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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工作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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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冯慕华、李文朝、陈开宁、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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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总体要求、工艺设计、运行与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江、河、湖、水库、池塘等天然水体和人工景观水体的仿生式过滤浓缩除

藻，可作为保护水域水体除藻的设计、运行与维护的技术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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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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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4581  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588  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导则 

HJ 897  水质 叶绿素 a 测定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办[2011]22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仿生过滤 bionic screen  

仿鲢鱼游弋于水面吞食过滤浮游生物的原理，在不添加任何药剂的条件下，利用蓝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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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的亲水胶体高粘滞特性，在无压条件下通过承载水流的动态渗透实现藻水分离的过程。 

3.2  

鳃式过滤器 gill-like screening system  

由密集排列并固定在可以调节倾斜度的框架上的利用仿生过滤原理制作的单元筛板构

成的过滤装置。 

3.3 

二次浓缩 secondary concentration 

应用摇振、压滤、离心等物理分离手段，浓缩鳃式过滤器过滤分离的浓藻水，得到含水

率较低的藻浆/藻泥的过程。 

3.4  

摇振筛浓缩 sloped vibrating screen  

应用小倾斜角度斜面筛，辅以轻微振动，浓缩鳃式过滤器获得的浓藻水，形成自由水含

水率小于 50%的浓藻浆。 

3.5  

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 bionic salvaging cyanobacteria equipment  

依据仿生过滤的原理，导流富集水面蓝藻，精确汲取富含蓝藻的表水层，以鳃式过滤器

为分离浓缩单元，组成集富集、汲取、分离、浓缩、储运于一体的机械式除藻设备。 

3.6  

智能导藻围隔 intellective guide enclosure  

由自动牵引系统与可充气上浮、排气隐匿的隐没式柔性围隔构成的可移动或固定拦挡导

流富集水面蓝藻的装置。 

3.7  

仿生式除藻装置 bionic salvaging cyanobacteria system 

由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和智能导藻围隔组成的除藻系统。 

4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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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设计总体原则 

4.1.1 科学性原则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方案的设计应依据保护水域蓝藻水华发生规律和分布特征确

定。 

4.1.2 生态优先原则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过程不应添加化学试剂，不破坏藻细胞、不产生二次污染、不影响

水生态；产出的纯藻浆宜产出高附加值产品。 

4.1.3 经济合理原则 

应根据保护水域面积和保护要求，遵循效率最大化、工艺最优化、经济合理的原则，设

计达到有效控制强度的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工程方案，以最小成本和能耗获得最佳控制效

果。 

4.2 应用边界条件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适用于以下条件： 

a) 蓝藻生长全过程除藻，包括春季复苏期低密度蓝藻清除、夏季水华暴发期应急除藻

和秋季衰亡期清除蓝藻种源； 

b) 新鲜藻体过滤分离。死亡腐烂蓝藻应直接抽至藻浆袋，不进行过滤分离； 

c) 风速小于 4m/s 的条件； 

d) 适用于水深大于 0.3 m 的水域，基本可以适用于各种水深环境。 

4.3 工程目标 

4.3.1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用于饮用水源地除藻时，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蓝

藻细胞密度宜< 2×107个/L；若饮用水厂控藻应急设施常态化运行，蓝藻细胞密度宜< 5×107

个/L；除藻后饮用水源地藻毒素含量应符合 GB5749-2006 的规定。 

4.3.2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用于蓝藻水华发生初期清除低密度蓝藻时，宜控制蓝藻细

胞密度< 5×107 个/L。 

4.3.3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用于生态修复区除藻控藻时，宜控制蓝藻细胞密度< 1×108

个/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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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实施流程 

实施流程一般包括： 

——蓝藻水华发生规律调查； 

——问题分析诊断； 

——治理目标确定； 

——除藻方案制定； 

——仿生式除藻作业； 

——蓝藻控制效应评估； 

——长效运行管理。 

5 工艺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应综合考虑保护水域蓝藻发生规律、发生频率、发生强度、

保护目标、水域面积、水域条件、建设投资、运维成本、藻浆处理等因素，并通过技术经济

比选确定适宜的方案。 

5.1.2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和智能导藻围隔的运行方式，应根据蓝藻强度、风速、风向

等确定，可单独运行、联合运行、固定运行或移动运行等运行方式。 

5.1.3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可根据保护区的保护目标、控藻目的、蓝藻发生规律，设计

启动和停止的条件、运行时间段、运行频率和作业强度。 

5.1.4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宜高效、经济、环保，仿生式除藻装置操作简便、运行能耗

低、寿命长。 

5.2 工艺流程 

5.2.1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通过智能挡藻围隔拦挡导流富集水面蓝藻，精准分离富含蓝

藻水层，汲藻泵管系统汲取含藻水，鳃式过滤器进行藻水分离滤除大部分水分，再经摇振筛

等浓缩设备二次浓缩成藻浆，袋装后拖运。工艺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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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工艺流程 

5.2.2 根据处理目标，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可设计成船载式、固定式、陆上机动式等

多种结构和运行方式。 

5.3 工艺单元设计要求 

5.3.1 智能挡藻导流围隔 

5.3.1.1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宜采用智能挡藻导流围隔导流富集水面蓝藻，提高仿生

式除藻设备除藻效率。智能挡藻导流围隔排气盘卷收纳，充气运行围隔。可设计固定式和移

动式，固定式与水流方向固定一定夹角导流富集蓝藻；移动式通过自动牵引系统移动导藻或

变换角度导藻。 

5.3.1.2 智能导藻围隔浮体直径具有不同尺寸，一般为200 mm、300 mm、350 mm、400 mm

等型号，应根据控制目标、蓝藻强度、水流特征、风浪条件等因素进行选择，蓝藻强度高，

风浪大的区域选择直径大的浮体。 

5.3.1.3 智能导藻围隔墙体滤布材料，可根据保护目标、气候条件、风浪条件、泥沙沉积量、

蓝藻强度、使用寿命、拦截率等因素进行选择，一般具有橡胶、涤纶、丙纶、滤网等材料。 

5.3.1.4 智能导藻围隔宜双向排藻，充排气响应快，便于水流交换和躲避风浪，有效应对冰

冻和台风天气，延长使用寿命。 

5.3.2 富藻水层分离与汲取 

5.3.2.1应采用可调节汲取深度的分离铲，精准分离富藻水层。 

5.3.2.2应采用可分别控制流量的多分支汲藻泵系统汲取藻水，满足不同处理需求。 

5.3.3 鳃式过滤器过滤藻水 

5.3.3.1 鳃式过滤器筛绢应选择高亲水性、抗菌、不易堵塞的材料。 

5.3.3.2 鳃式过滤器筛绢孔径宜根据过滤藻类团粒直径进行选择。 

5.3.3.3 鳃式过滤器单元筛板应放置在可调节倾斜度的框架上，根据过滤藻水的流量、浓

度、过滤速度进行倾斜度调整。 

智能围隔

挡藻 

富藻水层精

准分离 

汲取富藻

水 

鳃式过滤器

分离藻水 

二次浓

缩 

藻浆收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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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4 鳃式过滤器单元筛处理能力宜大于 10 m3/m2/h，单元筛板的数量宜根据除藻设备处

理能力需求设计。 

5.3.3.5 鳃式过滤器根据平台面积，安装一组或多组。 

5.3.3.6 鳃式过滤器根据需要，选择安装自动清洗组件。 

5.3.4 二级浓缩 

应根据处理藻类特点和产出物浓度要求，设计二级浓缩系统，可采用摇振、离心、板筛

压滤等浓缩方式。 

5.3.5 藻浆收集贮运 

5.3.5.1 应根据产出藻浆浓度特点和后续处理需求，设计产出物储运方式。含水率较大的藻

浆，可采用藻浆泵灌装到藻浆囊袋；含水率小的藻泥，可存放在藻泥袋中。 

5.3.5.2藻浆囊袋和藻泥袋体积应根据除藻量和储运周期设计。 

5.3.6平台设计与动力配置 

5.3.6.1 仿生式除藻装置宜采用吃水浅、抗风浪、高稳定性的水上工作平台，吃水深度尽可

能浅（<50 cm），具有浅水作业适应性，并且满足蓝藻清除设备的空间、载荷和动力要求。 

5.3.6.2 仿生式除藻装置配备动力，主要为设备推进系统、汲藻系统和二次浓缩系统提供动

力，实现设备移动作业除藻和固定除藻。可选择柴油发电机、锂电池、交流电等多种形式。

其配电系统应附合 GB 50052 和 GB50055 的相关规定。 

5.4 工艺选择 

5.4.1 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的规模、处理能力和运行方式应根据保护水域的保护目标、

环境功能、生态类型、蓝藻水华发生频率和强度、水域面积、环境条件等确定。 

5.4.2 智能导藻围隔的材料、布设方式和运行方式应根据保护水域的气候条件、通航情况、

保护区域内外水质条件、水流特征、蓝藻强度等因素确定 

5.4.3 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的处理能力应根据处理水量、处理面积选择。单套处理能力

宜为300 m3/h、500 m3/h和1000 m3/h。其中： 

a）单套处理能力300 m3/h的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适用于河道、城市小型湖泊、水塘

等小水体除藻，每小时除藻面积为1公顷。 

b）单套处理能力500 m3/h的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适用于中大型湖泊、水库，每小时

除藻面积为2公顷。 

c）单套处理能力1000 m3/h的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适用于中大型湖泊、水库，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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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除藻面积为4公顷。 

d）对于湖库水源地蓝藻密度高强度控制，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台数按蓝藻发生面

积0.5平方公里/台设计，根据实际蓝藻发生规律和保护目标进行调整。 

e）对于蓝藻水华发生早期和蓝藻水华治理后期（生态修复期）的湖泊低密度蓝藻控制，

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台数按蓝藻发生面积3平方公里/台设计，根据实际蓝藻发生规律和

保护目标进行调整。 

f）对于蓝藻水华爆发期的水体应急控藻，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台数适当增加，按

0.5平方公里/台进行设计，根据实际蓝藻发生规律和保护目标进行调整。 

5.4.4 仿生式除藻装置根据风速条件确定除藻运行方式，具体如下： 

a）风速小于一级风时，宜采用移动除藻； 

b）风速小于二级风时，宜采用固定除藻； 

c）智能导藻围隔布设与风向成一定夹角（最佳角度为 120°或 60°），有利于导流富集蓝

藻； 

d）固定除藻模式下，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在围隔蓝藻聚集端除藻。 

6 藻浆处置 

6.1 藻浆可直接外运焚烧处理或制作沼气。 

6.2 藻浆可储存在藻浆袋中进行初期发酵作为农田、林地肥料使用。 

6.3 新鲜蓝藻可用于制备高附加值产品，例如鱼饲料、生物塑料、藻蓝蛋白、藻毒素等产品。 

6.4 藻浆外运时应按 GB 34330、GB 18599 和 HJ 588 进行处理和处置。 

7 控藻效果监测 

7.1 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时，同步监测保护区浮游植物数量、chl.a、总氮、总磷、透明度等，

作业区连续除藻情况下监测频次宜为每周一次，不连续除藻每次除藻作业前后取样分析。全

湖区每月监测一次。监测结果可指导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有条件的可设置在线监测系统。

采样和分析方法遵守 GB/T 14581、HJ/T 91、HJ 897 的规定。 

7. 2 根据保护区的保护目标确定控藻目标，饮用水源地控藻强度需保证水厂出水污染物含

量不超出 GB 5749 的规定，其它湖库控藻强度需要达到 GB 3838 的要求。控藻对水环境的

影响按《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试行）》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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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管理 

8.1 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 

8.1.1 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启动和结束时间，根据保护目标、蓝藻强度、蓝藻发生规律等决

定。 

a）春季复苏期除藻，清除增殖蓝藻数量，减轻蓝藻水华发生强度。水面出现蓝藻颗粒

时启动除藻装置，以在保护水域完全除藻作业一遍为一个运行周期，控制蓝藻密度低于保护

目标。 

b）夏季爆发期应急除藻，控制蓝藻水华发生灾害。蓝藻水华发生期为常规作业，保护

水域内区反复除藻，直至蓝藻密度低于保护目标。 

c）秋季衰亡期除藻，清除冬眠蓝藻种源，降低复苏蓝藻数量，从根源控制蓝藻水华发

生。水面可见蓝藻时启动除藻装置，以在保护水域完全除藻作业一遍为一个运行周期，控制

蓝藻密度低于保护目标。 

8.1.2 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频率和工作强度，根据保护目标、蓝藻强度、蓝藻恢复增长速率、

设备台数等因素来决定。当蓝藻密度低于 108细胞数/L，以水面不出现可见蓝藻聚集条带为

清除目标；蓝藻密度高于 108 细胞数/L，持续除藻，以消除水面蓝藻水华现象为清除目标。 

8.2 仿生式除藻装置管理 

8.2.1 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的作业系统使用结束后原位喷水清洗，连续作业时每班时

清洗一次。其它设备按照要求进行常规保养。 

8.2.2 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的过滤筛网破损时需要更换，电路元件出现老化时需要更换，

其它部件和设备在 10 年使用期内无需更换，出现故障时需要检修。 

8.2.3 智能导藻围隔浮体根据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同。定期检查浮体漏气情况，及时修补

或更换浮体。 

8.2.4 特殊气象条件下运行管理。在台风期、冰冻期、无需在水面拦挡蓝藻期间，排气隐匿，

隐匿期需要防止渔民打鱼破坏；在需要使用时充气上浮，上浮期间检查浮体漏气情况，及时

进行修补。 

8.2.5 根据除藻设备型号不同，每台设备配备经过专业培训的驾驶员、技师、操作人员 3-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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