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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重庆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倩、王晓昌、陈荣、宋佳、郑于聪、何强、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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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的总体要求，提出了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控制要求，

明确了水质提升技术选择的原则，给出了水质提升技术特点参数和运维管理的相关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改善，其他水体的水质提升可参考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9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HJ 2005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9      生物接触氧化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RISN-TG030  城市河道生态治理技术导则 

《湖泊河流环保疏浚工程技术指南》（环办[2014]111 号）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建成[2015]130 号） 

3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景观水体 urban scenic water 

城市建成区以及规划区范围内，以营造城市水环境景观为主要目标的地表水体或水域。 

3.2 

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 index of urban scenic water function 

与水体景观功能相关联的若干指标参数的综合表征，数值范围为 0~100。 

3.3 

原位水质净化技术 in-situ water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在水体内设置水质净化设施，通过物理、物化、生物作用，就地实现水质净化的处理方

式。 

3.4 

异位水质净化技术 ex-situ water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在水体附近设置水处理设施，通过重力或动力提升将水导入处理设施，完成水质净化后，

再返回到水体，实现水体水质改善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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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城市景观水体应全面分析其水文、污染源、水质等条件，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构建良

好的景观生态环境。 

4.1.2 城市景观水体应具有良好的水力条件，保障水体及时更新，避免形成死水区和滞留区。 

4.1.3 应尽量避免点源污染排入，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面源污染汇入对城市景观水体的

影响。 

4.1.4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规定。 

4.1.5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改善工程的施工过程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 

4.2 水体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流程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工程的实施一般分为 3 个步骤： 

a) 城市景观水体控制因子的确定； 

b)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的选择与工程实施；  

c)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工程运行维护。 

5 城市景观水体控制因子的确定 

5.1 城市景观水体的基本水质要求 

5.1.1 基于城市水体的景观功能，其基本水质要求应包含水体感官性状和卫生学性状两个方

面。 

5.1.2 水体感官性状一般采用视觉效果和嗅觉效果来表征。一般选择物化指标来评价水的视

觉效果和嗅觉效果。 

5.1.3 水体卫生学性状主要体现在水中病原微生物的多寡上。一般选择粪大肠菌作为病原体

的指示细菌来评价水的卫生学安全性。 

5.1.4 综合参考 GB 3838、GB 18918 和 GB/T 18921，城市景观水体水质宜满足以下基本要

求：  

a) 水体的 pH 值为 6~9； 

b) 水面无影响水质景观的漂浮物； 

c) 水体无异嗅味； 

d) 粪大肠菌<20 000 个/L； 

e) 水体保持清洁状态（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 

5.2 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 

5.2.1 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包含以下 8 项功能指标：  

a) 温度（T）； 

b) 溶解氧（DO）； 

c) 悬浮固体（SS）； 

d) 有机物（高锰酸盐指数）； 

e) 氨氮（NH3-N）； 

f) 硝酸盐（NO3-N）； 

g) 总磷（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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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水力停留时间（HRT）。 

5.2.2 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WQIUL）计算公式如下： 

           WQIUL = ∏i=1
8 qi

wi ……………………………………（1） 

式中： 

qi—第 i 个因子的质量（i=1~8），范围为 0~100； 

wi—各因子的权重值（i=1~8），各因子的权重之和为 1，即∑ wi
8
i=1 =1。 

5.2.3 各因子质量 qi的计算公式为： 

a）温度因子质量 qT计算式为： 

 qT = {
100,                                       T ≤ 12℃
100 × [1 − F(XT)],             T > 12℃

………………………………….（2） 

 

b）溶解氧因子质量 qDO 计算式为： 

𝑞𝐷𝑂 = {
100 × 2[1 − 𝐹(𝑋𝐷𝑂)],         𝑋𝐷𝑂 > 1

100 × [2𝐹(𝑋𝐷𝑂)],                 𝑋𝐷𝑂 ≤ 1
……….………………………….（3） 

c）温度（T）和溶解氧（DO）以外的其他参数的因子质量 qi计算式为： 

                       qi = 100 × [1 − F(Xi)]…………....………………………………………（4） 

5.2.4 公式（2）、公式（3）和公式（4）中 F(Xi)为各因子的对数正态累积分布函数，其表达

式为： 

F(Xi) = Φ (
ln(Xi)−μi

σi
) = ∫

1

σiXi√2π
e

−
(lnXi−μi)2

2σi
2Xi

0
dXi……………….…………（5） 

式中： 

μi—第 i 个因子的样本均值； 

σi—第 i 个因子的样本文件偏差； 

Xi—各因子的无因次值，其计算式为： 

Xi =
xi

xi0
………………….………………………….………………….………（6） 

式中： 

xi—各因子的实测值，其理想值为 xi0，各因子理想值见表 1。 

因为 F(Xi)的值介于 0~1 之间，各因子质量 qi的值介于 0~100。 

表 1各因子的理想值  

因子 T DO SS 
高锰酸

盐指数 
NH3-N NO3-N TP HRT 

理想值 12℃ DOS 1 mg/L 2 mg/L 0.15mg/L 0.15 mg/L 0.01 mg/L 3d 

注：DO S 为饱和溶解氧浓度（mg/L）。 

各因子对数分布函数的 μ 和 σ 值参考表 2。 

表 2 各因子对数分布函数的μ和σ值 

因子 μ σ 

SS 1.250 0.418 

DO –0.016 0.185 

T 0.256 0.123 

高锰酸盐指数 0.793 0.15 

NH3-N 0.505 0.374 

NO3-N 0.774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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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1.129 0.402 

HRT 1.333 0.346 

5.2.5 各参数的权重系数 wi由城市景观水体的补给水源类型决定： 

a) 对于天然水补给型水体，wSS=0.261、wTP=0.153、wHRT=0.145、wNO3-N=0.125、wNH3-

N=0.123、w 高锰酸盐指数=0.105、wT=0.058、wDO=0.030； 

b) 对于非常规水源补给型水体 wSS=0.100、wTP=0.087、wHRT=0.25、wNO3-N=0.080、wNH3-

N=0.086、w 高锰酸盐指数=0.215、wT=0.114、wDO=0.059。 

5.3环境调研与控制因子确定 

5.3.1 环境调研与功能指标分级 

5.3.1.1 调研城市景观水体的水力条件，包括水力停留时间、流动速度、补水情况、是否有死

区或环流区等。 

5.3.1.2 调研城市景观水体的污染源。城市景观水体的污染物来源包括外源污染和内源污染

两类，外源污染包括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 

5.3.1.3 长期监测（至少一年）城市景观水体获取其水质数据（包括 SS、高锰酸盐指数、DO、

T、NH3-N、NO3-N、TP 等），根据公式（1）~（6），计算景观功能指标 WQIUL值。 

5.3.1.4 城市景观水体的 WQIUL值分级 

WQIUL值对应的各级别景观状态见表 3。 

表 3 城市水体景观水质状态分级 

WQIUL值 <30 30~60 60~80 >80 

等级 差 中 良 优 

5.3.2 控制因子的确定 

5.3.2.1 在景观功能指标中，以权重 wi 为指数的因子质量 qi 的幂函数 qi
wi 值代表不同因子对

WQIUL值的实际贡献，qi
wi 值最小或相对较小的因子即为对景观水质影响最为严重或较严重

的因素，即控制因子。 

5.3.2.2 确定控制因子后应根据环境调研判断控制因子在污染源中的输入情况。 

6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选择 

6.1 技术选择的原则 

6.1.1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的选择应遵循适用性、经济性、安全性、长效性等原则。 

6.1.2 技术的选择须满足水质净化要求，优先考虑采用原位的生物、生态技术。 

6.1.3 技术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水体水力调控、污染源阻断以及水体水质改善等多个方面。 

6.1.4 应依据城市景观水体景观状态和控制因子选择适当的水体水质净化技术。对于等级为

“中”及以下景观水质的城市水体，根据其控制因子明确景观水质改善的合理对策；对于等级

为“良”甚至为“优”但分值并不高的城市水体，也可参照上述方法寻求进一步提升景观水质的

有利途径。 

6.1.5 原位水质净化通常基于自然生态过程的强化，可选用组合技术强化净化过程。 

6.1.6 城市水体异位水质净化通常要求选择处理效率高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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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城市景观水体水力调控技术 

6.2.1 进水补水水量水质的基本要求 

6.2.1.1 城市景观水体补水来源包括天然水和再生水，宜优先选择天然水源。水资源短缺的城

市也可选择再生水源作为城市水体补水。 

6.2.1.2 采用天然水补水，应保证入流水质不会导致水体的水质变差；采用雨污水再生水补水，

可能导致水体的水质变差时，应采取必要的预处理措施和水力调控措施，将水质控制在适宜

的范围内。 

6.2.1.3 对于高 SS 的天然水补水，可通过沉淀、过滤等技术措施控制水体的 SS 浓度；针对

低 SS、营养盐较高的天然水和再生水补水，应考虑采用人工湿地、生物滤池等具有一定脱

氮除磷功能的技术措施削减补水中氮、磷等营养盐浓度。 

6.2.2 水力条件 

6.2.2.1 宜尽量缩短水力停留时间以维持良好的感官效果。当使用再生水为补水水源时，再生

水水质应符合 GB/T 18921；当完全使用再生水为补水水源时，城市景观水体的水力停留时

间宜在 5 天以内。 

6.2.2.2 当城市景观水体的水力停留时间过长，流速过慢或存在大量死区和环流区时，应考虑

采用补水增量、水体循环等水力调控技术提升水动力条件以改善水质。 

6.3 城市景观水体污染源阻断技术 

6.3.1 当控制因子的输入在污染源方面占比超过一半时，应选用污染源阻断技术。 

6.3.2 针对点源污染，可直接切断点源的输入，也可将其当作补水水源，依据其主要污染物

选择适当的补水净化技术。针对面源污染，主要采用地表径流控制技术（植草沟技术、雨水

湿地技术等）。 

6.3.3 内源污染主要是指底泥问题，需采取相应的内源治理技术（底泥疏浚、原位覆盖、原位

钝化等）。 

6.4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改善技术 

6.4.1 对于等级为“中”及以下景观水质的城市水体，除水力调控技术和污染源阻断技术外，

宜针对控制因子选用适宜的水质改善技术。 

6.4.2 水质改善技术主要是通过物理化学方法（砂滤、曝气增氧、机械除藻）和生物生态方

法（生物接触氧化、砾石床、内生碳源利用生物过滤、人工湿地、生物挂膜、浮床植物净化、

水体局部净化增效、稳定塘）以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6.4.3 水质改善技术包括原位水质净化技术和异位水质净化技术。 

6.5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改善与保障技术的选择 

应针对不同的控制因子，选择水质改善与保障技术，城市水体水质改善与保障技术见表

4，对于相同的控制因子，针对不同的污染程度，可适宜的选择单独技术或者组合技术。除

了见表 4 之外，也可参见《城市河道生态治理技术导则》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表 4 城市水体水质改善与保障技术 

控制因子 水质改善与保障主要技术对策 

悬浮物（ss） 
外源阻断技术（雨水湿地、植草沟） 

物理化学技术（砂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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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 

（高锰酸盐指数) 

生物生态技术（砾石床、生物挂膜、人工湿地、水体

局部净化增效技术、稳定塘） 

溶解氧（DO） 水体增氧技术（曝气增氧） 

营养盐（N） 

外源阻断技术（雨水湿地、植草沟） 

内源治理技术（底泥疏浚、原位覆盖、原位钝化） 

物理化学技术（机械除藻） 

生物生态技术（生物接触氧化、砾石床、内生碳源利

用生物过滤技术、生物挂膜、人工湿地、浮床植物净

化、水体局部净化增效技术、稳定塘） 

营养盐（P） 

外源阻断技术（雨水湿地、植草沟） 

内源治理技术（底泥疏浚、原位覆盖、原位钝化） 

物理化学技术（机械除藻） 

生物生态技术（生物接触氧化、砾石床、内生碳源利

用生物过滤技术、人工湿地、浮床植物净化、水体局

部净化增效技术、稳定塘） 

水力停留时间（HRT） 
补水技术（补水增量） 

水力循环（水体循环、生态廊道导流） 

7 水力调控技术 

7.1补水技术 

7.1.1 补水增量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自然或人工补水量不足，水体更新周期过长的城市景观水体。 

b) 设计要求 

1) 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可通过人工引水的方式进行补水增量，在水资源相对短

缺的地区，可通过扩大再生利用进行补水增量； 

2) 城市水体多处于地形低洼处，可通过增大汇水面积增强天然降水对水体的补给； 

3) 补水点宜选择在起端，若水体水域长度较大，可采用分段补水；对于再生水水质问

题，宜在补水点旁建设再生水净化工程措施； 

4) 对于高 SS 的天然水补水，可通过沉淀、过滤等技术措施控制水体的 SS 浓度；针

对低 SS、营养盐较高的天然水和再生水补水，应考虑采用人工湿地、生物滤池等

具有一定脱氮除磷功能的技术措施削减补水中氮、磷等营养盐浓度。 

c) 技术参数选择 

完全使用再生水作为城市景观湖泊类水体，在水温超过 25℃时，水力停留时间不宜超

过 3 天，水体水温不超过 25℃时，可适当延长水力停留时间，冬季可延长至一个月左右。 

7.2 水力循环技术 

7.2.1 水体循环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难以通过补水增量缩短城市景观水体换水周期的情况；适用于轻度污染，通过水

力条件改善能够提升自净能力的城市水体。对于污染较严重的水体，采用水体循环时应与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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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处理相结合。 

b) 设计要求 

1) 水体循环有两种模式：一是在城市水体水流出口处设置循环泵站；二是在水体水力

滞留或缓流部位设置循环泵； 

2) 设置循环泵站，选点应设在通视条件良好、安全、易保护的地方，一般可设在出水

处或是水体的滞留区； 

3) 循环泵站出水时的流速应注意避免引起出水口附近的底泥上扬。 

c) 技术参数选择 

夏季宜加快循环周期，提高流速，冬季可以放宽对流速的要求。 

7.2.2 生态廊道导流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生态廊道导流技术（图 1）是指在城市水体原位水质净化中，通过设置廊道改善水流条

件，结合廊道内的植物作用，增强水体生态净化功效的技术。 

 

图 1生态廊道导流技术示意图 

适用于浅水型、没有通航要求的城市景观水体。 

廊道的设计形态包括折流式、回流式和组合式廊道，依据水体形状和进出水条件选择。

同时，该技术宜与其他技术联用，例如生态浮床等。 

b) 生态廊道的设计宜考虑以下因素： 

1) 廊道 

廊道的设计应符合流态调整的要求，尽量使水流接近推移式流态，防止在廊道折返处出

现死水区或滞流状态。对于有泄洪要求的城市水体，应根据水体的正常水位来进行廊道设计，

以保证水体在等于或低于正常水位期间实现流态调整，而洪水期能提供廊道顶端以上的行洪

断面，保证泄洪通畅。 

2) 廊道内植物种植 

在水深合适的条件下，廊道内应尽可能选种能扎根于底泥，根系发达，在水中的茎叶较

大的水生植物，也可选种生长快、枝叶茂盛的沉水植物。便于季节性收割也是植物选择的要

点之一。为营造良好的水生植物景观效果，也要注重不同区域的植物搭配。 

c) 技术参数选择 

生态廊道导流技术的功效主要取决于廊道内的生物量和接触时间，根据挂膜载体的表面

积估算生物量，结合水体的水力停留时间测算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进口

出口

廊道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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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污染源阻断技术 

8.1 外源阻断技术 

8.1.1 雨水湿地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雨量较大地区的城市景观水体。 

b) 设计要求 

雨水湿地分为表面流雨水湿地和小型潜流雨水湿地两种形式。 

对于表面流雨水湿地的面积，深水通道容量及水深应满足保持雨水湿地的景观要求及容

纳水质处理要求的水量，深水通道设置时应延长水力停留时间。 

雨水湿地应在深水区、浅水区、护坡、出水池周边种植水生植物，种植物应符合下列要

求：选择本地水生植物；水生植物要根据各个区域的常水位水深配置；满足景观设计要求；

根系发达。 

表面流雨水湿地应设计常水位、溢流水位和滞留水位。 

c) 技术参数选择宜符合以下要求： 

1) 通常雨水湿地需规定最小面积要求，表面流雨水湿地的总面积不宜小于汇水面积的

1%； 

2) 雨水湿地内超过 35%的面积水深小于 15 cm，雨水湿地内超过 65%的面积水深小于

50 cm； 

3) 表面流雨水湿地岸边高程应高于溢流口 30 cm 以上。 

8.1.2 植草沟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雨水径流量大地区的城市景观水体，不适用于易发生坍塌、滑坡的危险地区及

特殊地质区域。 

b) 设计要求 

植草沟可分为排水型植草沟和入渗型植草沟。在土壤缺乏渗透能力时可以采用排水型植

草沟；在土壤有较好的入渗能力时可以采用入渗型植草沟。 

c) 技术参数选择宜符合以下要求： 

1) 植草沟的种植物耐淹时间不得低于 24 小时，排水型植草沟宜种植草皮、地衣等较

矮的种植物；入渗型植草沟宜种植草本花卉、草皮等； 

2) 植草沟应设置溢流设施，溢流口位置设置不宜太过密集。 

8.2 内源治理技术 

8.2.1 底泥疏浚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内源污染严重的浅水城市景观水体。 

b) 设计要求 

底泥疏浚可选择干床疏浚或带水疏浚。 

底泥疏浚的设计宜参照以下规定： 

1) 不适合进行全面疏浚时，可对污染严重区域进行局部疏浚； 

2) 在疏浚过程中需采取一定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并对疏挖出来的污染底泥进行安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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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3) 清淤需考虑设置200~300 m的安全范围； 

4) 挖泥底边线与现有堤岸线的距离宜为10 m，对距岸边较远的疏浚区域不宜采用底

泥疏浚。 

c) 技术参数选择宜符合以下要求： 

底泥疏浚具体技术参数可参见环办[2014]111号。 

8.2.2 原位覆盖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外源污染已得到完全控制而内源污染严重的城市景观水体；适用于处理多种有机

和无机污染的底泥；一般适用于深水城市景观水体，在浅水城市景观水体不宜适用。 

适用水体应满足以下条件：底泥污染物具备低毒性和低迁移率；底质河床具备承受覆盖

层重量的能力；覆盖后对如今和将来的建设和水路的使用无影响，如若修建桥墩、铺设管道

等，则不适用。 

b) 设计要求 

1) 底泥原位覆盖技术的覆盖结构分为两种，单层覆盖和多种覆盖材料分层覆盖； 

2) 当覆盖层出现受水力侵蚀和覆盖材料上浮时，应添加侵蚀保护层，有时还需添加石

砾等材料作加固层，另外，设置生物扰动层，其厚度宜在15 cm以下； 

3) 根据底泥中的主要污染物选择相应的覆盖材料（表5）。 

表5 原位覆盖技术中覆盖材料的选择 

原位覆盖材料 去除的主要污染物 

粗砂石 锌、镉、铬、磷 

河沙、粉煤灰、沸石 磷 

方解石 磷 

锆改性沸石 氮、磷 

原位土壤、粘土、硅藻土 氮、磷 

c) 技术参数选择宜符合以下要求： 

1) 进行底泥原位覆盖的水体pH最宜为中性； 

2) 底泥原位覆盖技术适宜在温度较低的季节进行； 

3) 覆盖操作期间，低速扰动优于高速扰动； 

4) 覆盖材料宜选用小粒径； 

5) 宜在好氧条件下进行。 

8.2.3 原位钝化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治理深水城市景观水体底泥内源污染。 

b) 设计要求 

目前使用较多的钝化剂包括铝盐、铁盐和钙盐等，不同钝化剂适宜的应用条件不同，具

体情况表6所示： 

表6 钝化药剂影响因素 

钝化药剂 最适pH值 影响因子 常用试剂 

铝盐 6~8 不受氧化还原电位影响 硫酸铝、聚合氯化铝 

铁盐 5~7 易受氧化还原条件、pH值变化的影响 氯化铁、硫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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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盐 >9.5 易受氧化还原条件、pH值变化的影响 CaO2、Ca(NO3)2 

c) 技术参数选择宜符合以下要求： 

1) 若水体的碱度较小，可以在使用硫酸铝的同时添加铝酸钠等强碱弱酸盐来提高水体

的缓冲能力； 

2) 建议多次小剂量的使用钝化剂，减少一次性大量使用钝化剂； 

3) 使用铝盐时需考虑生态风险。 

9 水质改善技术 

9.1 物理化学技术 

9.1.1 砂滤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悬浮物和浊度较高的城市景观水体，且能高效去除水藻，但当水藻浓度较高时，

容易发生滤层堵塞。 

多用于旁路过滤处理，也可用于进水的过滤处理。对于小型城市景观水体，也可选用定

型的砂滤器进行水的过滤处理。 

b) 设计要求 

砂滤技术的设计宜符合以下要求： 

1) 一般进水水质要求：SS≤50 mg/L，浊度≤50 NTU，并根据进水水质（特别是 SS 浓

度和粒径）确定滤料级配；。 

2) 应配置反冲洗水池（箱）和反冲洗水泵； 

3) 砂滤池的处理能力应根据处理水量确定，旁路处理的情况下需设置循环水泵，铺设

循环管路； 

4) 当水中含藻较多时，应采取必要的预过滤措施防止滤层堵塞。 

5) 单纯的过滤对溶解性有机物和色度的去除效果欠佳时，可以适度投加混凝剂，但应

防止过量投加药剂带来的二次污染。 

c) 主要技术参数的选择宜符合以下规定： 

1) 滤速：一般取 8~10 m/h，结合处理水量计算池体容积。对于旁路处理，一般根据湖

体容积，按 10~20 d 循环一次确定处理水量； 

2) 滤料种类和级配：一般采用石英砂作为滤料，也可采用石英砂和无烟煤双层滤料； 

3) 反冲洗系统：反洗强度一般取 10 L/s∙m2，反洗时间为 10~15 min。反洗频度视进水

SS 而定，一般为每日一次，当进水 SS 较高或水藻较多时，可适当增大反洗频度。 

9.1.2 曝气增氧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溶解氧不足的城市景观水体。 

b) 设计要求 

常用的水体曝气增氧技术分为自然增氧和机械曝气增氧两类。 

对一般的城市景观水体，在可能的条件下应优先考虑采用自然曝气措施，但对于缺乏自

然复氧条件，换水周期长，流动性差，水体自净能力差，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的水体，则应考

虑机械曝气增氧。 

采用机械曝气增氧时，应结合设备成本和运行成本分析，确定适宜的机械曝气方式。在

可能的条件下，可考虑利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作为机械曝气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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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曝气设备的选型应充分考虑水体条件，包括水深、湖体形状、周边环境等，同时要

结合增氧的目标考虑设备的运行方式（长期连续运行或间歇运行）。机械曝气设备分为固定

式和移动式两类。 

c) 技术参数选择 

机械曝气设备的技术参数可参考污水处理工程设计手册的相关内容来选择。 

9.1.3 机械除藻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在较小的城市水体或大型城市景观水体的局部水域；适用于大规模除藻行动的开

始阶段或除藻前的准备阶段；只能作为一种次要的前期辅助手段，不能作为一种单独除藻方

法。 

b) 设计要求 

机械打捞除藻技术可分为固定收藻设施和水上移动收藻设施（即蓝藻打捞船）。蓝藻打

捞船分为吸取型、分离型及综合性三种船型。 

吸取型蓝藻打捞船适用于港湾、河道等蓝藻打捞点处高浓度蓝藻打捞；分离型蓝藻打捞

船主要用于重点水域保护作业，适用于人工无法打捞的低浓度蓝藻清扫作业；综合型蓝藻打

捞船主要用于蓝藻打捞作业的最终无害化处理。 

c) 技术参数选择宜符合以下要求： 

1) 吸取型蓝藻打捞船 

吸取藻水浓度≥70%，藻水采集能力≥25 m3/h，日处理≥200 t（含水）； 

2) 分离型蓝藻打捞船 

藻水采集能力≥25 m3/h，输出藻水浓度>20%~50%（体积比），输出藻浆约0.25 t/h~5.0 t/h； 

3) 综合型蓝藻打捞船 

藻水采集能力≥25 m3/h，输出藻水浓度>20%~50%（体积比），输出藻浆约0.25 t/h~5.0 t/h，

处理能力2.0~3.0 m3/h，输出藻饼含水率≤90%，输出藻饼量40~60 kg/h。 

9.2 生物生态技术 

9.2.1 生物接触氧化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氮磷含量较高的城市景观水体，适用于有多余土地的富营养化城市景观水体，多

以旁路处理的形式存在。 

b) 设计要求 

生物接触氧化法由接触氧化池和沉淀池两部分组成，接触氧化工艺可单独应用，也可与

其他处理工艺组合应用。具体设计要求如下： 

1) 进水 SS 不宜大于 60 mg/L，否则应前置沉淀预处理设施； 

2) 反冲洗宜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 

3) 宜采用上向流； 

4) 出水系统可以采用周边出水或单侧堰出水，反冲洗排水和出水槽（渠）宜分开布置，

应设置出水堰板等装置。 

c) 技术参数选择 

具体技术参数参考 HJ 2009。 

9.2.2 砾石床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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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技术适用范围 

砾石床以砾石作为滤料，其进水端可通过粒径更大的卵石层配水，后端通过卵石层集水，

以保证良好的配水条件。 

适用于 SS 浓度较低的城市景观水体；适用于污染程度较低的城市景观水体，可实现有

机物氧化和一定的氮磷去除。 

b) 设计要求 

砾石床不需要进行滤层的反冲洗。 

砾石床面可选择种植植物，一般选择根系发达、株秆粗壮、枝叶茂盛的挺水植物，如美

人蕉、香蒲、香根草、菖蒲、再力花和芦苇等。 

c) 技术参数选择宜符合以下要求： 

1） 砾石层级配应满足可控渗流； 

2） 砾石层材料的选用应注重材料的强度，具有适宜的孔隙率（>40%）,同时应具有较

大的比表面积，一般宜选用石灰石、鹅卵石等天然砾石，适宜的粒径范围为 10~20 

cm，也可采用沸石，以增强砾石层吸附除磷，但会增大建造成本； 

3） 砾石床的水力停留时间为 2~5 h，水力负荷为 0.50~5.50 m3/m2/d，植物密度为 50~100

株/m2。 

9.2.3 内生碳源利用生物过滤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低碳高氮城市景观水体的旁路处理。 

b) 设计要求 

该技术的特点在于，在滤床中营造有利于反硝化细菌生长繁殖的缺氧或厌氧条件，并利

用脱落的生物膜提供反硝化所需的内生有机碳源（图 2）。 

 

图 2内生碳源利用反硝化过滤的技术原理 

内生碳源利用生物过滤设施主要包括进水预过滤装置、配水与集水系统、生物过滤区等。 

c) 技术参数选择宜符合以下要求： 

1) 内生碳源利用生物滤池根据设计处理水水量，按空塔水力停留时间 12~15 h 确定池

容。生物过滤区有效深度可根据用地情况和处理需求设定，但不宜过浅（不小于 1.2 

m）或过深（不大于 4.0 m），单元长宽比不小于 5；。 

2) 滤料可因地制宜选取，尽可能选择孔隙率高、比表面积大、机械强度高、易于生物

膜固着的滤料； 

3) 滤料级配一般为：上层过滤区使用小粒径，底部承托层使用大粒径； 

4) 内生碳源利用生物滤池的工作周期应根据出水总氮指标或过滤阻力变化情况确定，

当出水平均总氮浓度增大一定幅度，或过滤阻力增大一定幅度时，应切换进出水流

向，进入下一个工作周期。 

9.2.4 人工湿地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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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周边有大量土地的城市景观水体。主要用于城市水体的旁路净化和外源污染物阻

断，以及城市景观水体的补水净化。 

b) 设计要求 

为了防止污水下渗，人工湿地的底部一般需要进行防渗处理。其他设计要求宜参照以下

规定： 

1) 结构分类 

一般将人工湿地分为表面流人工湿地、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三种类型。

图 3 为两种人工湿地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在采用人工湿地进行城市水体水质净化时，如

果建造面积有限，可优先选择对氮、磷等去除效果较好的垂直潜流和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如

建造面积不是制约因素，则可选择表面流人工湿地。为了提高人工湿地的功效，也可以采用

多级、多种类型人工湿地组合的处理方式。 

 

 

图 3人工湿地的结构示意图 

（a）表面流人工湿地；（b）水平潜流人工湿地 

2) 人工湿地的设计规范 

人工湿地设计可参见 HJ 2005。 

3) 植物的选择 

一般来说，选择植物原则一是净化能力强，耐污能力和抗寒能力强，应根据是实际情况

优选植物种类；二是选择在当地适应性好的植物，最好是当地的土生植物。此外也要注重植

物的抗病虫害能力、所选植物的经济价值和综合利用性。 

4) 人工基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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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人工基质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选择廉价易得的多级填料，除

常用的砾石外，矿渣、建筑砌块等都可作为湿地基质利用。此外，为防止基质层堵塞，湿地

基质可采取分层装填的方式，进水端宜设置粒径大的滤层来拦截悬浮物。 

c) 技术参数选择 

不同人工湿地的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7。 

表 7人工湿地的主要技术参数 

人工湿地类型 
BOD5负荷 

（kg/hm2∙d） 

水力负荷 

（m3/m2∙d） 

水力停留时间 

（d） 

表面流 15~50 ＜0.1 4~8 

水平潜流 80~120 ＜0.5 1~3 

垂直潜流 80~120 
＜1.0（建议值：北方

0.2~0.5；南方 0.4~0.8） 
1~3 

9.2.5 生物挂膜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生物挂膜是指利用置于水中的固形介质表面上附着的生物膜的作用进行水质净化的过

程。 

适用于有机物含量较高的城市景观水体，同时，具有一定的脱氮作用。 

b) 设计要求 

生物挂膜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1) 生物载体应选择附着力强、水力学特性好、造价成本低、运行维护费用低的材料。

理想的填充材料应具有多孔及尽可能大的比表面积，具有一定的亲疏水平衡值，易

于挂膜。除选用适宜的载体制品外，也可考虑采用天然或废弃材料作为生物载体； 

2) 要充分利用自然复氧来保障微生物生长所需的溶解氧条件； 

3) 水体应具备较好的水力混合条件； 

4) 应尽量保证水流与生物膜充分接触。 

c) 技术参数选择 

采用生物膜技术的原位水质净化不同于一般的生物膜反应器，尚无具体的技术参数可循，

可参考生物接触氧化设施的技术参数。 

9.2.6 浮床植物净化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适用条件 

浮床植物净化技术是在漂浮于水面的浮垫上种植植物，利用植物根部的吸收、吸附作用，

将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作为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加以利用，达到净化水体水质的目的。 

适用于富营养化程度较低、有机污染程度低的城市水体；适用于景观要求较高的城市水

体，宜与其它水质净化技术联合使用。 

b) 设计要求 

生态浮床的结构主要包括浮垫和植物，其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1) 浮垫 

浮垫应提供支撑植物及其生长基材的浮力，同时提供植物根系向水中生长的多孔空间。

一般选用比重小于水的轻质材料，包括聚乙烯、聚丙烯材料的浮板产品，也可根据需要自行

加工，如通过充填陶粒或其他轻质填料制作复合型浮垫。 

2)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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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垫上种植植物选择的原则与人工湿地相类似，一是净化能力强，二是当地适应性好。

一般应选择当地水体或滨岸带的适生种，且具有生长快、分株多、生物量大、根系发达的植

物，常见的去污能力较强的水生植物包括凤眼莲、满江红、水花生、芦苇、茭白、菱角、菹

草、金鱼藻等。 

c) 技术参数选择 

1） 常用的浮床框体材料有竹木、藤草、不锈钢管、PVC 管等； 

2） 普遍采用聚苯乙烯泡沫板作为浮床床体； 

3） 整个浮床往往由多个单体组装而成，每个浮床单体面积一般为 2~5 m2，以长方形和

菱形居多，也有三角形、六边蜂巢形以及环形等浮床单体； 

4） 生态浮床总面积覆盖水面的 25~30%为宜。 

9.2.7 水体局部净化增效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水体局部净化增效技术是利用水体的地势、水力条件、单元衔接部位的局部条件，通过

流道修整、吸附过滤介质充填、生物膜形成促进等措施强化局部的物化生化作用的技术。大

致包括局部水流增氧、局部吸附强化、局部生物强化这三类技术形式（图 4）。 

适用于城市景观水体的原位水质净化，尤其适用于水面衔接多样化的城市景观水体。 

 

图 4局部净化增效技术组合示意图 

b) 设计要求 

水体局部净化增效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1) 局部水流增氧宜设置在湖内存在水面高差的部位，尽量降低对原有湖体生态环境条

件的影响； 

2) 局部吸附强化设施的设置应尽量不影响城市水体的景观效果，并保证吸附填料层构

造稳定； 

3) 局部生物强化应保证构造稳定。 

c) 技术参数选择 

对于局部增氧，宜参照自然曝气的参数选择；对于局部吸附强化和局部生物强化，宜参

照水处理吸附设施和接触生物设施的参数选择。 

9.2.8 稳定塘的选择与应用宜参照以下规定： 

a) 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附近有天然池塘可以利用的低污染城市景观水体。 

b) 设计要求 

可根据进水水质选取适宜的稳定塘类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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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各类型稳定塘的进水水质要求 

类型 BOD5（mg/L） COD（mg/L） SS（mg/L） 

好氧塘 ≤30 ≤120 ≤30 

兼性塘 ≤300 ≤500 ≤400 

c) 技术参数选择宜参照以下规定： 

1) 好氧塘一般少于 3 座；好氧塘塘深一般较浅但应注意不宜过浅，在 0.5~1.5 m 之间

为宜，塘堤的超高为 0.6~1.0 m；单塘面积≤5000 m2；HRT 为 3~20 d，有机负荷率

为 10.0~20.0 gBOD5/m3/d； 

2) 兼性塘一般是 3~5 个或多至 7 个塘串联运行，单塘面积一般为 5000 m2；有效水深

一般为 1.0~2.0 m，塘堤的超高为 0.6~1.0 m；HRT 为 5~30 d，有机负荷率为 15.0~40.0 

gBOD5/m3/d。 

10 工程运行与维护 

10.1运行维护 

10.1.1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净化工程运行期间，合理科学地进行设备运行和工程维护等相关工

作。 

10.1.2 按时进行工程设备检查工作，对工程设备进行定期保养维护，及时清理设备中的外来

杂物，保持设备的安全、完整。发现设备出现问题时，应及时进行修理维护，以保障设备安

全正常的持续运行。 

10.1.3 对于部分种植有植物的生物生态技术，工程设备初运行时，如植被不稳定，需按时管

护，对长势较差的植物区进行补植，及时清理该区域的外来物种。 

10.1.4 宜进行植物收割工作，并将收割后的植物残骸妥善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0.1.5 防止人为破坏。工程设备的应用是对城市景观水体的一次干扰，设备建设完成后应防

止不合理利用等二次人为破坏。 

10.2工程监测 

10.2.1 工程运行期间，需对城市景观水体水质进行定期监测，考察技术实施对城市景观水体

水质的改善情况，以便对技术和工程设施进行及时调整。 

10.2.2 工程监测的内容宜包括 SS、高锰酸盐指数、DO、T、NH3-N、NO3-N、TP、HRT 八项

指标，如有其它控制指标，需增加该项指标。 

10.2.3 监测采样点设置应符合要求，须体现目标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现状。 

10.2.4 监测频率宜控制在每个月 1~2 次，至少保证每个季度 1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