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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系统 

物质循环 

   生产者  消费者  分解者 

   合成   分解   转化 

能量流动 

   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 

   化学能消耗 

信息流 

   调节、维持生态系统 

   信息素 



饮用水的水源地 

防洪、发电、航运 

维系流域生态平衡 

养殖 

景观 

旅游 

水体功能  



水体特征 

自然水系 

• 地表水 

        河道、湖泊（水库） 

    雨水 

    客水 

• 地下水 

社会水系 

• 给水 

• 排水 

两个水系交互耦合，相互依存！ 



水体表征 

 气象 

     气温、降雨、日照等 

 水文 

     水深、面积、水量、流速、流量、水温等 

 水环境 

     物理、化学、生物的水质参数 

 水生态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类、底栖动物、大
型水生植物、微生物等等 



水体物质循环 

 碳循环 

 氧循环 

 氮循环 

 硫循环 

 磷循环 

 铁循环 



碳循环 
 在碳素循环中，绿色植物和藻类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

CO2固定成细胞内的含碳物质。 

 漂浮于水体中或沉入湖底的含碳物质或被异养微生物分解

成腐殖质，或被微生物吸收参与湖泊食物链循环，或通过

呼吸或发酵作用生成气态物质（如甲烷，CO2等）回归到

大气中。 

 甲烷仅在绝氧条件下由产甲烷细菌产生，既可在无氧的沉

积物中产生，又可在无氧的超营养环境中产生。 



氮循环 

 氮素（N） 

    生命活动所需的基本营养元素，引发水体富营养

化的关键元素之一  

 氮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生物圈物质能量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湖泊

营养循环中占有重要地位 



硝化作用 

反硝化作用 

固氮作用 

同化作用 

氨化作用 

厌氧氨氧化  

 

         微生物是氮循环的驱动泵，一方面使氮循环不被中断，另一方面

维持生态系统的氮素平衡。 在没有人为活动干扰的湖泊中，微生物

在氮素的输入和向大气释放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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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溶性有机磷 可溶性有机磷 

 不溶性无机磷  

磷化氢 

非生物过程 

生物 微
生

物
矿

化
作

用
 

可溶性无机磷 

非生物反应 

微生物、工业生产 

微
生
物
作
用

 微
生
物
作
用

 

磷素循环 



  (一) 可溶性无机磷的同化作用  

 

  (二) 有机磷的矿化作用 

 

  (三) 不溶性磷的溶解 

 

  (四) 磷酸盐的还原作用 

     
  

 

磷素循环 



磷素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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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整治原则 

提高水体环境质量： 

          生态净化 

                       污水处理概念------环保 

          生态修复 

          生态恢复（生态重建） 

                       湿地概念------农委、水利 

水体改善之道-----疏堵结合、生态平衡 



水体整治原则 

  截污 

  水流 

  物质循环 

        水体与底泥之间循环 

        水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 

                           --------------生态修复 

“一截二活三循环” 



水环境整治技术 

  调水 

  清淤 

  曝气 

  化学修复 

  微生物修复 

  人工填料强化微生物修复 

  生态修复 



水环境整治技术 

原位生态净化技术 

        人工湿地净化 

        生态浮床净化 

原位生态修复技术 

        水生植物修复 

        水生动物修复 

         

生态净化与修复技术 



水体精准整治技术 

生态环境基底改善技术 

污染负荷与水生生物种类匹配技术 

人工强化净化技术 

冬季净化能力提升技术 

生物质资源化技术-长效运行技术  



水体生态净化技术 

常州市脉冲换水技术---调水引流 



尾水补水技术 

城北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河道补水 



生态净化技术 

生态浮床技术 
    圆币草、粉绿狐尾藻 等 
    鸢尾、再力花、黄菖蒲 等 



水环境改善成果 

河道有效消灭黑臭； 
水质得到提高； 
景观得到有效提升。 



洪庄河 工人新村内塘 

常州河道生态净化工程 

水环境改善成果 



序号 河道名称 地理位置 长度 效果 实施时间 承担单位 

1 龙游河 常州市 3000 m 稳定运行 2013年 南京大学 

2 洪庄河 常州市 1300 m 稳定运行 2013年 南京大学 

3 柴支浜南支 常州市 800 m 稳定运行 2013年 
常州环保科技开

发 
推广中心 

4 
红梅新村内

河 
常州市 1000 m 稳定运行 2014年 南京大学 

5 通济河 常州市 3000 m 稳定运行 2010年 南京大学 

6 韩区河 常州市 1500 m 稳定运行 2013年 南京大学 

7 小园村河塘 常州市 6000 m2 稳定运行 2013年 南京大学 

8 
工人新村内

塘 
常州市 1000 m2 稳定运行 2013年 南京大学 

9 童子河 常州市 9200 m 稳定运行  2015年 南京大学 

10 毛龙河 常州市 1200 m 稳定运行  2015年 南京大学 

河道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咨询、设计和实施的河道 

水环境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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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位分析  

    位于南京大学仙林校
区内，工程区东起图书馆
东侧，西至校园西门附近
，呈狭长带状分布于校园
主干道（远东大道）两侧
，横穿校园行政区、教学
区、学生活动区及学生生
活区，处于南京大学仙林
校区中心地带，是校园中
的主要景观带。  

1、工程现状分析   



（二）水体概况  1.水体主要由天籁湖及河道两部分组成；  

2.河道宽15 m左右，长约1.3 km； 

3.水面总面积19515m2，水体总体积为

35023m3，最深2.0 m，平均水深1.5 m。 

1、工程现状分析   



 河道顺地形用溢水坝分为4个0.5m-1m的落差； 

 水源为九乡河动力补水及地表雨水径流和浅层地下水； 

 水体流动性较差； 

 河道驳岸均已硬质化处理，水底地形单一； 

 河道底质较硬 。 

1、工程现状分析   

（二）水体概况  



2012年3月份水质氮磷指标 

取样点 TN(mg/L) NO3-N NH4-N NO2-N TP TDP DIP 

1#上 12.237  1.309  11.538  0.065  1.547  1.361  1.235  

1#下 12.674  1.248  11.150  0.065  1.948  1.372  1.271  

2#上 14.152  1.989  9.646  0.081  1.454  1.097  1.011  

2#下 14.249  2.004  9.908  0.079  1.437  1.179  1.090  

3#上 12.843  2.294  7.947  0.112  1.157  0.877  0.797  

3#下 12.055  2.248  7.947  0.106  1.465  0.883  0.799  

4#上 12.067  2.355  7.537  0.115  1.031  0.729  0.675  

4#下 13.837  2.477  7.218  0.119  1.531  0.723  0.666  

地表水V类水标准为：TP  0.4mg/L, TN 2.0mg/L(湖库)，
氨氮2.0 mg/L。 

1、工程现状分析   

（四）水质  水质为劣Ⅴ类  



（一）目标  

1.  水质Ⅲ-Ⅳ类，透明度1m-1.5m，局部清澈见底； 

2. 消除浮萍、满江红、槐叶萍等小型漂浮植物； 

3. 河道水草丰美，使水体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4. 水体生态系统健康、良性循环。                    

2、目标与技术路线 



（二）设计思路   

1. 水动力调控，使水“活”起来； 

2. 降低水位，以适宜水生植物的生长； 

3. 水体曝气，增加水体溶解氧量； 

4. 添加生物填料，吸附SS，净化水质，增加水体透明度； 

5. 基底改造，改善河道底泥化学性质； 

6. 水生植物种植，促进水体营养盐的吸收； 

7. 水生动物放养，滤食藻类； 

8. 河道景观整体提升。 
 

    基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水体水位较深、水体流动性差、河流及湖泊
底质较硬、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几乎无大型水生植物生长的现状，采取
多种方法措施，为水生植物、动物、微生物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达到
水体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2、设计目标与技术路线 



（三）技术路线 

水位较深 

流动性差 

底质较硬 

无植物生长 

水体黑臭 

溶解氧缺乏 

降低水位 

加强循环 

底泥覆土 

种植水生植物 

添加生物填料 

投放水生动物 

增加曝气装置 

利于植物生长 

水体流动 

创造植物、微
生物生存环境 

营养盐吸收 

滤食藻类 

吸附SS 

增加溶解氧 

溶氧增加 
 

营养盐减少 

 
藻类减少 

透明度增加 

水草丰美 

鱼游水底 

构建良性循环
的水生态系统 

水位控制 

现 状 措 施 作 用 目 标 

动植物适应性
增强 

2、设计目标与技术路线 



 水体30天循环一次; 

 正常运行时根据水质监控的数据进行控制。 

（一）水动力调控   

3、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二）调节水位    

 减低水位50 cm。拦水坝坝顶下方50 cm处等间距开孔10

个，降低河道水位，开孔大小为100*100 mm。 

3、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三）曝气增氧  

1.移动式曝气设备由功率为1.5kw的漂浮

喷泉和固定锚组成，放置于天籁湖；  

3、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投放CaCO3拌合，处理深度10cm，投放量为底泥湿重的
1.25‰，改变底泥的化学环境，加速吸附固磷作用  

   

3、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四）基底改造  



生物绳采用PP+K-45型号，共24000m。生物绳均匀分布于
1000×1000×1000mm的钢骨架上形成生物纤维框体，单个骨架以
100×150mm的间距布放生物绳，两端用塑料扣固定，共200个净化框。  

        

生物纤维框结构图                                 生物纤维净化系统 

3、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五）生物填料净化  



沉水植物  种植穗花狐尾藻、金鱼藻、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和微齿眼
子菜6种  

穗花狐尾藻小丛种植  

  

轮叶黑藻的种植 

3、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六）水生植物恢复  



  在水下第二台阶及部分河段种植挺水植物4510m2 

再力花 梭鱼草 

香蒲 

（六）水生植物恢复  

3、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睡莲、芡实、菱、荇菜、聚藻等浮叶植物1375m2；  

睡莲采用盆栽。 

（六）水生植物恢复  

3、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黑藻和狐尾藻为先锋种； 

马来眼子菜、金鱼藻是增扩品种； 

菹草为冬季种； 

形成水下森林。 

黑藻 

水下森林 

金鱼藻 

（六）水生植物恢复  

3、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生态净化效果 

    有效净化河水,下游水体达到地表水II-III标准 

4、河道生态修复效果 

样品编号 TN NH4 NO3 NO2 TP DIP 

1 4.115  0.251  1.213  0.162  0.237  0.010  

2 3.727  0.208  1.246  0.165  0.101  0.006  

3 3.435  0.143  1.189  0.023  0.031  0.063  

4 3.473  0.046  0.911  0.020  0.031  0.002  

5 2.490  0.143  1.344  0.108  0.071  0.022  

    5'(音乐吧
管口) 2.282  0.273  1.409  0.114  0.061  0.026  

6 3.548  2.035  2.200  0.249  0.317  0.121  

   11(之音塘
管口) 7.253  2.143  1.841  0.251  0.342  0.121  

7 3.792  1.365  2.037  0.254  0.302  0.117  

8 3.303  0.478  2.086  0.174  0.202  0.051  

9 2.225  0.068  1.050  0.022  0.046  0.010  

10 0.884  0.035  0.854  0.012  0.026  0.035  

2013年4月9日天籁河水质指标（mg/L） 



采样点 TN NO3-N NO2-N NH4-N TP DIP 

1 0.289  0.068  0.101  0.072  0.110  0.054  

2 0.289  0.068  0.080  0.074  0.094  0.056  

3 0.245  0.059  0.065  0.071  0.099  0.051  

4 0.398  0.084  0.139  0.129  0.115  0.069  

5 0.532  0.114  0.286  0.184  0.165  0.109  

6 0.595  0.112  0.288  0.217  0.185  0.111  

7 0.558  0.107  0.265  0.222  0.160  0.116  

8 0.501  0.106  0.227  0.162  0.145  0.101  

9 0.338  0.061  0.144  0.203  0.094  0.051  

2015-6-1仙林河道水质（mg/L） 

  到目前保持在地表水III类水质 

4、河道生态修复效果 



   

 穗花狐尾藻单优群落 

   

 水生植物-生物填料净化系统 

苦草单优群落 

4、河道生态修复效果 

水生植物群落构建 



水生植物群落构建 

浮叶植物  睡莲、野菱、芡实；挺水植物  荷花、黄菖蒲、黄花鸢尾、梭鱼草、菖
蒲、芦苇香蒲、旱伞草、水生美人蕉、千屈菜、水葱、野茭白、野芋、常绿鸢尾、
再力花等22种 

4、河道生态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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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概况 

长
江 

长
江 

长
江 

贡湖湾 

太
湖 

贡湖是太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太湖的东北部和无

锡城区南部、苏州城区北

部。 

贡湖水域面积约170多km2；

平均水深1.82 m； 

是沟通太湖与长江(望虞河)

两大水系的枢纽通道； 

是无锡苏州两市的饮用水

水源地、太湖鱼类重要的

产卵地和索饵地。 



贡湖的主要环境问题 

流域人口密度大，生活
污染负荷重； 

硬质地面径流污染和航
运污染； 

水生态系统退化严重，
湿地大面积减少，生物
多样性减弱； 

蓝藻、“湖泛”威胁到
水源地的安全； 

河道及湖泊护岸生态功
能退化。 

清水再造与生态修复是贡湖湾保护的最重要课题 

无锡 

苏州 

南泉水厂水源地 

锡东水厂水源地 



贡湖湾示范区原貌 



工程建设思路 

指导思想：河湖同治、梯级消纳、生态重建、协同净化、内外互动、清水还湖 



水陆交错带水生植被重建工程 

针对问题：生态修复区岸坡土壤易流失、植物覆盖率和多样性较低 

采用技术：PAC改性硅藻土促沉降技术、植物联合“秸秆-PAM”改良剂快速稳定基底

技术 

实现效果：完成示范工程15000㎡，示范区水生植物覆盖率达到50%以上，生物多样性

提高60%以上，为综合示范区水路交错带的规模化构建和快速稳定提供了支撑。 



沉水植物群落恢复构建及水质改善工程 
针对问题：沉水植物群落难以快速重建和稳定控制 

采用技术：高藻敞水区沉水植物快速建群技术、沉水植物+水生动物协同净化技术、水
文多变区沉水植物群落结构优化配置技术 

实现效果：示范区沉水植物覆盖度达50%以上，水生植物50种以上，生物多样性提高
了60%，为综合示范区水生植物的规模化构建和快速稳定提供了支撑。 



（1）水生植物群落恢复 

综合示范区水生植物恢复良好且群落稳定，种类已达50多种，覆盖度50%以上，生

物多样性相对外太湖大幅度提高。 

刺苦草
（Vallisneriaspinul

os）  

微齿眼子菜 
（Potamogeton maackianus） 

轮叶黑藻 
(Hydrilla verticillata) 

穗花狐尾藻 

(Myriophyllum spicatum) 

  东方茨藻 
(Majas orientalis ) 

石龙尾 
(Limnophila sessiliflora) 

工程运行情况 



示范区现有鱼类6目12科26种，鲤科为优势鱼

类（15种），占总种类数的57.7%，其余科目

均1种，虾蟹类3种，大型底栖贝类5种。 

（2）水生动物群落结构调控 

工程运行情况 



综合示范区2013-2015年调查统计共发现水鸟类6目，17科，19属，23种。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

鸟类红皮书2009年名录——近危（NT）

种白眼潜鸭Aythya nyroca、红头潜鸭

Aythya ferina及白骨顶鸡Fulica atra。 

（3）鸟类资源丰富 

工程运行情况 



耐低温：冬高春低

水位实时调控技术

与水生植被优化配

置技术相结合，保

障了水生植被群落

结构的稳定性。 

耐洪水：水生动植

物协同净化系统，

使水体透明度快速

恢复，保障了沉水

植物的光补偿点，

从而使生态系统适

应水位短期的变化。 

（4）系统抗冲击能力强 

工程运行情况 



耐高藻：50%以上的

高覆盖度沉水植物群落

+非经典生物操纵技术+

完善的生态系统结构，

以及生态修复区水体氮、

磷浓度较低，生态系统

具备了克藻、灭藻的自

净功能。 

（4）系统抗冲击能力强 

工程运行情况 

蓝藻浸入第2天 

蓝藻浸入第8天 蓝藻浸入第12天 

蓝藻浸入第6天 



贡湖湾生态示范区形成了适合沉水植物生长的水环境调控模式，生态系统趋于稳

定，水体恢复自净能力，实现清水还湖。 



目  录 
一、水生态结构与功能 

二、水体生态净化技术 

三、水体生态修复技术 

四、水体生态恢复技术 

五、结论和展望 



结论与展望 

水体生态净化、生态修复和生态恢复

具有不同的内涵和作用； 

生态修复是水质提升关键； 

生态恢复建设周期长，但等到水质提

升后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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