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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微生物制剂治理蓝藻

水华的生物综合防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观

察水体判断水华爆发级别；2)检测水质、藻类和

微生物三个方面情况；3)进行多种生物菌种复配

和原水激活，然后进行人工机械投加微生物控藻

制，所述微生物控藻剂主要包括以下成分：芽孢

菌、硝化细菌和光合细菌，总菌量在2×1010CFU/

mL，有效活菌大于5×109CFU/mL。本发明的有益

效果：绿色、安全，无二次污染，适用于各类河道、

湖泊、池塘、暗渠、景观水域所产生的水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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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微生物制剂治理蓝藻水华的生物综合防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调查：调查目标水体的补水水量和水质、是否有雨污排口、缓流区、水体周边是否有

绿地、农田，对于农田要考虑是否有农药的污染，重点是在暴雨天气调查雨水排口和水体藻

类生长情况；

观察水体藻类生长情况主要通过感官进行判断水华爆发的级别，一级：水体浅绿色；二

级：水体深绿色，肉眼可以看到星点状分布藻类；三级：水体深绿色，肉眼能看到絮状物；四

级：水体深绿色，肉眼能看到絮状物，同时水面出现少量漂浮的藻类；五级：水体深绿色，肉

眼能看到絮状物，同时水面出现大量漂浮的藻类，呈膜状；

2)检测：主要测水质、藻类和微生物三个方面，水质检测常规指标主要包括氮、磷、生化

需氧量和表征藻类数量的叶绿素-a的浓度；藻类检测常规指标主要包括水体中藻类种属与

浓度；微生物检测种属和浓度；

藻类爆发的指标限值：氮含量大于0.2-0 .3ppm，生化需氧量大于10ppm，磷含量大于

0.01-0.02ppm，表征藻类数量的叶绿素-a含量大于10μg/L；

3)通过步骤1)和2)问题诊断结果，进行多种生物菌种复配和激活，然后采用人工机械

方式进行投加；

①确定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的投加浓度，所述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主要包括以下

成分：芽孢杆菌、硝化细菌和光合细菌，总菌量在2×1010CFU/mL，有效活菌大于5×109CFU/

mL，芽孢杆菌、硝化细菌和光合细菌的菌株比例为5:3:2，芽孢杆菌具有很强的降解有机磷

能力，芽孢杆菌和硝化细菌同时可以有效降解河水中的COD、BOD和氨氮；所述高效复合微生

物控藻剂50公斤/桶，3个月保质期，复合微生物控藻剂均为天然微生物，不含基因突变或基

因重组产物，不含致病菌，不会带来生物安全性问题；

根据水华爆发的级别初步判断的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投加浓度分别为：一级水华投

加浓度为0.1ppm～0.5ppm，二级水华投加浓度为0.6ppm～1.0ppm，三级水华投加浓度为

1.1ppm～1.5ppm，四级水华投加浓度为1.6ppm～2.0ppm，五级水华投加浓度为2.1ppm～

2.5ppm；

②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的激活：复合微生物控藻剂属浓缩高效菌种制剂，每次投加

前需将相应量的复合微生物控藻剂与河水按1：200重量比进行稀释，再投加活化剂与复合

微生物控藻剂充分混合，活化剂即生物营养剂，主要包括红糖、糖蜜，所述活化剂和复合微

生物控藻剂按照1:10重量比投加，在适宜阳光照射的条件下进行产品活化，激活周期为1

天，该方法主要保证微生物达到最佳效果，提高微生物成活率；

③确定完投加量和浓度后，利用操作平台船，承载喷洒设备沿河喷洒投加，喷洒工具为

喷枪，喷洒最远距离为5米；

④复合微生物控藻剂完成喷洒作业后，船尾安装曝气机，驾船沿河道往返形式多次对

水体进行循环增氧曝气，同时很好的将微生物与水体进行混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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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微生物制剂治理蓝藻水华的生物综合防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微生物制剂治理蓝藻水华的生物综

合防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华就是淡水水体中藻类大量繁殖的一种自然生态现象，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一种

特征，主要由于生活及工农业生产中含有大量氮、磷、钾的废污水进入水体后，蓝藻(严格意

义上应称为蓝细菌)、绿藻、硅藻等藻类成为水体中的优势种群，大量繁殖后使水体呈现蓝

色或绿色的一种现象。

[0003] 人们在夏季所观测到河(湖)面出现的蓝藻水华暴发，一般是在高温季节、强光条

件和风平浪静时等特定环境条件的产物。如果在显微镜下观测，就可以发现，在此之前水体

中已悬浮有大量的微囊藻群体。一旦气象与水文条件适合，微囊藻群体上浮、聚集在水表面

形成水华，而表层以下水体中藻类的群体却明显减少。因此可以推断，在水华形成前后，同

一水柱中的叶绿素总量可能并没有很大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突然出现的水华只不

过是已存在、分散在水体中的藻类群体在适宜条件下的上浮、聚集、迁移至水面，在局部河

(湖)区聚集，并为人们肉眼所见的过程，而非藻类在短时间内连续的快速生长所致。因此，

蓝藻水华的出现，从表观现象上看确实是瞬时的暴发，但是其本质却显然有一个逐渐发展

与形成过程，是藻类生物量在水体中的一个逐渐增加的缓慢并可以预测的过程。其前提条

件仍然是水体中已经存在较大的藻类生物量。准确地说，目前一般提及的暴发仅仅描述了

短时间内大量水华蓝藻群体的空间位置的改变，主要是从水体中上浮到水体表层，或是由

于风的作用，在河岸的局部地区大量聚集，而不是生物量的“巨变”。

[0004] 下表为蓝藻生长及水华形成的主要阶段及主导影响因子。

[0005]

[0006] 基于蓝藻生长及水华形成的理论，如果要有效控制夏季蓝藻水华，就不能等到其

已经形成巨大生物量，并且在城市河(湖)随风到处漂移扩散后再采取措施，到那时，需要付

出的人力物力将会大大增加。而应该在蓝藻越冬休眠或春季复苏这些藻类生命过程中最薄

弱的环节，即藻类大量繁殖形成水华之前，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抑制蓝藻的生长，在

藻类大量复苏生长前对其进行削减，就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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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截至目前，针对蓝藻防治的方法主要是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和生物方法。物理方法

主要是机械打捞，直接从水体中打捞、收集水华藻，减少生物量，以阻止水华的蔓延，并缓解

水体的负荷；化学方法主要是在水体中投放杀藻剂以杀死藻细胞。常用的化学制剂主要有

硫酸铜、高锰酸盐、硫酸铝、高铁酸盐复合药剂、液氯等。这类物质通过抑制藻类的各种酶的

活性而产生作用。虽然能够快速地产生作用，但是化学制剂带来的很多“后遗症”。化学制剂

本身往往都存在毒副作用，造成二次污染，对水体生物影响很大，使用化学药剂后的河道不

利于生物恢复；生物处理方法主要利用生物制剂快速抑制藻类的生长繁殖。它的作用机理

是从自然环境里筛选出来对藻类生长有抑制效果的微生物经过驯化培养而成。生物制剂中

含有十几种驯化的活性微生物和有益菌的代谢酶，产品一旦投入水体，产品中所含有的丰

富的特选微生物便迅速分布在水体之中，以水中营养物质(主要是氮、磷)为食物，快速并大

量生长繁殖，与水中的藻类竞争营养源，从而使藻类缺乏营养死亡。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微生物制剂治理蓝藻水华的生物综合防治方法，

本发明中采用的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中菌的含量是国内同类产品菌株含量的十倍以上。

本发明具有处理效率高、无二次污染、绿色、安全、高效等优点，弥补了现有物理法和化学法

治理技术的不足之处。

[0009] 本发明通过引入微生物竞争机制和微生物净水机制，辅助科学实验手段、人工机

械操作方法来应对水华治理的。微生物的竞争机制表现在微生物与藻类形成对氮磷营养物

质的竞争关系，减少藻类可利用的营养物质的总量，从而抑制藻类的生长。微生物的净水机

制表现在微生物分解各种污染物为自身生长与活动提供能量与生长因子。水体中污染物不

断被去除，水质得到净化。

[0010] 本发明主要通过以下步骤来实现的：首先观察水体判断水华爆发级别；其次检测

水质、藻类和微生物三个方面情况；最后进行多种生物菌种复配和原水激活，然后进行人工

机械投加微生物控藻剂。

[0011] 一种利用微生物制剂治理蓝藻水华的生物综合防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调查：调查目标水体的补水水量和水质、是否有雨污排口、缓流区、水体周边是

否有绿地、农田，对于农田要考虑是否有农药的污染，重点是暴雨天气，重点调查雨水排口

和水体藻类生长情况；

[0013] 观察水体藻类生长情况主要通过感官进行判断水华爆发的级别，一级：水体浅绿

色；二级：水体深绿色，肉眼可以看到星点状分布藻类；三级：水体深绿色，肉眼能看到絮状

物；四级：水体深绿色，肉眼能看到絮状物，同时水面出现少量漂浮的藻类；五级：水体深绿

色，肉眼能看到絮状物，同时水面出现大量漂浮的藻类，呈膜状；

[0014] 2)检测：主要测水质、藻类和微生物三个方面。水质检测常规指标主要包括氮、磷、

生化需氧量和表征藻类数量的叶绿素-a的浓度；藻类检测常规指标主要包括水体中藻类种

属与浓度；微生物检测种属和浓度；

[0015] 藻类爆发的一般指标限值：氮含量大于0.2-0.3ppm，生化需氧量大于10ppm，磷含

量大于0.01-0.02ppm，表征藻类数量的叶绿素-a含量大于10μg/L；

[0016] 3)通过步骤1)和2)问题诊断结果，进行多种生物菌种复配和激活，然后采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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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方式进行投加；

[0017] ①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的投加，所述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主要包括以下成

分：芽孢菌、硝化细菌和光合细菌，总菌量在2×1010CFU/mL，有效活菌大于5×109CFU/mL，芽

孢菌、硝化细菌和光合细菌的菌株比例为5:3:2，芽孢杆菌具有很强的降解有机磷能力，芽

孢柑橘和硝化细菌同时可以有效降解河水中的COD、BOD和氨氮；所述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

剂50公斤/桶，3个月保质期，复合微生物菌剂均为天然微生物，不含基因突变或基因重组产

物，不含致病菌，不会带来生物安全性问题；

[0018] 根据水华爆发的级别初步判断的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投加浓度分别为：一级水

华投加浓度为0.1ppm～0.5ppm，二级水华投加浓度为0.6ppm～1.0ppm，三级水华投加浓度

为1.1ppm～1.5ppm，四级水华投加浓度为1.6ppm～2.0ppm，五级水华投加浓度为2.1ppm～

2.5ppm；

[0019] ②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的激活：复合微生物制剂均属浓缩高效菌种制剂，每次

投加前需将相应量的微生物制剂与河水按1：200重量比进行稀释，再投加活化剂与将微生

物控藻剂充分混合，活化剂及生物营养剂，主要包括红糖、糖蜜一类的营养物质，所述活化

剂和微生物控藻剂按照1:10重量比投加，在适宜阳光照射的条件下进行产品活化，激活周

期为1天，该方法主要保证微生物达到最佳效果，提高微生物成活率；

[0020] ③通过上述两小步确定完投加量和浓度后，利用操作平台船，承载喷洒设备沿河

喷洒投加，喷洒工具为喷枪，喷洒最远距离为5米；

[0021] ④微生物控藻制剂完成喷洒作业后，船尾安装曝气机，驾船沿河道往返形式多次

对水体进行循环增氧曝气，同时很好的将微生物与水体进行混合接触。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本发明中采用的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中菌的含量是国内同类产品菌株含量的

十倍以上。本发明具有处理效率高、无二次污染、绿色、安全、高效等优点，弥补了现有物理

法和化学法治理技术的不足之处。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水温监测曲线图；

[0025] 图2为COD柱状图；

[0026] 图3为氨氮柱状图；

[0027] 图4为总磷柱状图；

[0028] 图5为透明度柱状图；

[0029] 图6为叶绿素柱状图；

[0030] 图7为溶解氧柱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投入水体中时，就可迅速在污染水域中繁殖，分解过量营

养盐与有机物，抑制藻类过度生长繁殖，提高水体透明度，减少臭味以及重建生态系统的自

然平衡。

[0032] 高效复合微生物控藻剂产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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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外观：红色液体

[0034] 微生物菌株：2×1010CFU/mL。

[0035] 主要成分：芽孢菌、硝化细菌、光合细菌。

[0036] 稳定性：阴冷干燥处存放，3个月保质期。

[0037] 使用条件：使用浓度为0.1ppm～2.5ppm。

[0038] 安全评价：以鱼类急性毒性试验来评价微生物菌剂使用的安全性。试验鱼种为斑

马担尼鱼(真骨鱼总目，鲤科)。试验鱼体长30±5mm，体重0.4±0.1g，选自同一驯养池中规

格大小一致的幼鱼，无疾病。10L水体系，温度为21-25℃，pH为中性，在实验组中加入10g菌

剂，对照组不加。实验组和对照组各放入8条幼鱼，静态试验。进行96小时培养实验，每天光

照12-16小时，溶解氧不低于空气饱和值得60％，不喂食并避免会改变鱼行为的干扰。在实

验开始后6小时、24小时、48小时、72小时和96小时后检查受试鱼的状况。结果显示，在实验

各个阶段，并未发现鱼的异常行为(如鱼体侧翻、失去平衡等)，也为发现鱼死亡，因此可以

初步判断高效微生物控藻剂的使用对受试鱼种是安全的。可判定，本产品可以在环境水体

中安全使用。

[0039] 某河道水华防治项目河道长8.812公里，河道宽35米，断面高度2.2米，总水量

688438立方米。该河段的水体流速缓慢，水域水源主要为再生水、雨污水，汇入污水占整个

流域水体份额较高。河段分布多处雨污排水口。

[0040] 实施案例：

[0041] 水华防治工期：6月1日～6月30日。其中6月1日～6月5日是治理前期，6月6日～6月

25日是治理中期，6月26日～6月30是治理后期。

[0042] 6月份水质等指标连续检测数据祥见下表：

[0043] 表1水温检测值     单位：mg/L

[0044]

[0045] 表2  COD检测值       单位：mg/L

[0046]

[0047] 表3氨氮检测值      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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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表4总磷检测值     单位：mg/L

[0050]

[0051] 表5透明度检测值       单位：cm

[0052]

[0053] 表6叶绿素检测值        单位：mg/m3

[0054]

[0055] 表7溶解氧检测值      单位：mg/L

[0056]

[0057] 6月份水质等指标连续检测数据柱状图祥见附图说明：

[0058] 图1为水温监测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6月水温逐渐升高，水温检测值在24～29

℃，进入水华容易曝发的敏感温度范围。

[0059] 图2为COD柱状图，图3为氨氮柱状图，图4为总磷柱状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天

气气温升高、雨季来临COD、氨氮和总磷数值在6月9日突然出现较高峰值，主要是由于降雨

引起的外来污染源进入。

[0060] 图5为透明度柱状图，降雨之前透明度在70～80cm之间，因为6月9日降雨造成透明

度急剧下降，范围值在30m～60cm之间，治理过程中，透明度逐渐上升，范围值在70cm～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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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0061] 图6为叶绿素柱状图，6月9日降雨之前，河水中的叶绿素浓度范围值在11～24mg/

m3之间。降雨之后，河水中营养盐增高，藻颗粒浓度升高，叶绿素浓度在3个检测点均出现峰

值，其中检测点2达到63.24mg/m3。治理后，各检测点叶绿素浓度逐渐降低。

[0062] 图7为溶解氧柱状图，由于6月9日的降雨，河水中藻颗粒在充足的营养盐环境下大

量繁殖，溶解氧迅速升高，而后随着微生物控藻剂的投加治理，营养盐得到消减，其次藻细

胞自身新陈代谢消耗水中的溶解氧，溶解氧浓度降低。6月15日～30日之间实施防治后，水

体溶解氧浓度恢复正常。

[0063] 6月份防治期间微生物制剂投加量：高效生物控藻剂460kg，活化剂46kg。

[0064] 6月份防治期间的治理效果：

[0065] 6月份防治期间微生物制剂投加量：高效生物控藻剂460kg，活化剂46kg。

[0066] 6月份防治期间的治理藻类种类比例变化：

[0067] 表8治理前藻类检测值    单位：cells/ml

[0068] 名称/地点 检测点1 检测点2 检测点3

裸藻 48763 51490 30973

小球藻 6357 5333 3055

针尖杆藻 4316 3216 4155

四尾栅藻 642 464 255

盘星藻 2033 3910 5387

点形平裂藻 2861 2534 2018

[0069] 表9治理后藻类检测值   单位：cells/ml

[0070]

[0071]

[0072] 通过治理前后藻类取样镜检数据得知：从水华易爆发初期的裸藻、绿藻属类的优

势种，变成治理后的有蓝藻、硅藻、绿藻共存的情况，这说明藻类的生态演替发生了变化，各

类不同藻属处于一个相互制约平衡的状态，这样就避免了因单一藻类生物量过盛而引起水

华爆发。

[0073] 上述仅对本发明中的几种具体实施例加以说明，但并不能限定为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凡是依据本发明中的设计精神所作出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应认为落入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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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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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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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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