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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后

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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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亿元) 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

1%～1.5  可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

2%～3%  环境质量可有所改善

寻找高效的水环境治理方式，提高流域环境承载能力

投入增加

中国环保产业发展2.0时代，政策扶植和财政资金投入一直驱动着环保

产业的发展。

以水系为载体，以治污为本，提升水环境，挖掘水文化，发展水

经济，服务全社会，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水生态破

坏较为普遍，江河湖泊生态流量难以保障，河道岸坡硬质化降低水体自

净能力，部分水体生态功能丧失殆尽。

治理后输血型 造血型

转变

？

现状堪忧

中国环境保护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地表水国控断面中，I-III类水质断

面占67.8%，劣V类水质断面占8.6%，水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1  背景

九龙治水

五水共治

 “表”的治理。

各个部门分管山、水、林、田、湖、草、

海等区域，易出监管盲区，整体水环境难以改善。

 “表里结合”的过渡模式

将分散各个部门的城乡污染的监管归

拢到一起，对不同的空间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

水”五水共治，局部水环境逐步改善。

 历史回顾



1  背景

水环境 产业

实现生态修复、点面源污染负荷削减，以

片区治理构建水环境与下游产业链的相结合模式，

实现片区水系连通，提升水环境附加值才是治根

治本安邦的长远之计。

 治理策略

水土连治、片区治理

水：万物之源。水
质，水色，水量，
均与作物品质息息
相关。

土：生物之基。土壤
微生物群落，衍生优
质生物安全农产品。

气：优质的水土孕

育良好的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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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水生态修复水体富营养化

2  水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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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质状况评价表

2000年湖泊水质 2018年湖泊水质

备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随着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环境保护

投入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治理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不断加强，

水域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相比于2000年，我国河道水质相对好转，近60%的河道水质地表

水Ⅲ水要求；但湖泊水环境治理不容乐观，整体水质仍处于地表水Ⅳ-Ⅴ

类水平，甚至劣Ⅴ类水，湖泊富营养化日趋严重。



2  水环境问题

在水环境改善进程中，污水处理厂起到

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据统计，截止2018年底，

我国城市、县城污水处理厂数量累计达到

5000余座，有效解决了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污

染的问题。但多数以一级A或一级B标准放，

影响地表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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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镇污水 乡污水 农村污水

中国乡村污水处理现状与目标对比

当前治理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日

益加重的农村水环境问题 。而目前，

仅镇污水处理率达到50%，乡村污水处

理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农村生活污水是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突出短板。

点源污染

污水处理厂尾水

农村生活污水

45%

32%

23%

污水处理厂尾水水质现状

一级A 一级B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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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环境问题

面源污染 农药、化肥等污染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化肥、农药总施用量最高的国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与此同时，因化肥、农药过度使

用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趋严峻，加上畜禽粪便、生活垃圾和污水、秸秆、水产养殖及农膜等副产品的滋生，导致土壤板结、地表

水域水质恶化、人居环境不协调，进而引发健康、资源、环境、生态等一系列问题，给生态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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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应用——水生态修复

 河、湖水环境特点：

①氮磷营养常年积累，水体富营养化；

②河、湖水体浑浊，透明度低，轻微黑臭；

③生态系统几近丧失，自净能力差，易返黑返臭。

 主要治理思路：

以水体原位修复至宗旨，以食藻虫引导的水体生态修复技术为主，其他手段为辅，从控源、生态修复和长效管理三方面统筹目标、技

术措施和长效管理机制，体现“一河一策”的系统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恢复水下草皮，完善河、湖健康的水下生态系统，实现水质改善与

长效保持。

主要问题：

目前水体修复技术“品种”繁多，花

样百出，但均因缺乏普适性，难以推广。直

接曝气和抛洒微生物技术在开阔的自然水体

几乎不起作用，生态护坡、生态浮岛、鲢鳙

鱼类调控等技术作用有限，难以长久、持续

发挥净水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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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应用——水生态修复

水生态恢复自净的关键问题：生态平衡

应实现水域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水生植物）、消费者（鱼类等）、分解者（微生物）的合理配置。

 沉水植物改良技术—四季常绿矮型苦草

 透明度提升工程—食藻虫改良驯化技术

 生物调控技术

 抗逆性改良，保障沉水植物群落的顺利构建；

 矮型化，形成优美的水下草皮；

 四季常绿，保证一年四季的净化效率，维护

简便;

 迅速提高水体透明度，3天左右透明度可

达1.5 m以上；

 恢复水下光照条件，为沉水植物生长创造

良好环境；

 水质改善及长效保持机制的顺利形成



3 技术应用——水生态修复

技术特点：

①透明度高，局部区域清澈见底；

②水质较好，可达到地表水Ⅲ-Ⅳ类水标准

②水体恢复自净能力，生态系统平衡。



3  技术应用——点源治理

①尾水提标改造

常规方法一：

改进污水处理厂工艺，提升出水水质

当前，国内一般通过增设组合式高效

沉淀池、曝气生物滤池等强化微生物的厌氧

硝化，但基建成本投入高、运行成本增加、

总氮、总磷仍偏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尾水

排放带来的城镇河、湖水质污染问题，即使

达标排放，仍达不到地表水Ⅴ类水标准。

常规方法二：

构建人工湿地，尾水提标改造

构建人工湿地，对尾水进行深度净化

成为主流工艺。但传统人工湿地面临填料

基质易堵塞、冬季净化效率低、挺水植被

季节性枯荣、维护量大、使用寿命有限等

问题，成为其难以推广使用的制约因素。

如何实现尾水的深度净化，实现提标改造 ？

 污水处理厂尾水特点：

高透明度、高总氮、高总磷、低氨氮、低有机质、可生化性差（BOD5/COD为0.2~0.35，BOD5/TN约为1），污染物难以降解。



3  技术应用——点源治理

①尾水提标改造

主要治理思路：

主要通过配置沉水植被、浮叶植被构建新型高效潜流湿地，包

括生态预处理区、浮叶植物区、沉水植物区（水下草皮区）、珊瑚

砂净化池等六个组成部分，营造兼氧、富氧的环境，从而实现氮磷

污染负荷的削减。

分区 A B C D E F

主要

构成

根系发达

漂浮植物

+挂膜+

微生物

微孔曝气

+生态浮

岛+微生

物

微孔曝气+

高密度食藻

虫+营养掠

夺型水草+

微生物

微孔曝气+

中密度食藻

虫+耐污型

水草+微生

物

微孔曝气+低密

度食藻虫+净水

型水草+浮叶植

物+鱼虾螺贝+

微生物

珊

瑚

砂

技术特点：

①以沉水植被为填料，不存在堵塞情况；

②沉水植被植株低矮，易管护；

③水生植被终年常绿，不存在冬季枯荣现象；

④四季净化效率均较高；

⑤景观效果较好，水上三季有花，水下四季常绿

⑥出水水质稳定，可达到地表水Ⅲ-Ⅳ类，可实现中水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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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应用——点源治理

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特点：

①排放量少且相对分散

②间歇性排放

③污染成分单一

 农村地形、环境特点：

①山地、丘陵等地形，存在自然地势高差

②依水而居，水系充沛

③ 闲置地、低洼水塘较多

问题一：

农村居住相对分散，且距离城区

相对较远，构建市政管网汇入城镇污水

处理厂成本相对较高。

问题二：

农村发展水平略低，采用一体

化处理设备进行生活污水处理，高昂

的运行维护费用远超其经济承受能力，

且无经济产出，非长久之计。

如何实现农村“污水变清水、清水带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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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应用——点源治理

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技术特点：

①土建成本低、零能耗

②低管养、低维护

③可结合水产养殖、水生蔬菜种植等，实现一定

经济创收

④实现农村坑塘的综合整治，提升农村地表水环

境质量

⑤符合美丽乡村建设的景观及生态需求

分区 功能 构成

组合生化池 预处理区 格栅井+调沉池+厌氧水解池

碎石植物过滤床 挺水植物（蔬菜）缓冲

区

碎石填料+挺水植物（蔬菜）+微

生物

多功能接触氧化塘 漂浮植物强化处理区 根系发达漂浮植物+挂膜+低密度

食藻虫+微生物

沉水涵养塘 沉水植物耐污强化吸收、

营养掠夺区

高密度食藻虫+净水型水草+浮叶

植物+鱼虾螺贝+微生物

 主要治理思路：

因地制宜，利用高差环境为污水处理提供动力，融入全生

态的理念，充分利用现有水系、塘体或闲置土地(新开挖塘体)，

恢复村落塘体自净功能，实现汇流入塘的农村生活污水净化，打

造“花园式、低管养、零能耗”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3  技术应用——面源治理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

化肥、农药使用过度，环境胁迫，资源破坏

产业低端、低产出、低收益

养殖粗放、管理不足

稻田沟渠淤积、留存水体水质有待提升

如何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构建现代生态农业 ？

 模式特点：

①减少环境污染，节约废肥水资源；

②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专业化经营；

③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

④促进农民创收，提高农村经济整体水平；

⑤促进生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主要理念：

构建“三减/禁零排”农业生产模式

禁化肥

零排放

禁饲料

禁农药



传统农家肥
药物 抗生素治病微生物

生态及健康风险高

有机肥
动植物残体无害化处理

腐熟 微生物

生态 有机安全

微生物菌肥

光合细菌

固定氮、磷、钾和碳源

锁定硒、锗、锌、铜及稀土元素

无毒无害化处理

根系定点施肥

水草肥

沉水植物

富含蛋白质及氨基酸

较之陆生植物

富含植物生长因子及细胞分裂素

矿物质丰富

增强植物免疫力、抗寒、抗病力

荤肥

螺蛳、贝壳、小鱼虾粉末

增强对植物钙镁矿物质

及磷、甲壳素的吸收

提高植物抗病虫害能力

禁化肥、禁饲料、禁农药——有机肥革命



零排放——出水优与进水

经系统净化，出水优于进水

微生物厌氧、好氧削减污染负荷

 抑制底泥中厌氧、硫化等有害

微生物活性；

 光合细菌、有益放线菌和有益

芽胞杆菌的混合系统微生物群

体，对水体中COD、含碳有机物、

含磷和硫物质的分解；

• 氨氧化细菌与反硝化细菌的混

合系统微生物群体对水体中含

氮物质（氨氮、尿素、硝态氮

等）的分解。

农业植物净化水体

 净化水体中氮、磷等污染物

 光合作用产生大量的原生氧，

长久保持水体高溶氧状态；

 彻底改变水体氮磷营养盐循环

模式，

 抑制底泥再悬浮及氮磷营养盐

释放，促进氮的硝化/反硝化作

用及磷的沉降。

养殖动物摄食氮磷

螺类、虾类摄食底质中大量

的有机质及腐败的水生植物残

体，大幅度降低底质中有机质

含量及营养物质的释放

螺类等释放的某些物质又是

水体中天然的絮凝剂，可以降

低水中的悬浮物颗粒并吸附大

量的氮磷营养盐。



3  技术应用——面源治理

鱼草共生
50%

养殖水

V类

低密度

养殖区

养殖水

IV类

河道/氧化

塘净化区

清水

III类

高密度养

殖区

零排放零排放

虫草共生
30%

虾/蟹稻共生
20%

A、水产养殖

鱼草共作

虾菜共作

鱼藕共作

蟹稻共作

养殖 种植+ 营养回收

1 kg 鱼虾螺贝= 55-60 kg 水草= 600-700 m3 污水= 转移水中的富营养上岸

饲料消耗量少，产值高，利润高



3  技术应用——面源治理

禽舍

干湿分离设备

分类

收集

低温干燥设备

固体

液体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一级A标

尾水
生态涵养河道/景观塘

无菌无机-有机肥料干粉

粉碎

产清
清水
IV类

畜禽饮用

回
用

喷灌

回
用

水
草
肥

农林果蔬

B、畜禽养殖

畜禽粪便分类后进行集中收集，采用一体化设备，快速干湿分离后，固体经过低温速冻后粉碎，成为无菌无机-有机肥料干粉；液体经过

一体化设备，初步净化后进入生态涵养河道/景观塘，深度净化产生清水，可用于灌溉、畜禽饮用等，完成畜禽类污水的富营养资源化及再利用。



3  技术应用——面源治理

虾蟹排泄物，天然有机肥料

水草收割回田，天然水草肥

水草净化水质，清水养殖

虾蟹摄食杂草，害虫，保护稻田生
长

三分水，七分田

C、农田种植

圩区内现以水稻种植为主，而传统作业方

式存在环境胁迫、资源破坏、产业低端、管理

粗放等问题。

基于“生态、健康、高端”的理念，结合

传统农耕文明，融合现代科技，打造循环型、

有机化、生态化、经济化、产业化的“精英智

慧农业”实现肥水回用。

生态有机、高经济产出



3  技术应用——经济效益

食藻虫引导的水下生态修复及水体生态系统构建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水生态治理向水经济效益的转化，并进一步实现了环

境治理产业由“输血型”向“造血型”的转变。



4 工程案例——河湖水环境治理

江苏·南京月牙湖景观水体生态治理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后标营路

项目情况：月牙湖项目涵盖南北两湖及护城河，水深约1.3~3.8 m，总水域面积50.26万㎡ 。修复前水

体浑浊，水质为劣V类，透明度不足30 cm，部分区域甚至出现黑臭现象，沿岸浅水区藻类滋生严重。

净化效果：水体清澈见底，主要富营养指标（氨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溶解氧等）符合国家地表

水水质标准Ⅲ-Ⅳ类标准，水下景观优美，水体生态系统构建完善，具有较强的抵御外界污染的能力。

修复前 修复后

每日净化外河来水11万m³

治理前

治理后

治理后

月牙湖航拍视频.mp4
月牙湖航拍视频.mp4


4 工程案例——污水处理厂尾水深度净化

治理前

昆山锦溪污水处理厂中水净化项目 每日处理污水处理厂尾水1.3-1.4t/d

项目概况：项目采用“新型潜流湿地+深度涵养湖泊 ”组合工艺对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深度净化，其中新型潜流湿地面积面积4300 m²，水深1.5

m，储水量6450m³ ， 深度涵养湖泊面积4800 m²，水深2m，储水量9600 m³。

治理效果：湿地对TP去除率为26.3%，现状水质达到地表Ⅲ-Ⅳ类水，透明度清澈见底。

CODCr TP
NH3-

N
TN

湿地
进水

13 0.063 0.185 6.47

湿地
出水

11 0.054 0.172 4.77

项目湿地水质检测结果（检测时间2018.5.23）

治理·后



4 工程案例——农村水环境治理

广东·清远农污治理项目 ——“九村联治”

地址：广东省英德及连州

项目情况： 为配合《广东省农村环境保护行动计划（2014-2017年）》要求，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利用食藻虫引导的水体生态

修复技术因地制宜，采取挖塘或者利用现有塘体的方式对大纲村、活石水村、老鸦山村、大窝村、江屋村、记岩村、老坑村、泉水陈村和丘围村9个

村庄的生活污水进行生态治理，治理方案为接触厌氧池+多功能自然接触氧化塘+沉水涵养塘，出水水质均优于《城镇污处理厂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

打造花园式零能耗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修复前 修复后 修复后



4 工程案例——农业基地

上海市枫泾镇三减/禁零排农业基地

项目情况：基于“生态、健康、高端”的理念，结合传统农耕文明，融合现代科技，打造循环型、有机化、生态化、经济化、产业化的“精英智慧农

业”。建设龙虾集约化生产，养殖小龙虾、彩色龙虾、泰皇大虾、对虾等淡水虾，打造龙虾主题品牌；采用有机肥进行农业耕作，对动植物残体无

害化处理，实现生态、有机、安全。

虾/蟹工作模式、果基鱼塘模式

果基虾塘，增加产量

香料植物，趋避蚊虫

清水养殖，生态有机



5 领导关怀

2017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行领导参

观视察我司基地，了解本市在区域

水环境综合整治、中小河道综合治

理及新型农渔方面的改革创新及落

实情况。

2018年5月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一行对金山区进行工

作调研。得知公司所研发的水体治理与水

生态修复技术被广泛应用，李强书记予以

充分肯定，鼓励团队进一步把下游产业链

做强，不断降低技术成本，为实现“绿水

青山”、造福百姓发挥更好的积极作用。



5 领导关怀

2017年8月，江西省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一行领导到抚

州市金溪县竹桥古村村庄水环境进行

实地考察。刘书记“就地取水”，跋

涉河边亲身体验了治水成果，对我司

农村水环境治理技术予以充分肯定。

2019年9月，江西省委常委、副省

长刘强一行到南昌市贤士湖进行视察，

对项目水环境综合治理取得的成效给

予了肯定，鼓励持续推进全域治水战

略，打好重点水域治理攻坚战。

2017年4月，江苏省委副书记、

政府省长、党组书吴政隆到无锡市

调研泰康浜水环境治理情况，看到黑

臭河变成了清水河，称“能看到这么

好的河、这么清的水，难能可贵，值

得肯定和推广”。



谢谢您的聆听！

Than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