净化处理，工艺技术原理如下：

[0028] 生态浮岛主要是通过沉水植物的根系来达到净化水体的效果，浮岛植物的根系一

方面可以吸收和吸附水中的含氮、磷物质，另一方面根系可以分泌大量的酶来促进水中有

机物的分解，再者，根系与微生物可形成相互协同效应，共同降解水中的营养盐类。除了根

系的作用外，浮岛植物在水面要占据一定的面积，从而可以减弱藻类的光合作用，某些浮岛

植物还具有克制藻类生长的作用，从而延缓水质的恶化。

[0029] 在冬季、降雨或其他情况导致湖水水质突然变差的情况下，利用移动式超滤膜装

置作为应急处理装置来净化湖泊水，膜箱内首先投加混凝剂PAC，可使水中胶体脱稳形成较

小的絮体，使污水中的磷元素转移到絮体颗粒中，从而实现了水中总磷的降低；同时膜箱内

还投加粉末活性炭，对污水中的色度、COD等污染物进行吸附和去除；膜箱内还投放一定浓

度的硝化菌和反硝化菌，在充足供氧区域内，自养菌的硝化作用将NH3-N(NH4+)氧化为NO3-，

成为硝化液。在缺氧区域内，硝化液进行同步反硝化，异氧菌的反硝化作用将NO3-还原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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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态氮(N2)，实现总氮的脱除。含磷絮体和膜箱内的剩余污泥通过浸没式超滤膜进行泥水

分离，用膜组件替代了传统工艺中的二沉池进行固相和液相的分离，分离出的清水排入湖

中，污泥进行脱水后外运处置。移动式超滤膜装置在膜箱内集活性炭吸附、曝气增氧、微生

物生化降解、混凝除磷、硝化反硝化、膜分离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对COD、氨氮、总磷、总氮、色

度、浊度等去除效果显著。

[003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0031] 步骤1：于人工浮岛2内，开启风机13进行曝气增氧，促进植物根系对氮磷营养物的

吸收，并降解微生物，起到净化水质、提升景观功能的效果；

[0032] 步骤2：在冬季、降雨或其他情况导致湖水水质突然变差的情况下，开启潜水泵3及

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作为应急处理装置使用，通过潜水泵3抽取湖水，通过进水管4输送至

移动式超滤膜装置1内；

[0033] 步骤3：来水首先经过管道过滤器14过滤掉大颗粒杂质，然后投加混凝剂PAC、炭水

混合物至膜箱16内，污水中含磷杂质由于胶体颗粒脱稳得以凝聚，形成较小的絮体从水中

逐渐分离，同时粉末活性炭的吸附作用可进一步去除COD，含磷絮体和粉末炭被浸没式超滤

膜组件15截留，从而留在膜箱16内，实现了COD及总磷的去除；

[0034] 其中混凝剂PAC投加量为20～30mg/L，炭水混合物采用固体粉末活性炭与所述清

水箱20内的清水配制而成，固体粉末活性炭的实际投加量为10～30mg/L；

[0035] 步骤4：同时于膜箱16内投放活性污泥，并投加一定浓度的硝化菌粉和反硝化菌

粉，进行长期驯化培养，采用膜池风机17通过底部的曝气盘18向膜箱16曝气供氧，通过硝化

反硝化的作用实现污水中氨氮及总氮的去除，剩余污泥被浸没式超滤膜组件15截留，净水

排出膜箱16。

[0036] 步骤5：浸没式超滤膜组件15排出的净水经自吸泵19吸取后，进入清水箱20，由于

存在液位差，净水通过排水管5自流排入湖中，经过反复的抽取、处理、排放，实现了湖水的

循环净化。

[0037] 步骤6：浸没式超滤膜组件15每日定期进行反洗，膜箱16内的剩余污泥及废炭浆通

过污泥泵23输送至污泥脱水装置24进行脱水后外运处置。

[0038] 应当理解的是，本说明书未详细阐述的部分均属于现有技术。

[0039] 应当理解的是，上述针对较佳实施例的描述较为详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是对本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范围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在不脱离

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还可以做出替换或变形，均落入本实用新型的

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型的请求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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