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编制组 

2021年 7 月 

 

 

 

 

 



 

项目名称：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 

项目来源：2020 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第二批） 

参编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重庆大学。 

参编人员：李倩、王晓昌、陈荣、宋佳、郑于聪、何强、陈一。 

编制组联系人：李倩 18189100029 



I 

 

 

 

目  次 

1 任务来源 .............................................................................................................................................. 1 

2 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 1 

2.1 研究背景 ............................................................................................................................ 1 

2.2 指南制定的必要性 ............................................................................................................ 2 

3 主要工作过程 ...................................................................................................................................... 3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 4 

4.1 城市水体水质评价标准国内外相关研究 ........................................................................ 4 

4.2 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国内外相关研究 ........................................................................ 5 

5 制订指南的基本情况 .......................................................................................................................... 6 

5.1 指南的主要内容 ................................................................................................................ 6 

5.2 指南的法律地位与作用 .................................................................................................... 6 

5.3 编制指南的基本原则 ......................................................................................................... 7 

5.4 拟采用的方法 .................................................................................................................... 7 

5.5 技术路线 ............................................................................................................................ 7 

5.6 指南框架结构 .................................................................................................................... 8 

6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 8 

6.1 指南适用范围说明 ............................................................................................................. 8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8 

6.3 术语及定义说明 ................................................................................................................. 9 

6.4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的总体思路 .............................................................................. 10 

6.5 城市景观水体控制因子确定说明 .................................................................................. 10 

6.6 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的选择要求 ............................................................................... 11 

6.7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的要求 ............................................................................... 11 

6.8 工程运行与维护 ............................................................................................................... 12 

7 标准实施建议 ..................................................................................................................................... 12 

附表 A .................................................................................................................................................... 13 

A.1 国内外水体水质标准对比 ............................................................................................. 13 

A.2 景观水体水质指标 ......................................................................................................... 14 

A.3 景观水体水质指标体系和控制标准 ............................................................................. 16 

 

  



1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简称水专项）“流域水污染治理与水体修复技术集

成与应用”项目（2017ZX07401）（以下简称项目）一共由四个课题组成，分别是“城镇生

活综合污染控制技术集成与应用”（2017ZX07401001）（以下简称课题一）、“农业面源污

染控制治理技术集成与应用”（2017ZX07401002）（以下简称课题二）、“受损水体修复技

术集成与应用”（2017ZX07401003）（以下简称课题三）、“流域（区域）水污染治理模式

与技术路线图”（2017ZX07401004）（以下简称课题四），其中，课题三设置“城市受损水

体修复技术集成与应用”子课题（2017ZX07401003-04）（以下简称子课题四），子课题四

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重庆大学负责，其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研究目标包括“针对我国典

型城市受损水体修复和水质改善需求，评估验证污染源阻断与削减、水文水动力调控、水体

水质提升及水体生态恢复等水体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突破受损城市受损水体生境改善及水生

植物群落规模化修复技术，形成我国城市受损水体修复系列化技术，提出城市受损水体修复

工艺包与技术模式；制定城市受损水体修复标准化技术指南和导则。为我国城市受损水体修

复提供技术支撑。” 

2020 年，经申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负责承担《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的主要编制工作，重庆大学作为参编单位参与编制工作。本指南规定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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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指南适用于

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改善，其他水体的水质提升（改善）可以参考使用。 

2 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 研究背景 

2.1.1 我国城市水环境污染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国家，水资源形势严峻，同时由于地域辽阔，水资源无论是在

时间还是空间上分布极不均衡，江南地区在全国占地 1/3 的情况下，拥有全国 4/5 的水资源

量，同时不同地区降雨全年分布不一，北部和西部的降雨多分布在 6 月至 9 月，占全年降雨

量的 70%左右。除了人口问题，导致我国水资源短缺的最大因素是水污染问题。由于现代社

会发展中较高的水资源需求，“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促使人类对水资源进

行无底线的掠夺和开发，同时大量的生活生产垃圾源源不断的排入水体当中，导致水体污染

严重，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命

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工业排放和城市生活污水的不断

增加使我国许多城市水体承受了巨大的环境压力，根据《2019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

据显示，全国地表水监测的 1931 个水质断面（点位）中，Ⅰ～Ⅲ类比例为 74.9%，劣Ⅴ类比

例为 3.4%，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

河、西南诸河监测的 1610 个水质断面中，Ⅰ～Ⅲ类占 79.1%，劣Ⅴ类占 6.9%。其中西北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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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和长江流域水质为优，珠江流域水质良好，黄河、松花江、淮河、辽

河和海河流域为轻度污染。同时，根据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地

表水环境功能对应的水质保护目标，国家生态环境部对十大流域及重点湖（库）的水质进行

检测，在我国 110 个重点监测水质的湖泊（水库）中，Ⅰ～Ⅲ类水质的湖泊（水库）占 69.1%，

劣Ⅴ类仅有 8 个，占 7.3%。 

而对于城市水体而言，部分学者通过对全国大部分城市河流、城市湖泊进行现场调研和

资料调研发现，在 189 个城市景观水体中，V 类和劣 V 类的水体百分比高达 60%，IV 类和

III 类水体百分比均为 20%。调研的水体中 94%存在富营养化现象，其中 76%达到了中度以

上富营养化，7%已出现黑臭。同时，据报道，我国 90%的公园水体受到污染，有机物、氮、

磷等指标，大多数达不到地表水 IV 类标准。在开展营养监测的 52 个公园湖泊中，中营养的

13 个，占 25%；轻度富营养的 16 个，占 30.8%；中度富营养的 18 个，占 34.6%；重度富营

养的 5 个，占 9.6%。纵观我国城市水体，大面积水体高氮现象极易引发富营养化问题，给

人们生活、生产及饮水安全带来严重的影响和破坏，同时，一些城市也处于“有水皆污”的环

境现状，未来水环境形势显得异常严峻。 

2.1.2 城市景观水体修复现状 

随着城市居民对城市景观水体需求的不断提升，以及政府的重视。“十一五”、“十二

五”期间，我国在城市景观水体治理及生态修复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包

括城市水体在内的整个水环境都出现了部分好转的势头，但是由于许多技术尚不成熟、缺乏

针对不同水体的技术集成体系、工程化水平低等原因，使我国城市水体水污染的严重形势尚

没有根本扭转。城市景观水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任务十分艰巨。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不断重视和加强水污染治理方面的工作，通过“六五”、“七五”、

“八五”、“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十五”水科技专项（863），使我国在水环境总

量控制技术、污水处理、水体生态恢复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对于受人为活动影

响密切的城市景观水体，在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等点污染源逐步得到控制后，城市地表

径流净化和城市河流水体生境改善成为城市景观水体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的重要环节。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水专项围绕着城市水体水质改善及生态修复，突破了污染源

阻断与削减、水文水动力调控、水体物化净化、以及水体生物净化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并在

多个城市开展了技术验证与示范。 

同时，国家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和“水十条”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城市水体的治理及生态修复已成为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重点任务之一。然而由于城市水体水污染成因复杂，虽然城市水体在内的整个水环境都

出现了部分好转的势头，但是许多修复技术尚不成熟，工程化水平低，缺乏针对不同水体的

技术集成体系，水体修复技术方面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城市水体修复技术支撑尚比

较薄弱。 

综合来看，一方面，目前我国城市水体污染现象严重，富营养化现象和黑臭问题层出不

穷，严重威胁居民身心健康，城市水体受损问题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另一方面，

我国已经研发的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虽然有很多，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凝练，目前，仍需

要将这些技术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并进行评估，凝练不同受损程度城市景观水体的生态修复

成套技术，综合集成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体系，更好地支撑共性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应用。 

2.2 指南制定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水

体已经成为人居环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良好的城市景观水体不仅仅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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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谐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可以增添城市内的水汽循环，实现小气候的调节作用。 

城市景观水体主要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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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水体作为重要的自然因素，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及景观多样

性和物种多样性维系的基本要素，也是公众亲水娱乐、亲近大自然的重要场所，具有极高的

景观价值、生态价值和娱乐价值。城市景观水体一般具有水域面积小、水深较浅、与人居环

境紧密联系、环境容量小、易受污染等特点。城市水体与居民日常生活和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其破坏和污染不仅会影响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制约着整个城市的

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景观水体数量逐年增多，且在城市生态环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人将

依靠或依赖水体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作为日常娱乐放松的一部分，如划船、垂钓等。但是由

于城市景观水体多为静止或流动性差的封闭缓流水体，一般具有水域面积小、水环境容量小、

水体自净能力低等特点，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水体污染。当进入水体的污染物超过其自净能

力时，水体会呈现出悬浮物增多、浊度增大、透明度下降的状态，且这种状态会持续加剧。

特别是在温度较高时，进入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会导致藻类大量繁殖，水中溶解氧下降，

水体呈现出令人不适的颜色，散发令人不愉快的气味，甚至发生黑臭等现象，致使水体失去

观赏功能。城市水体的水质污染极易对人体、城市水体生态环境以及城市水体景观功能产生

不好的影响，危害很大，不仅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对水体内水生动植物繁殖和种

群分布等生态结构产生极大影响，严重破坏水体生态环境系统从而影响城市水体的景观效

果，也会危害与水体直接接触人群的健康。 

由于我国城市水体受污染程度不同，城市景观水体既有重污染的黑臭水体，还有轻度污

染的富营养化水体，也有水质状况相对较好，但需要进一步维持其生态健康条件，提升景观

功能的水体。城市景观水体不同于大江大河，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有其独特的特点。城市

景观水体大多流动性较差，复氧能力较低，就导致水体自净能力较低，因此，城市景观水体

更容易受到污染，同时也大大加大了其水质修复的难度。 

城市景观水体是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具有河湖应具备的防洪调蓄、水源储

备、生态调节等水体功能，但从城市水环境改善的角度，其景观功能最为重要。如何保证

城市水体的景观功能、修复受损水体水质是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为了规范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推动城市景观水体治理的规范化，本指南拟参考各个

国家的相关标准或法规，在我国现行的城市景观水体水质评价和水质修复技术的基础上，制

定城市景观水体水质修复的基本要求及其评价指标和方法等。该指南对于指导和规范城市水

体建设与运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期降低人民与水体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程的健康风险，保

障人体健康，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该指南的建立将带动城市景观

水体修复相关环保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3 主要工作过程 

项目承担单位组织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标准编制组成员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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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起

草技术指南，在前期研究、文献资料分析和调研的基础上，编制组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并进

行专家咨询，历经初稿、立项稿、讨论稿，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及编

制说明。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编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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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成立标准体系工作组和编制组。 

2020年 1月～5月，编制组基于“十一五”和“十二五”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科

技专项研究成果，开展前期文献资料收集与调研工作，总结城市景观水体水质评价和水质

改善技术的相关问题，形成指南编制大纲，启动指南编制工作。 

（2）专题研究，完成指南初稿 

2020 年 6 月～8 月 ，编制组针对指南主题内容开展相关景观水体水质评价和水质改善

技术研究，完成指南（初稿）编制，同时开展了指南编制说明的编制工作。 

（3）立项申请 

2020年 8月 9日，编制组召开指南（立项稿）立项评审会（视频会议），并就指南存

在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主要问题包括：明确界定指南的边界问题；建议优化团体标准的

名称、内容范围、章节设置；建议完善团体标准的技术内容，规范格式和语言等。 

2020年 9月～12 月：标准编制组召开编制工作研讨会，编制组经过多次课题组内部研

讨会，就指南中的问题，完善标准编制。  

2020年 12月 3日，通过 2020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第二批）立项。 

（4）形成导则征求意见稿 

2021年 1月～4月：编制组召开专家咨询会，进一步完善指南内容，完成指南（讨论

稿）。其中主要具体问题包括：核实引用文件；城市景观水体、景观水质的定义不准确；

删除较为常见的定义；部分表述的使用不够严谨，包括“不得”、“不应”、“不能”、

“宜”等；部分标题不太适宜，需修改；技术的分类需再考虑；指南中出现的新名词需定

义；陈述性内容太多，过于重复，建议精简；建议规范标准语言等。 

2021年 6月：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通过修改和内部讨论，形成指南（征求意见稿）

及编制说明。 

（5）提交征求意见稿 

2021年 7月：向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提交指南（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4.1 城市水体水质评价标准国内外相关研究 

国内外关于水质评价的标准有很多（附表 A.1），我国现行标准是 2002 年发布的《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美国的有清洁水法案（Clean Water Act）和水质标准

法规（Water Quality Standards Regulation， 40 CFR 131）2000 年，ANZECC（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Council）和 ARMCANZ（Agricultur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Council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发布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淡水和海水水

质准则》（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Guide lines for Fresh and Marine Water Quality）。 

对于城市景观水体，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标准（附表 A.2、A.3）。我国曾制定了《景观

娱乐用水水质标准》（GB12941-91），但该标准已于 2004 年废止，目前仅有《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要求一般景观功能水体应达到 V 类水质；美国没有专门的景观娱乐水体水质标

准，但各州的水质标准中会针对景观娱乐功能提出相关要求；日本的水环境质量标准也对景

观水体的水质要求作出了规定。以上的标准对景观水体的水质要求均考虑到维持水生生物生

存的基本要求，因此包含较多的水质指标，甚至包括有毒有害物质指标（如我国水质标准中

的重金属指标）。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制定了专门的景观娱乐水体水质标准，并对景观

功能的水质要求作出了相关规定，主要关注感官指标，如色、臭、味、透明度等，基本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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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水质指标。参考附表 A.3，可以看出，在各个国家的水质标准中，除透明度为数值型

指标外，其它水质指标是描述性指标。在此基础上，附表 A.3 还同时给出了景观水体的水质

控制基准和不同保护水平下的水质控制标准。对于透明度指标，高保护水平下的水质控制标

准选取了娱乐水体的透明度要求，因此，是偏于严格的。基于现有国内外相关水质标准建立

的景观水体水质控制标准以描述性指标为主，这种非量化的水质控制标准对于目前我国水质

状况较差的城市内湖管理而言，缺乏可操作性。 

同时，我国现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根据水体功能将地表水划

分为 I~V 类。对于城市景观水体，若将其定位为“一般景观要求水域”，应执行地表水 V 类

标准；若定义为“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则应执行地表水 IV 类标准。然而在多数

情况下，我国城市水体的补水水质很难达到地表水 IV 类，加之水体本身的自净能力有限，

维持 IV 类水质更为困难。因此按照现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来评价城市水体水质并确定水

质控制目标是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除了水质评价标准外，富营养化问题也是水体评价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自

本世纪初起，美国、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初步建立了本国湖泊富营养化控制标准体系，积

累了丰富的富营养化标准研究方法。而当前我国的湖泊营养物基准与标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主要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方法开展了初步研究。对富营养化的评价，近大半个

世纪以来，国内外专家吉村、沃伦维德、卡森、合田键等人先后提出了特征法、参数法、营

养状态指数法、图解法和生物评价法等多种广泛应用的评价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湖泊进行

富营养化分级。本指南针对的是城市景观水体，单单依靠水质标准很难定义，需要综合考虑

水质问题和富营养化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标准考虑了常规水体的水质要求，并未根据城市景观水体的自身

的水体特点对其做出具体的水质要求，为此，水专项课题在全国城市内湖现状调研和深入分

析的基础上，研究建立的“城市内湖景观水质评价综合指标”，可以作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和富营养化状态评价的重要补充，填补了城市景观水体水质要求的空白，可为城市内湖景观

水质保障目标的确立提供理论判据。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要求是进行城市景观水体水质修复的前提，只有明确了对水质的要求，

才能进一步对超标的水质指标进行相关的修复技术的选择和实施。 

4.2 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国内外相关研究 

针对城市景观水体污染问题，各个国家也开展了相关修复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国外在城

市水污染治理方面开始的较早，最初，水体修复技术以单一的物理化学技术为主，采用底泥

疏浚技术进行内源污染的治理，建造硬质驳岸来削减面源污染，投加化学药剂进行污染物的

去除。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首次提出“近自然生态法”，利用生态技术进行城市河流修复；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也相继在城市水体治理工程中应用生态护岸等技

术，现已达到较高水平。欧美国家的城市水环境大多已经经历过从重污染到轻污染的过程，

因而最近二十五年间，发达国家的城镇水体大多处于轻污染状态，随着城市水体修复技术的

深入研究，城市水体修复技术更加注重使用生物生态类技术。在多数国外水体治理工程中，

尽量避免了人造工程对水体的影响，且往往采用原位处理的方式进行。其常用的富营养化控

制技术主要包括生态浮床、曝气复氧、人工湿地、微藻技术和磷沉淀等。 

我国在城市水体修复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早期的城镇水体处理工程中，多使用物理、

化学等见效快、效果好的技术，但水体容易再次回到污染状态。近年来，国内对城市水体的

治理逐渐减少了使用引水冲污、机械除藻、化学修复等传统物理/化学方式，转而开始使用

微生物修复、水生动植物修复等生物-生态修复技术，从生态学的角度按照自然界自身循环

规律来完成水质提升。近年来，国内生物-生态类技术发展较快，是我国主要的水质改善技

术。现阶段，我国在水体修复工程中主要是多种技术组合使用。 



6 

 

目前，我国的城市水体修复技术发展很快，其应用广泛，但是这些修复技术缺乏较为体

系的总结，相关技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凝练，同时针对不同受损程度的城市景观水体，需更

具有针对性的进行修复技术的选择，总结不同受损程度的城市景观水体的修复成套技术，综

合集成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体系，更好地支撑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应用。 

5 制订指南的基本情况 

5.1 指南的主要内容 

城市水体处于人口密度高和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大的城市区域，其形态、水文、水质和生

态等通常表现出与流域天然水体显著不同的特征。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水

平下，对于城市河湖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湖库的一般要求并

不现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大量人工营造的景观水体在内城市河湖通常不具备

良好的天然补水条件，从而需要通过人工补水维持水体水量和更新条件。然而，由于各地城

市普遍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利用优质的水源水进行城市水体补水往往非常困难，在不少

城市，采用再生水等水质远低于天然水的非常规水资源进行城市水体补水已比较普遍。在这

种情况下，统一要求城市水体达到地表水质量标准势必限制了各地城市，尤其是缺水城市推

进水环境建设。为此，很有必要根据城市水体的环境功能来研究确立其水质目标和保障措施。

为指导和规范城市水体建设与运行管理，恢复与提升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改善城市水环境质

量，特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从城市景观水体的景观功能出发，首先，明确提出对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要求，

通过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对城市景观水体进行水质评价，判断城市景观水体中的控制因子

及其输入来源，依据控制因子选择合适的水质提升技术并建设相应工程，最后，对建成工程

进行合理的维护和监测，最终实现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提升。其中，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

技术主要分为水力调控技术、污染源阻断技术和水质改善技术三类技术，水力调控技术主要

是通过调节水体的水力条件从而达到提升水质的作用，主要包括补水技术和水力循环技术，

一般适用于轻度污染的城市景观水体；污染源阻断技术主要是通过对减少污染源对水体主要

控制因子污染物的输入从而达到提升水质的作用，主要包括外源阻断技术和内源治理技术，

前者主要适用于雨水径流量大地区的城市景观水体，而后者主要适用于内源污染严重的城市

景观水体。水质改善技术主要是减少水体自身的控制因子负荷从而达到提升水质的作用，主

要分为物理化学技术和生物生态技术，物理化学技术包括砂滤技术、增氧曝气技术和机械除

藻技术；生物生态技术包括生物接触氧化技术、砾石床技术、内生碳源利用生物过滤技术、

人工湿地技术、生物挂膜技术、浮床植物净化技术、水体局部净化增效技术和稳定塘技术，

各种技术去除的主要污染物各不相同。 

本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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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适用于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改善，其

他水体的水质提升（改善）可以参考使用。 

5.2 指南的法律地位与作用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关于“防治污染和其

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组织开展江河、湖泊、湿地保护与修

复，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水源涵养林、沿河沿湖植被缓冲带和隔离带等生态环境治理

与保护工程，整治黑臭水体，提高流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等相关法律法规条款，规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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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的技术选择，促进景观水体水质改善，制定本指南。本指南以城市景

观水体的景观功能保障为主要目标，规定了城市景观水体控制因子的确定方法，总结了城

市水体景观水质保障的适用技术，可为我国城市水环境改善技术的规范化提供科技支撑。 

5.3 编制指南的基本原则 

本指南按照《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和规定，确定标准的组

成要素。 

（1）政策相符原则。指南编制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2）全面覆盖原则。指南应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标准的经验，适用范围应

涵盖水专项领域布局中水体评价和水体修复等几大领域所涉及的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的

综合评估。 

（3）客观公正原则。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的筛选、评估工作等应保持科学、客观、

公正。 

（4）动态调整原则。指南应该依据国家环境管理工作需要和技术发展适时进行修订调

整。 

（5）可操作性原则。指南应充分考虑我国城市景观水体水质特点、技术的可操作性及

经济性。 

5.4 拟采用的方法 

5.4.1 文献调研 

通过文献调研和资料收集，研究国内外城市景观水体相关的水质评价的方法以及相关

水质改善技术的使用情况，总结城市景观水体的基本水质要求，归纳各种水质改善技术的适

用范围和相关技术参数，明确标准的技术路线。 

5.4.2 公众参与 

鉴于城市景观水体距居民距离较近，公众参与对标准的制定至关重要，应广泛收集社会

各界包括居民群众的意见，将其纳入到城市景观水体水质评价当中去，通过群众的力量和积

极性，尽可能完善本指南，使其能够符合和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 

5.4.3 专家咨询 

咨询水处理、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环保、水利、住建等部门的管理人员，总

结多年来城市景观水体水质修复上的经验，确定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工艺设计和维护

的基本注意事项，组织多学科、多部门的研讨会，对标准文本进行咨询论证，在充分吸收专

家意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标准的文本。 

5.5 技术路线 

 

 

 

 

 

 

 

 

 

 

 

成立标准编制组 

相关文献调研与资料收集、公众调研 

开题论证 

总结意见，完成初稿 

标准管理部门组织征求意见 

专家咨询，完善内容 

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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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5.6 指南框架结构 

根据指南编写规范，《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主要由以下 7 个部分内容构

成，具体如下： 

（1）前言：对指南涉及的参照标准、组织制订单位、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等相关问

题进行简单描述。 

（2）适用范围：本指南的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3）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指南中引用的标准、规范等。 

（4）术语和定义：本指南中关键词语的解释，主要包括城市景观水体、景观水质、城

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富营养化等。 

（5）总体要求：城市景观水体水质保障的一般要求和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流程。 

（6）城市景观水体控制因子的确定：城市景观水体水质评价、控制因子的确定方法和

计算。 

（7）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选择：技术选择的原则和水质保持对策。 

（8）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技术的适用范围、设计要求和技术参数。 

（9）工程运行与维护：工程运行维护和工程监测。 

6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指南适用范围说明 

城市景观水体是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此类水体通常缺乏良好的天然补水和排泄

条件，且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大，水污染问题具有其特殊性。为此，“十一五”及“十二五”

期间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设置了多项研究课题，开展了针对此类水体水质

改善的理论与技术研究。 

目前，这些技术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凝练和系统的总结，对此，本指南提出了城市景观

水体水质提升的总体要求和其水质控制要求，梳理并筛选了较为成熟的水质提升技术，规定

了不同受损程度的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修复办法，为城市水体水质改善提供支持。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出了在本文件中参考的我国现行的与城市景观水体水质要求和技术有一定关

系的规章、标准、技术规范等规范性文件。 

汇总处理意见 

完善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形成送审稿 

标准管理部门组织技术审查 

完善送审稿并形成报批稿及编制说明 

标准管理部门对标准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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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术语及定义说明 

本部分为执行本指南制定的专门术语和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进行定义，包括城市景观水

体、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原位水质净化、旁路处理 4 个关键术语。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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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定义参考以下文献： 

（1）2018 年由陈荣、吴鹍、李倩编著的《城市景观水体富营养化特性及营养物作用机

制》对“城市景观水体”的定义为：在城市中天然形成或人工建造的、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

的水体，包括：湖泊、河道、水池等。 

（2）2019 年由国际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发布的《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8918-2019）对“景观环境用水”的定义为：满足景观环境功能需要的用水，即用

于营造和维持景观水体，湿地环境和各种水景构筑物的水的总称。 

（3）2019 年由国际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发布的《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8918-2019）对“水景类用水”的定义为：用于人造瀑布、喷泉等水景设施的用水。 

编制组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对“城市景观水体”、 “景观环境用水”和“水景类用水”

的定义，结合《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内容，确定“城市景观水体”的定义为：

城市建成区以及规划区范围内，以营造城市水环境景观，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亲水空间为

主要目的的地表水体。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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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定义参考以下文献： 

（1）十二五“城市内湖氮磷去除及富营养化控制技术研究”课题的成果中《城市内湖

富营养化控制和景观功能保障技术指南（建议稿）》对“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的定义为

以水体的视觉感官性状为着眼点进行城市内湖的景观功效评价，包括与水体感官性状密

切相关的悬浮物（SS）、有机物浓度（高锰酸盐指数）、溶解氧浓度（DO）、氨氮浓度

（NH3-N）、硝酸盐氮浓度（NO3-N）、总磷浓度（TP）和水力停留时间（HRT）等 7 

个因子。 

编制组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对“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的定义，结合《城市景观水体水

质提升技术指南》内容，确定“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的定义为：针对水体的景观效果，

表征其水质形状的功能指标，通常是与景观功能相关联的若干水质参数的组合，代表城市水

体的整体景观状态及维持该景观效果的能力，数值范围为 0~100。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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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定义参考以下文献： 

（1）水专项支撑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规范成果中《富营养化湖泊沉水植被生态修复

建模工程技术导则》“原位修复”的定义为：将受污染区域就地对污染物进行治理的方法。 

（2）2017 年由张淑敏、陈蓓蓓、侯伟昳发表的《微污染原水原位净化技术应用研究进

展》中对“原水原位净化技术”的定义为：在微污染水源地诸如具有水源功能的水库、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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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等地就地采取措施处理水体污染物，以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编制组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对“原位修复”和“原水原位水质净化”的定义，结合《城市

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内容，确定“原位水质净化”的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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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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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旁路处理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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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定义参考以下文献： 

（1）2019 年由范坡、秦少波发表的《城市黑臭水体旁路治理技术》中对“旁路治理技

术”的定义为：在水体周边区域设置适宜的处理设施，从污染最严重的区段抽取河水，经处

理设施净化后，排放至另一端，实现水体的净化的循环流动。 

（2）2007 年由温东辉、李璐发表的《以有机污染为主的河流治理技术研究进展》中对

“异地处理法”的定义为：对于污染严重或水量较大的河流，在河道附近设计拦截的管道工

程，将高污染径流水或河水引入临近的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再将处理水回流至河道补

充其生态水，或回用于适当的生产与生活之中。 

编制组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对“旁路治理技术”和“异地处理法”的定义，结合《城市景

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指南》内容，确定“旁路处理”的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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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的处理方法。 

6.4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的总体思路 

    通过梳理国内外的水质评价标准，从城市景观水体的景观功能出发，提出城市景观水体

水质提升的总体思路。首先，需明确提出对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要求，对城市景观水体进行

水质评价，判断城市景观水体中的控制因子，同时，对国内外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改善技术进

行归纳总结，分为水力调控技术、污染源阻断技术和水质改善技术三类技术，根据明确的控

制因子，在三类水质改善技术中选择适合的技术并建设相应工程，最后，对建成工程进行合

理的维护和监测，最终实现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改善。 

6.5 城市景观水体控制因子确定说明 

城市景观水体控制因子的确定，需先提出对城市景观水体的要求和相关的评价方法，城

市景观水体的评价应从城市水体的主要功能出发，不仅应关注水体的富营养化状态，还应对

水体的景观水质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价。水质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原则：评价体系应能全面反映被评估水体的综合情况，内容相对全面，对

于城市水体不仅仅需要考虑其水质指标的变化，其景观功能也应在评价体系中有所表达，以

保证城市水体评价的全面性。 

（2）科学性原则：整个水质评价过程应做到科学客观，尽可能以量化数值的方式更加

精准的描述被评估水体各个方面的特征，以对城市水体水质进行客观的评价，同时，通过量

化各个因素的评价基质可从中找出不达标的因素，为后续水质保障技术的选择提供依据。 

（3）实用性原则：可以测量、可以操作、可以比较、可以推广，在较长时间和较大范

围内均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4）差异化原则：不硬性要求使用评价体系中的所有因素指标，根据不同的城市水体

因地制宜的选择信息量足的因素指标。 

    基于城市水体的景观功能，其基本水质要求在于水体感官性状和卫生学性状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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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感官性状与其视觉和嗅觉效果相关，前者取决于水的清洁度，主要体现在水的浑浊度和

色度上；后者取决于水的嗅和味，无异嗅味是对水体的基本要求。水的浑浊度主要受水中悬

浮物浓度影响，包括无机悬浮固体和有机悬浮物（主要来源于藻类繁殖）；色度物质虽然包

括有机和无机成分，但对城市水体而言，一般不会受到工业废水影响，色度主要产生于藻类

繁殖带来的有机色度物质。湖水中影响藻类生长的因素很多，悬浮物浓度、有机物含量、营

养盐水平、溶解氧浓度、水体的流动与交换条件都有可能成为藻类繁殖的诱因。水的卫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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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pH 作为评价水的酸碱度的相关指标，也在城市水体的基本水质

要求之列。 

综上，结合 GB 3838、GB 18918 和 GB/T 1892，提出城市景观水体的基本水质要求。基

于以上对景观水体的水质要求，本指南采用了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该指标主要参考十二

五“城市内湖氮磷去除及富营养化控制技术研究”课题的中《城市内湖富营养化控制和景观

功能保障技术指南》成果，并进一步对其进行完善，该综合指标关联的 8 个参数均为独立变

量，即：温度（T）、溶解氧（DO）、悬浮固体（SS）、有机物（高锰酸盐指数）、氨氮（NH3-

N）、硝酸盐（NO3-N）、总磷（TP）。以上 8 个参数基本上反映出本指南对景观水体的水

质要求。同时，根据该城市水体景观功能指标可确定对景观水质影响最为严重或较严重的因

素，即控制因子，为后续的技术选择奠定基础。 

6.6 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的选择要求 

本条规定了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的选择原则、相关技术的选择和景观水体水质保障对

策。 

城市水体是城市规划区内的自然形成或人工营造的地表水体，可接纳降雨和自然径流，

因此具有防洪调蓄的功能。另一方面，城市河湖能积蓄与其容积相当的水量，在一定条件下

可提供绿化灌溉、道路降尘等环境用水，必要时也可提供消防用水，因此具有城市非饮用水

源储备的功能。然而，对多数城市而言，城市水体的主要功能是营造城市水环境景观，为市

民提供休闲娱乐的亲水空间，因此需要强调城市水体的景观功能。在上述三种环境功能中，

防洪调蓄功能和水源储备功能的发挥主要取决于水体的调蓄容量；景观功能的发挥则主要取

决于水质，对一般景观水体而言需要具备良好的水体感官性状，而对娱乐性水体而言考虑水

与人体接触的可能性，则须具备良好的卫生学性状。 

因此，本部分通过文献、现场调研、水专项成果等途径对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技术进行总

结归纳，从水力条件、污染源控制和水体自身水质改善三个方面对城市景观水体提出水质保

障措施。对于城市景观水体水质，应首先保证一定的水力条件用以强化水体自净能力，其中

水力条件部分规定了城市景观水体水源水量和水力条件的设置。城市景观水体的污染源对水

体水质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污染源控制方面规定了不同污染源的控制方法。除水力条件和污

染源外，应根据水体自身的污染情况，提出适当的水质改善技术，水体自身改善方面规定了

应用于水体本身的物理、化学、生物方法。 

针对不同的控制因子，可以根据以上 3 个方面选择适当的单独技术或组合技术，从而提

出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改善与保障主要技术对策。 

6.7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的要求 

参考相关文献、水专项中各种技术的应用实施等，根据污染源和技术特点，城市景观水

体水质提升技术主要分为三大类，包括水力调控技术、污染源阻断技术和水质改善技术，其

中水力调控技术分为补水技术和水体循环技术，补水技术包括补水增量技术，水体循环技术

包括水体循环技术和生态廊道导流技术，污染源阻断技术包括外源阻断技术和内源治理技

术，外源阻断技术包括雨水湿地技术和植草沟技术，内源治理技术包括底泥疏浚技术、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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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技术和原位钝化技术，水质改善技术包括物理化学技术和生物生态技术，生物生态技术

包括生物接触氧化技术、砾石床技术、内生碳源利用生物过滤技术、人工湿地技术、生物挂

膜技术、浮床植物净化技术、水体局部净化增效技术和稳定塘技术。 

本部分规定了以上各种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的技术适用范围、设计要求和技术

参数选择，通过参考文献、工程案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的适用范围部分规定了该技术

的适用的水体，设计要求部分规定了该技术的不同形式以及关键部分的设计选择要求，而技

术参数选择规定了该技术中部分关键参数的选择范围。 

6.8 工程运行与维护 

城市景观水体水质提升技术选择后，需进行相关的工程建设，同时之后的工程正常运行

与合理维护是保障良好的水质提升实施效果的重要前提。 

本部分规定了城市景观水体水质净化工程的运行维护和工程监测。 

运行维护主要包括工程设备的检查、植物的收割等。按时对工程设备进行检查工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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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种植有

植物的生物生态技术，工程设备刚运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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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根据技术需求进行植物收割工作，并将收割后的植物残骸妥善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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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监测主要是为了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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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运行期间，需对城市景观水体水质进行定期监测，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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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测的内容宜包括城市水体

景观功能指标中的 8 项指标（SS、高锰酸盐指数、DO、T、NH3-N、NO3-N、TP、HRT），

如有其它控制指标，需增加该项指标。监测频率宜控制在每个月 1~2 次，至少应保证每个季

度 1 次。 

7 标准实施建议 

本指南是为指导城市景观水体修复而编制的指南，是在我国现行的城市水体水质评价和

水质修复技术的基础上，制定城市水体水质修复的基本要求及其评价指标和方法等。适用于

城市景观水体的水质评估与恢复，以及相关恢复技术的选择，对指导和规范城市水体建设与

运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指南是由课题三提出、项目组指导，经多次讨论总结所得，不仅适用于项目组内部，

同时可推广至城市景观水体修复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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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 

（资料性） 

A.1 国内外水体水质标准对比 

水质指标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南非 

温度（℃） 人为造成的周平均最大温升

≤1°C，周平均最大温降≤2°C 

水生生物种类决定  人为造成的变化≤2°C，且
≤10% 

悬浮物（mg/L）  光合作用补偿深度 

减少≤10% 

2~50 人为造成的增长≤10% 

pH 6.0~9.0 6.5~9.0 6.0~9.0 人为造成的变化≤0.5，且
≤5% 

溶解氧（mg/L） 6.0 6.5~9.5c；5.5~6.0d 饱和度 80%~120% 饱和度 80%~120% 

硫化物（mg/L） 0.2 0.002 0.0005~0.0026 0.0002~0.00035 

活性氯（mg/L）  0.011 0.0004~0.013；
0.006~0.1b 

 

氨氮（mg/L） 0.5 0.04~16.1e 0.008~0.025a；0.32~2.3h  

总氮（mg/L） 0.5a 0.12~2.18b； 

0.10~1.27a 

0.13~1.2b； 

0.35~1.0a 

人为造成的增长≤15%，营

养水平不上升 

总磷（mg/L） 0.1b；0.025a 0.01~0.128b；
0.008~0.0375a 

0.01~0.1b； 

0.01~0.1a 

人为造成的增长≤15%，营

养水平不上升 

挥发性酚（mg/L） 0.002   0.03~0.06 

石油类（mg/L） 0.05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0.2  0.065~1.0  

铁（mg/L）  1.0 0.3 人为造成的变化≤10% 

铝（mg/L）  0.087j 0.0008i；0.027~0.15j 0.005~0.01i；0.01~0.0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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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mg/L） 5.0×10-5 7.7×10-4 6.0×10-5~5.4×10-3 4.0×10-5~8.0×10-5 

镉（mg/L） 5.0×10-3 2.5×10-4 6.0×10-5~8.0×10-4 1.5×10-4~8.0×10-4; 

7.0×10-5~3.4×10-4c 

铅（mg/L） 0.01 0.0025   

铬（mg/L） 0.05a 0.074f；0.011g 0.0033f；1.0×10-5~0.04g 0.012~0.024f；0.007~0.014g 

铜（mg/L） 1.0 0.0035~0.06 0.001~0.0025 0.0003~0.0028 

锌（mg/L） 1.0 0.12 0.0024~0.031 0.002~0.0036 

镍（mg/L）  0.052 0.008~0.017  

砷（mg/L） 0.05 0.15 0.001~0.36f； 

0.0008~0.14k 

0.01~0.02 

硒（mg/L） 0.01 0.005 0.005~0.034 0.002~0.005 

氰化物（mg/L） 0.05 0.0052 0.004~0.018 0.001~0.004 

氟化物（mg/L） 1.0   0.75~1.5 

注：a. 湖库；b. 河流；c. 冷水性鱼类；d. 温水性鱼类；e. 视温度、pH 和生物种类变化；f. 三价；g. 六价；h. 毒性范围；i. pH<6.5；j. 

pH>6.5；k. 五价。 

 

A.2 景观水体水质指标 

水质指标 
中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南非 
指标体系建

议 

水质问题 

感官愉悦 a b c 

色、臭、味  √ √ √ √  √ √ √ 

沉积物   √ √ √  √ √ √ 

漂浮物  √ √ √ √ √ √ √ √ 

油脂  √ √ √ √  √ √ √ 

滋扰生物   √  √  √ √ √ 

透明度  √  √   √ √ √ 

温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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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  √        

浊度   √ √      

pH √ √    √    

DO √ √ √   √    

BOD5 √ √    √    

高锰酸盐指数 √ √    √    

CODCr √         

氨氮 √ √        

非离子氨  √        

亚硝酸盐氮  √        

TN √  √   √    

TP √ √ √   √    

铁  √        

挥发酚 √ √        

石油类 √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 √        

硫化物 √         

粪大肠菌 √  √       

大肠埃希细菌   √       

肠球菌   √       

附着丝状藻       √   

叶绿素 a       √   

有毒有害物质 

铜、锌、氟化物、硒、

砷、汞、镉、铬、铅、氰

化物 

铜、锌、

镍 
       

注：a，《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 V 类；b，《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GB12941-91 中 C 类；c，根据美国各州标准汇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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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景观水体水质指标体系和控制标准 

水质指标 
国内外现有标准 

控制基准 
控制标准 

中国 a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南非 高保护水平 低保护水平 

色、臭、

味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自然的色、臭、味 自然的色、臭、味 不显著影响感官 

沉积物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无人为来源的沉积物 无人为来源的沉积物 不显著影响感官 

漂浮物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无人为来源的沉积物 无人为来源的沉积物 不显著影响感官 

油脂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无油脂 无油脂 不显著影响感官 

滋扰生物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描述性 无滋扰生物 无滋扰生物 不显著影响感官 

透明度(m) 0.5  1.2b   描述性 清澈或≥1.2 清澈或≥1.2 不显著影响感官 

  注：a，GB12941-91 中 C 类；b，针对娱乐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