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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生态修复国内外研究进展
李明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00824，北京)

摘要：我国的江河湖库水体污染主要包括氮、磷等营养物和有机物污染两方面。目前国际上采用的技术主要有物

理方法、化学方法和生物一生态方法。本文从外源和内源两方面对目前国内外的生态修复方法加以阐述，分析了近

年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资料．从方法上总结了河流、湖泊等水体生态修复的研究进展，并比较了各自的优点及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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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ur country，water pollution mostly includes two hands，one i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nutrition，the other

is organic contamination．At present physical，chemistry and bio—ecological methods are the main technologies on

international．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domestic and overseas interrelated literatures and in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

it snmmarizes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from method aspect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river、lake and other water

environment，and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have been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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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是利用生态系统原理，

采取各种修复受损伤的水体生态系统

的生物群体及结构．重建健康的水生生

态系统．修复和强化水体生态系统的主

要功能．并能使生态系统实现整体协

调，自我维持、自我演替的良性循环。

我国的江河湖库水体污染主要包

括氮、磷等营养物和有机物污染两方

面。目前国际上采用的技术主要有三

类：一是物理方法．即通过工程措施。进

行机械除藻、疏挖底泥、引水稀释等，但

往往治标不治本．只能作为对付突发性

水体污染的应急措施。二是化学方法．

如加入化学药剂杀藻、加入铁盐促进磷

的沉淀、加入石灰脱氮等。但花费大，并

易造成二次污染。三是生物一生态方

法，如放养控藻型生物、构建人工湿地

和水生植被．这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对自然修复的分析有三种方法：

经验性分析．一维沉降分析．二维污

染物迁移分析。还可以通过定性的模

拟污染物对水体的影响．加深人们对

例如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及物质循环

等过程的深刻了解．从而更有助于生

态的自我修复。

湖泊水质恶化主要是外界输入

的大量营养物质在水体中富集造成

的．切实控制外源性营养物质的输入．

是湖泊水体生态修复的重要前提．同

时内源性负荷也是主要营养源。

一、外源性污染物质的控制

方法

1．流域内污废水的集中处理

实现流域内污废水的达标排放．

从根本上截断外部输入源．使水体失

去营养物质富集的可能性。相对于点

源来讲．非点源污染不仅量大而且较

难控制．可以通过控制氮肥施用量．平

衡氮、磷、钾的比例，有机肥还田，发

展“微生物菌肥”和农业农田灌溉节

水等方式加以控制。

2．恢复和重建滨岸带生态系统

一是建立环湖湿地保护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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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迁移、转化途径上控制陆域地表径流

营养物入湖的最后一道防线。二是恢复

和重建湖泊滨岸水生植被。通过物理阻

滞作用促使污染物沉积并大量吸收营

养盐。三是改造入湖河口生态与环境．

充分发挥入湖河13自然净化作用。

二、内源性污染物质的控制

方法

1．工程性措施

(1)稀释和冲刷

采用外流引水进行稀释和冲刷．

可以短时间内有效地减少污染物的浓

度和负荷．提高水体自净能力．还能影

响污染物质向底泥沉积的速率。但引

水稀释导致交换水体的生态体系发生

变化．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2)底泥疏浚

底泥疏浚是修复湖泊水库的一项

有效技术．能够彻底去除积累在其中的

有毒有害物质．但须注意防止底泥泛起

以及底泥的合理处置．避免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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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底泥覆盖

通过在底泥表面敷设渗透性小

的塑料膜或卵石．削减波浪扰动时的

底泥翻滚．有效抑制底泥营养盐的释

放．提高湖水透明度．促进沉水植物的

生长。但存在治标不治本。成本高，难

以大面积使用等缺点．而且影响湖体

固有的生态与环境。

(4)水力调度技术

根据水体条件不同．生物体在水

中可表现为3种状态：自由态、增长增

殖状态和抑制状态。水力调度技术是

根据生命体的生态水力特性．营造出

特定的水流环境和水生生物所需要的

环境．抑制藻类大量繁殖．采取水系连

通等方式．遵循“湖程取长．渠程取短”

的原则。但应注意防洪、防涝、防沙、防

螺、防污染迁移和防内源释放。

(5)气体抽提技术

利用真空泵和井．在受污染区域

诱导产生气流．将有机污染物蒸气．或

者将被吸附的、溶解状态的或自由相

的污染物转变为气相．抽提到地面．然

后再进行收集和处理。在美国．抽提技

术几乎已经成为修复受加油站污染的

地下水和土壤的“法定”技术。

(6)空气吹脱技术

在一定的压力条件下．将压缩空

气注入受污染区域．使溶解在地下水中

的挥发性化合物、吸附在土壤颗粒表面

上的化合物以及阻塞在土壤空隙中的

化合物驱赶出来。在实际应用中．它和

抽提技术相结合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2．化学方法

(1)磷的沉淀和钝化

该技术属于改善湖泊水库的技

术，向水体中投加硫酸铝『A1：(so。)，·

18H：0]，形成磷酸铝[AlP04]沉淀，吸附

在A1(OH)，絮体表面．以及含磷颗粒

的网捕过程等去除磷。如果将大量氢

氧化铝投加覆盖在底泥表面．可以随

时吸附任何从底泥中释放的磷或者

形成铝酸盐，起着钝化的作用。

(2)投加石灰法

水体酸化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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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造成的．投加石灰是快速修复酸

化湖泊水库的简便方法．并得到广泛

的认可，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如瑞

典、挪威等国家)得到成功的应用。

(3)原位化学反应技术

通过化学反应和生物反应例如氧

化、还原、吸附、沉淀、有机金属络合等，

使重金属离子在受污染地点就地固定

下来。常用的物质包括石灰[Ca(OH)E]、

灰烬(KOH)和硫化钠(Na’S)等。此外，

化学氧化可以将有机物转化为无毒

或者毒性比较小的化合物。常用的氧

化剂为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或者次氯

酸钙、过氧化氢、高锰酸钾和臭氧。

3．生物一生态强化法

(1)水生植物修复技术

在适宜的生长条件下与水中微生

物、藻类等生物共同作用的水生植物，

根据其自身特点．将水中的富营养化物

质，如N、P、重金属污染物等吸收在根、

茎、叶等不同部位．从而既提供自身的

营养需求．又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而

且通过促进根际微生物的活动可加速

有机污染物的生物降解．目前国内外研

究并广泛应用的技术有以下几种：

①人工湿地技术

湿地土壤是固相和液相组成的疏

松多孔体系．含有大量的胶体颗粒．它

们具有很大的表面积和表面能．对去除

有机物和重金属具有重要作用。在湿地

处理系统中物理作用只要是沉淀、过滤

和吸附．可去除固体悬浮颗粒：化学作

用主要是对重金属与填料反应得以去

除：生物作用比较复杂，主要是水生植

物和各种微生物的协同作用。

人工湿地技术的不足在于当进

水悬浮性污染物fss)及有机物浓度

过高时易产生堵塞和严重厌氧化而

造成植物根系腐烂最终死亡。

⑦前置库技术

受保护的湖泊水体上游支流利

用天然或人工库(塘)拦截暴雨径流．

工艺流程如下：径流污水——沉砂

池——配水系统——植物塘——湖

泊。水生植物是前置库中不可缺少的

主要组成部分．从水体和底质中吸收

大量氮、磷满足生长需要．成熟后从

前置库中去除被利用。

(面水生植被恢复技术

所谓“水生植被恢复技术”并非

要再造原有植被．而是根据现实的湖

泊生态与环境需求．并结合残存的水

生植被基础．在已经被破坏的湖泊环

境基础上重新设计和构造良性湖泊

生态。该技术必须以削减水体的营养

负荷为前提．否则人工恢复的水生植

被无法维持稳定状态。

④水培技术

利用富营养化水在种植槽中无土

栽培经济作物．借助植物发达的根系．

对流入浅水中的悬浮物进行过滤．这些

悬浮物中的有机物和营养盐类、微生

物、原生动物和后生动物构筑起一个生

物相对丰富的生态系统．该技术在美

国、日本等国家进行了大量研究，可以

生产出具有经济价值的食用植物或观

赏植物．并通过堆肥达到资源的循环利

用。该技术的优点是在一定程度上隔绝

土壤病原菌和害虫对作物的侵染．故无

连作障碍．同时节省劳动力。

⑤生态浮岛技术

植物净水工程的一种．是绿化技

术与漂浮技术的结合体．植物生长的浮

体一般是由发泡聚苯乙烯制成的．质轻

耐用。岛上植物可供鸟类休息．下部植

物根系形成鱼类和水生昆虫生息环境．

同时能吸收引起富营养化的氮和磷。与

人工湿地技术相比生态浮岛技术最大

优点在于不另外占地．较适合我国大多

数河流无滩涂空间利用的特点。

综上所述．植物修复技术主要有

以下优点：低投资、低能耗：处理过程与

自然生态系统有着更大的相融性：无二

次污染：能实现水体营养平衡．改善水

体的自净能力：对水体的各种主要污染

物均有良好的处理效果。其中处理有

机污染的最大优势在于植物能同化

大多数的化合物为CO，或作为细胞

骨架．即使一些环境污染物在植物内

大量积累也能通过转移植物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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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在于运作条件高、处理时间

长、占地面积大及受气候影响严重。

植物修复被认为是有前途的环

境修复技术之一．但有许多问题如如

何筛选、培育和合理搭配高效率的植

物品种以满足不同环境的修复需要．

尤其是低温季节提高植物修复效率等

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充分发挥该技

术的优势．关键在于对不同类型植物

对不同污染物最佳去除作用的基础性

研究．以实现因地制宜的优选水生植

物，形成一个良好的修复系统。

(2)生物调控技术

生物调控技术修复水生生态系

统是利用营养级链状效应．在水库中

投入选择鱼类．吞食另一类小型鱼

类．借以保护某些浮游动物不被小型

鱼类吞食．而这些浮游动物的食物正

是人们所讨厌的藻类。该技术具有以

下优点：处理效果好，工程造价低，运

行成本低。不会形成二次污染．还可

适当提高水库的经济效益。

(3)生物膜技术

根据天然河床上附着生物膜的

过滤作用及净化作用．人工填充滤料

和载体．利用滤料和载体比表面积

大，附着生物种类多、数量大的特点，

从而使河流的自净能力成倍增长。生

物膜技术因其降解能力强、接触时间

短、占地面积小以及投资少等特点而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应用。一些发达

国家已经在工程实践中运用多种生

物膜技术对污染严重的中小河流进

行净化并获良好效果．我国在此方面

还只是处于试验阶段．没有真正的工

程实践。目前可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人

工填料接触氧化法、薄层流法、浮流

净化法、砾间接触氧化法、生物活性

炭净化法等．

(4)微生物修复技术

微生物可以将受污染水体中的

有机物降解为无机物．对部分无机污

染物如氨氮进行还原从而去除．为了

充分发挥微生物在污染物降解和转

化方面的作用，目前有两种方式：一

是补充污染物高效降解微生物：可以

使用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菌群：也可

以从受污染水体和底泥中分离筛选

后富集培养．再返回受污染水域：还

可以利用基因工程菌的接合转移．二

是为土著微生物提供合适的营养和

环境条件：合适的营养和环境条件可

以激活生长代谢缓慢或处于停滞状

态的土著微生物．使其重新具有污染

物高速分解的能力。

(5)仿生植物净化技术

以重建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为

基础，用具有很强弹性、韧性和柔性

的材料仿照河流生态系统中的沉水

植物轮藻设计而成。仿生植物以河道

中原有的天然生物菌群作为种源．在

填料丝表面经过生物的自然富集形

成生物膜．通过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去

除水中的污染物质。

该技术在有效净化污染水体的

同时还具有如下特点：不影响河流的

航运和泄洪等功能：不破坏河流生态

系统：适合河流复杂多变的水流条

件；比表面积大，空隙率高：化学与生

物稳定性强．不溶出有害物质：价格

便宜．便于安装。

(6)土地处理技术

污水特别是生活污水中含有大

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污水通过

慢速渗滤方式进行农业灌溉可以满

足农作物和其他植物生长所必需的

营养．同时也去除了污染物质．能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水资源的紧缺

状况。工艺流程图如下：原污水——

污水蓄水池——厌氧调节池——土

地处理系统——排水井。该方法对

氮、磷等污染物的去除效果较好，但

是水力负荷一般较低。渗流速度慢。

(7)深水曝气技术

通过机械方式将深层水抽取出来

曝气然后回灌深层．或注入纯氧和空气

全部提升至水面再释放等方式．使水体

中溶解氧浓度升高．改善冷水鱼类的生

长环境和增加食物供给．又通过改善底

泥界面厌氧环境为好氧条件来降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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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磷的负荷。该技术对水体生态与环

境的修复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总的来说．在水体生态修复方

面．目前国内仍处于起步和技术探索

阶段．整治工作基本处于水质改善和

景观建设阶段．缺乏传统水利、生态

系统栖息地和景观的有机结合：而国

外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念及相

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比如日本在湿

地修复水资源方面所做的工作很值

得我们借鉴。在今后的水生态修复研

究工作中要多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

先进技术理念．逐步改善我国的生态

与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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