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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促进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三“流域面源污染治理

与水体生态修复成套技术”成果凝练，构建生态修复技术标准体系。蓝藻水华控

制在我国湖泊河流等水体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该技术指南所依据的仿生式过

滤浓缩除藻技术和设备具有较为广泛的推广应用。为规范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

术应用，经申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负责承担《仿生式过滤浓缩

除藻技术指南》的编制工作。 

1.2 研究背景 

我国水体富营养化比较普遍，引起的蓝藻水华严重危及供水和生态环境。蓝

藻水华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有的除藻控藻技术和设备大多

作为蓝藻积聚成灾后的减灾措施，缺少适用于蓝藻水华发生早期、暴发期、治理

后期不同浓度蓝藻的全过程控制技术。比如太湖，从出现蓝藻水华到1990年梅梁

湾首次发生蓝藻灾害经过了40多年，如果能够及时进行预防性控制，就有可能阻

止或延缓蓝藻水华的发展。为了研发蓝藻水华全过程控制技术，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课题《巢湖水源保护区物理-生态净化与水质保障

技术及工程示范》课题研发了由大型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可隐没式智能蓝

藻防线技术、水中气幕拦污技术组成的湖泊水源地蓝藻灾害积极防御成套技术。

该项技术进行初步产业化推广，在我国多个省市重要湖库均有应用，在工程实践

中进行工艺优化、产品定型和产品升级。通过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十三五”课题《巢湖富营养化中长期治理方案和藻类水华全过程控制》课题对

该项技术开展技术验证，针对蓝藻水华全过程的早期防御、应急处置和常规运行

开展评估，并对控制效果、操作性能、处理能力、能耗、运行成本、环境效应等

性能进行评价，为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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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制组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讨论并确

定了开展标准编制工作的原则、程序、步骤和方法。标准编制组成员在前期仿

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研发、工程实践、技术验证和基础调研的基础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编制规则，形成了本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1）成立编制组，制定指南编制大纲 

2019年5月，对标准的编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确定了标准的基本大纲。

2019年12月，项目组召开了标准编制工作启动会，进行了团体标准立项情况的

汇报，进一步明确了指南的目标、框架与重点，完成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

技术指南》（初稿）。  

（2）标准立项 

2020 年3月~2020 年 5 月，编制组完成了本标准的开题和立项工作。在工

程实践、技术验证、现场调查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完成了《仿生式过滤浓缩

除藻技术指南》及编制说明（初稿）。  

2020年6月~2021年3月，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指导下，按《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1.1-2020》(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修改完善“仿

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正文和编制说明。 

（3）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3月24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组织召开了《仿生式

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团体标准专家咨询会，专家组一致认为核心内容完整，

该标准可为湖泊河流等水体蓝藻水华灾害控制和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建议进一步

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优化调整标准结构层次设置，进一步梳理相关技术要求，修

改和完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经专家函询同意后，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2021年3月~2021年6月，编制组召开工作研讨会，通过多此修改和内部讨

论，形成《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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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必要性 

2.1 蓝藻水华灾害积极防御的必要性及技术瓶颈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加速了湖泊富营养化进程，使富营养化成为最为普遍、最

为严重的湖泊生态灾害问题。我国中大型湖泊大部分已进入富营养化状态，部分

水体已达到严重富营养化水平。蓝藻水华是国内外富营养化湖泊最常见的水环境

问题，对生态和人类健康的危害最为严重。蓝藻水华导致水体透明度下降，溶解

氧变化剧烈，造成水质恶化，从而使水生生态系统和水体功能受到影响和破坏，

例如我国太湖、巢湖、滇池。但目前现有除藻技术大都属于减灾类型，适用于高

度聚积蓝藻的“打捞”清除，且需要添加药剂进行絮凝，有较高的能耗、药耗和

药剂污染风险。 

蓝藻水华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在发生初期进行

防控能遏制其发展，在治理修复后期有效清除能加速其消亡，在蓝藻水华盛期也

能通过打捞控制有效预防蓝藻灾害、防止水质和环境污染、保障供水等水体功能。

这就要求适应低密度蓝藻高效清扫和高浓度蓝藻应急清除的除藻技术，并且作业

时无化学药剂添加、不产生二次污染、低能耗、高效率，从而适应不同环境功能

水域的除藻需求。 

因此针对上述需求，根据水华蓝藻群体的亲水胶体特性，仿效鲢鱼滤食原理，

发明了鲜活蓝藻群体“仿生式过滤技术”，并研制了“鳃式过滤器”和“大型仿

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一台设备汲取处理富藻水的能力能达 1000 m3/h，收

集处理 1 m
3
富藻水的成本只有 0.05元，不添加任何化学药剂，为不同蓝藻密度

水体提供高强度、无污染的富集除藻技术。因此，编写相应的技术规范是扩大仿

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在我国重要湖库水域应用的关键举措。该标准对于改善水

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2 蓝藻水华控制技术标准化需求 

蓝藻水华控制在我国湖泊河流等水体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

外针对除藻控藻尚无相关标准，导致除藻控藻效率过低、处理成本过高、蓝藻灾

害不能有效控制。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在蓝藻水华控制领域具有适用蓝藻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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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范围广、能耗低、效率高、不添加化学试剂、不存在二次污染等技术优势，已

在我国多个省市重要湖库开展应用，具有成功的应用工程案例。因此通过总结技

术验证、工程实践、应用案例等成果和经验，对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进行系

统总结和规范化，强化仿生式除藻设备在使用中的指导作用，考虑水华打捞的背

景条件，强化设备对水华应急控制措施启动和停止的标准，进一步强化对水华控

制效果的指导。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的建立，有利于推动我国除藻控藻

技术的标准化。  

3. 编制原则与技术路线 

3.1 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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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3.1.1 科学性原则  

在充分认识保护水域蓝藻水华发生规律和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充分评估特

定蓝藻密度条件下，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运行效果的基础上，制订仿生

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 

3.1.2 针对性原则  

针对保护水域面积和保护目标，蓝藻水华发生频率和强度，正确确定水域

控藻要求，设计达到有效控制强度的仿生式除藻装置台数以及作业方案，设计

最佳导流富集蓝藻效果的导藻围隔运行方式，以最小成本和能耗获得最佳控制

效果。 

3.1.3 可操作性原则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规定内容，应在使用中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

及经济性，以及为生态环境相关管理机构和检测机构提供相关数据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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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术路线 

 
图 3-1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标准主编单位成立标准编制组 

标准编制组对现有相关方法和工作需求开展调查研究 

标准编制组编写开题论证报告

 

标准编制组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的技术内容 

标准主编单位按要求进行编制，并组织开展验证工作 

标准编制组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标准管理部门组织征求意见 

标准编制组汇总处理意见 

标准编制组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形成送审稿 

标准管理部门对标准进行审批 

标准编制组修改完善送审稿并形成报

批稿及编制说明 

 

标准管理部门组织技术审查 

标准管理部门下达标准制修订计划 

标准管理部门组织开题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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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 

4.1 技术原理 

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技术依据鲢鱼游弋于水面吞食过滤浮游生物的原理，

通过导流富集水面蓝藻，精确汲取富含蓝藻的表水层，密集筛板无压过滤分离

藻水，进一步浓缩脱水成藻浆，获得高倍数的浓缩比。 

导流采用智能导藻围隔，模拟鱼鳔运行原理，充气拦挡导流水面漂移蓝藻，

排出浮体中的空气使围隔迅速隐伏于水底，便于水流交换和躲避风浪。自动牵引

系统可引导围隔方向和角度。智能挡藻导流围隔配合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使

用，提高除藻效率，降低除藻能耗。 

4.2 工艺要求 

（1）工艺采用全物理过滤方式，不添加化学试剂，不破坏藻细胞，不产生

二次污染，不对水体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工艺经济环保，运行能耗低，吨水能耗不大于0.1元。 

（3）工艺装置吃水浅、稳定性高、抗风浪能力强，适合近岸浅水环境（水

深大于0.3m水域），也适合大水面运行。 

（4）导藻围隔系统可双向排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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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主要部件使用寿命长，要求达到10年以上。 

4.3 应用情况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已经在我国 7 个省市重要湖库进行应用，自 2012

年以来共计建成 5 万吨级原水过滤除藻车间一座,YL1000 型仿生除藻设备 2 台，

YL500型仿生除藻设备 20台，YL300仿生除藻设备 3台，水中气幕挡藻工程设施

1000m，深水智能围隔 3265m，大流量富集浓缩抽藻平台 1 台，达到日处理富藻

水总能力约 154000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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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水源地蓝藻清除 

仿生式水面蓝藻富集清除技术在城市水源地应用，实现了蓝藻高标准清除，

目前已在天津于桥水库、洱海、巢湖等水源保护核心区进行常规与应急除藻，对

减轻蓝藻水华污染、保障供水水质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巢湖市唯一的水源地实施了“湖泊水源

保护湖区物理一生态净化与水质保障示范工程”，对巢湖水源地蓝藻水华形成规

律进行了科学研究，建成了一套水源保护湖区水环境在线监测与水华预警系统，

研发了水源区边界智能化蓝藻拦截技术与装置，发明了大型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

技术与设备，为近年来巢湖市水源地水质保障储备了实用技术与设备。尤其是

2010 年 6 月中旬，由于罕见的持续恶劣气象条件，导致蓝藻水华在巢湖东部饮

用水源地水厂取水口大量堆积，嗅味难闻，引起部分自来水厂出水异味，一度停

水 4个小时，影响了近 40万巢湖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连续 72小时运行课题组所

研制的大型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有效过滤水体中高密度蓝藻，出水直接送

入自来水厂，保证了水源地中市政第二水厂取水口和安徽巢东水泥有限公司水厂

取水口的取水安全，及时化解了供水危机，为保证巢湖水源地供水安全提供了科

技支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先后为天津市引滦工程于桥水库管理处

研制的 6套仿生式除藻设备已在于桥水库取水口核心保护区域投入运行，目前已

具备高达 72000m³/d 的湖泊表层富藻水分离能力。应用建成的除藻设备系统，在

水库保护核心区进行了常规与应急控藻，该设备除藻能力强、能耗低、不需投加

任何化学药剂、操作简便、运行稳定可靠，对减轻蓝藻水华污染、保障供水水质

起到了关键作用。 

4.3.2 蓝藻水华发生早期水体蓝藻控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自 2014 年以来为洱海提供了 6台“YL500

型仿生除藻设备”，并派遣技术人员指导使用。这 6 台设备是洱海目前防控蓝藻

的主要手段，布置在洱海各敏感地段严阵以待，并根据需要在全湖统一调度使用，

对局部出现的蓝藻水华及时进行清除，有效遏制了蓝藻水华的发展和漫延。该设

备采用仿生过滤除藻新技术，不添加任何药剂，节能环保，适合低密度蓝藻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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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清除，为洱海蓝藻水华的早期预防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对保护全湖

水体环境、保障供水和旅游发挥了重要作用。 

4.3.3 景观水域蓝藻清除 

仿生式水面蓝藻富集清除技术应用于景观水域蓝藻清除，目前已应用于西太

湖生态休闲区、西巢湖、天津海河河道、云南星云湖等景观水体，有效减轻了蓝

藻水华污染，为水体水质改善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为国家“十二五”水专项“湖荡湿地重建与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课

题的配套工程，2012 年 4 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受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委托在常州西太湖生态休闲区 14 平方公里开展了水面蓝藻控

制工程的方案设计和工程建设，应用了该所仿生富集除藻的理念和技术设备，工

程内容主要包括：添置了 YL500型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 5台（单台设备汲取

处理藻水能力每小时 500吨，主要用于对休闲区内的蓝藻进行以预防为主的全程

控制）和全封闭式柔性挡藻围隔 700米（主要用于拦截由南部湖区漂移过来的蓝

藻）。这些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为实现休闲区内无明显蓝藻水华，保持西太湖生态

休闲区优良的水体景观环境，提供了重要保障，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图 4-1 仿生式过滤浓缩技术在不同湖泊的应用 

 

4.4 拟定标准情况 

4.4.1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总体要求、适用条件、运行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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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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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保护水域水体除藻的设计、运行与维护的技术依据。 

4.4.2 标准的法律地位与作用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规范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运

行和维护，强化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设备在使用中的指导作用，制定本指南。从

河湖蓝藻治理技术发展的完整性角度看，本指南有利于我国除藻控藻相关标准的

建立，有利于规范我国除藻控藻措施的应用，有利于提高我国除藻控藻效率和功

耗。制定《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南》，能从政策上和技术上推荐先进的仿

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指导除藻控藻技术实施，提高我国蓝藻灾害控制技术水

平，促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提升流域水污染治理水平，保护和改

善我国流域水环境质量。 

 

4.4.3 标准框架结构 

1 范围：本标准的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中引用的标准、规范等。  

3 术语与定义：本标准中关键词语的解释。  

4 总体要求：对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设计总体原则、应用边界条件、工程

目标、实施流程等方面进行了说明。 

5 工艺设计：对一般规定、工艺流程、工艺单元设计要求、工艺选择等方面进

行了说明。 

6 藻浆处置：对藻浆用途、处置要求进行了说明。 

7 控藻效果监测：对保护区控藻效果检测指标、频率等进行了说明。 

8运行管理：对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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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5.1 范围 

指南正文第 1章提出了指南的适用范围，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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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了适用水域为天然水体和人工景观水体。能作为保护水域水体除藻的设

计、运行与维护的技术依据。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指南正文第2章提出了指南采用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说明如下： 

结合指南所应用的水域的保护目标，参考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为规范指南的有关监测，参考了地

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水质-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水质-叶绿素a测定

标准、水中微囊藻毒素的测定、生活饮用水臭味物质土臭素和2-甲基异莰醇检

验方法；为规范指南的有关工艺设计，参考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低压配电

设计规范、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导则。  

5.3 术语与定义 

指南正文第 3章对术语与定义进行了说明。所定义的术语是仿生式过滤浓缩

除藻技术的关键工艺单元，为专有名词，围绕其原理、工艺流程、所达到处理效

果进行说明。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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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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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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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二次浓缩 secondary concentration 

应用摇振、压滤、离心等等物理分离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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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摇振筛浓缩 sloped vibrating screen concentration  

应用小倾斜角度斜面筛，辅以轻微振动，浓缩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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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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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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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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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总体要求 

指南正文第 4章提出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总体要求。 

5.4.1 设计总体原则 

本条文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设计总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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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坚持科学原则，通过调查蓝藻水华发生频率和强度，了解保护水域面积

和保护要求。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实施除藻工程不对水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在此

基础上，坚持效率最大化、工艺最优化、经济合理的原则，设计达到有效控制强

度的仿生式除藻装置台数以及作业方案，设计最佳导流富集蓝藻效果的导藻围隔

布设方式，以最小成本和能耗获得最佳控制效果。 

本标准编制组根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水源保护区物理-生态

净化与水质保障技术及工程示范（2008ZX07103005）课题研发的大型仿生式水面

蓝藻清除设备和巢湖富营养化中长期治理方案和藻类水华全过程控制

（2017ZX07603005）课题开展的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验证，以及仿生式过滤

浓缩除藻技术工程实践和应用案例的经验总结，制订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

设计总体原则。 

5.4.2 应用边界条件 

本条文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应用边界条件。针对仿生式过滤浓

缩除藻技术的工艺特点、除藻能力、设备的吃水特性和稳定性，规定了技术应用

条件。 

（1）工艺适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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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衰亡期清除蓝藻种源。 

（2）工艺应用于新鲜藻体过滤分离，死亡腐烂蓝藻直接抽至藻浆袋，不进行过

滤分离。 

（3）工艺适用于风速小于 4m/s的条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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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工程目标 

本条文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工程目标，针对水体功能及水环境

现状，分别制定工程目标，主要目标是有效保障水体功能，削减蓝藻生物量，控

制蓝藻水华次生污染，减少蓝藻水华灾害。 

（1） 针对水源地，通过实施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工程，保障饮用水源地安

全。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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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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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控藻应急设施常态化运行，蓝藻细胞密度宜< 5×107个/L；饮用水源地藻毒素

含量应符合 GB5749-2006的规定。 

（2） 针对蓝藻水华发生初期的水体，开展蓝藻水华早期防控，仿生式除藻

装置常态化运行清除低密度蓝藻，控制蓝藻密度< 5×107个/L，消除蓝藻种源，

遏制蓝藻水华的发展和蔓延，避免蓝藻聚积成灾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 

（3） 针对生态修复区，通过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工程实施，消除蓝藻水

华，使保护水域达到有利于水生植物恢复生长的生境条件，包括透明度、光合有

效辐射深度，从而使保护水域在氮磷营养盐未到达恢复阈值的条件下能够恢复再

生长，在控制蓝藻前提下促进生态系统稳态转化。 

5.4.4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实施流程 

本条文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实施流程。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实施流程一般包括：（1）蓝藻水华发生规律调查；

（2）问题分析诊断；（3）治理目标确定；（4）除藻方案制定；（5）仿生式除藻

作业；（6）蓝藻控制效应评估；（7）长效运行管理。 

本标准编制组根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水源保护区物理-生态

净化与水质保障技术及工程示范（2008ZX07103005）课题研发的大型仿生式水面

蓝藻清除设备和巢湖富营养化中长期治理方案和藻类水华全过程控制

（2017ZX07603005）课题开展的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验证，以及仿生式过滤

浓缩除藻技术工程实践和应用案例的经验总结，制订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

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的工艺实施流程。 

5.5 工艺设计 

指南正文第 5章提出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工艺设计。 

5.5.1 一般规定 

本条目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一般规定，包括工艺设计综合考虑

因素、法律法规、运行方式设计、运行方案设计、以及产品技术特点。 

（1）工艺设计应综合考虑保护水域蓝藻发生规律、发生频率、发生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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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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适宜的方案。 

（2）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由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和智能导藻围隔

组成，应根据蓝藻强度、风速、风向等确定单独运行、联合运行、固定运行和移

动运行等运行方式。 

（3）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运行方案设计应根据保护区的保护目标、控

藻目的、蓝藻发生规律，设计启动和停止的标准、运行时间段、运行频率和作业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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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工艺流程 

本条目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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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智能围隔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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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浆袋储运”

等工艺单元组成。 

智能挡藻导流围隔由快速充/放气的可隐没式柔性围隔、充/抽气组件和自动

牵引系统组成。可隐没式柔性围隔由连续带状充气浮体、墙布、垂重物三部分缝

合而成，其中连续带状充气浮体通过导气管连接充/抽气组件；充/抽气组件包括

充气组件和抽气组件，其中充气组件包括气泵和缓冲罐，抽气组件包括水泵和射

流器；自动牵引系统由无人船和遥控器组成。充气组件启动，上浮可隐没式柔性

围隔系统，应固定，与水流方向成一定夹角导流富集蓝藻，也可通过自动牵引系

统移动导藻或变换角度除藻；通过智能导藻围隔，形成富藻水层，仿生式水面蓝

藻清除设备在下风向一侧进行蓝藻收集，并通过围隔形成回水流场，有利于吸引

远处的蓝藻水层，提高除藻设备运行效率。 

宽幅分离铲分离富含蓝藻水层，多分支汲藻泵管系统从分离铲中汲取含藻湖

水，鳃式过滤器滤除大部分水分，再经摇振筛等浓缩设备进一步脱水成藻浆，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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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袋装后漂浮拖运。泵管系统由一条主管、多条分支管及末端潜水泵组成，潜水

泵均匀分布在分离铲后侧汲取藻水。鳃式过滤器是类似鲢鱼鳃结构的高度密集化

重力斜筛过滤系统，对流经过滤器的含藻原水进行高效藻水分离，滤过水原位排

放，浓藻水被羽状沟槽系统回收。浓缩设备承接来自鳃式过滤器的浓藻水，浓藻

水经过摇振筛等设备进一步浓缩成藻浆后落入缓存池。以藻浆泵抽吸缓存池中的

藻浆，灌入悬挂在工作平台侧面的大型漂浮囊袋中，囊袋装满后封口锚定在湖面

待运。工作平台采用调频式电动挂浆后驱动，电子精确调速，前置喷水推进器辅

助转向，中央动力系统为柴油发电机组，同时为推进和作业提供动力。 

 

 

图5-1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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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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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仿生式过滤除藻技术的不同形式(a)固定式(b)机动式(c)船载式 

5.5.3 工艺单元设计要求 

本条目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工艺单元设计要求，包括智能挡藻

导流围隔、富藻水层分离与汲取、鳃式过滤器过滤藻水、二次浓缩、藻浆收集储

运、平台设计与动力配置等。 

5.5.3.1 智能导藻导流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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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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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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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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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2 富藻水层分离与汲取 

（1）应采用可调节汲取深度的分离铲，精准分离富藻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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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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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3 鳃式过滤器过滤藻水 

（1）鳃式过滤器筛绢应选择高亲水性、抗菌、不易堵塞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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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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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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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鳃式过滤器根据平台面积，安装一组或多组。 

（6）鳃式过滤器根据需要，选择安装自动清洗组件。 

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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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5 藻浆收集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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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藻浆囊袋和藻泥袋体积应根据除藻量和储运周期设计。 

5.5.3.6 平台设计与动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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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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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组根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水源保护区物理-生态

净化与水质保障技术及工程示范（2008ZX07103005）课题研发的大型仿生式水面

蓝藻清除设备和巢湖富营养化中长期治理方案和藻类水华全过程控制

（2017ZX07603005）课题开展的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验证，以及仿生式过滤

浓缩除藻技术工程实践和应用案例的经验总结，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



 

18 
 

的工艺单元设计要求。 

5.5.4 工艺选择 

本条目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工艺选择,包括仿生式水面蓝藻清

除设备的型号和台数选择，智能导藻围隔的材料、布设方式和运行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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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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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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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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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不同处理能力的仿生式水面蓝藻清除设备 

（4）仿生式除藻装置根据风速条件确定除藻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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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组根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水源保护区物理-生态

净化与水质保障技术及工程示范（2008ZX07103005）课题研发的大型仿生式水面

蓝藻清除设备和巢湖富营养化中长期治理方案和藻类水华全过程控制

（2017ZX07603005）课题开展的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验证，以及仿生式过滤

浓缩除藻技术工程实践和应用案例的经验总结，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

的工艺选择依据。 

A、500 m3/h B、300 m3/h 

C、1000 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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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藻浆处理 

指南正文第 6章提出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藻浆处理方式。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获得的藻浆没有添加化学试剂，没有二次污染，具

有再利用价值。本标准对再利用方式做了推荐，并规定了所需遵守的固体废物处

理规范。 

（1）藻浆能直接外运焚烧处理或制作沼气。 

（2）藻浆能储存在藻浆袋中进行初期发酵作为农田、林地肥料使用。 

（3）新鲜蓝藻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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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藻浆外运时应按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34330-2017）、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

术导则（HJ588-2010）进行处理和处置。 

本标准编制组根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水源保护区物理-生态

净化与水质保障技术及工程示范（2008ZX07103005）课题研发的大型仿生式水面

蓝藻清除设备和巢湖富营养化中长期治理方案和藻类水华全过程控制

（2017ZX07603005）课题开展的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验证，以及仿生式过滤

浓缩除藻技术工程实践和应用案例的经验总结，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

的藻浆处理方式。 

5.7 保护区控藻效果监测 

指南正文第 7 章提出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运行过程中保护区控藻效

果监测。 

控藻效果监测规定了监测指标、监测频率，以及水质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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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能指导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

有条件的可设置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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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经过

处理出水污染物含量不超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其他湖库控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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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需要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5.8 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管理 

指南正文第 8章提出了除藻设备运行管理。 

5.8.1 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 

本条目规定了仿生式除藻装置运行要求，包括启动和结束时间、运行频率和

工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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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规律等来决定。春季复苏期除藻，有利于清除增殖蓝藻数量，减轻蓝藻水华发

生强度；夏季爆发期应急除藻，有利于控制蓝藻水华发生灾害；秋季衰亡期除藻，

有利于清除冬眠蓝藻种源，降低复苏蓝藻数量，从根源控制蓝藻水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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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仿生式除藻装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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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清洗一次。其它设备按照要求进行常规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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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智能导藻围隔浮体根据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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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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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组根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水源保护区物理-生态

净化与水质保障技术及工程示范（2008ZX07103005）课题研发的大型仿生式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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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藻清除设备和巢湖富营养化中长期治理方案和藻类水华全过程控制

（2017ZX07603005）课题开展的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验证，以及仿生式过滤

浓缩除藻技术工程实践和应用案例的经验总结，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

的长效运行管理。 

6. 实施本标准的效益分析 

6.1 生态效益 

蓝藻水华是国内外富营养化湖泊中最常见的水环境问题,我国湖泊富营养化

问题仍十分严峻，应急除藻仍是解决蓝藻水华灾害的重要措施。仿生式过滤浓缩

除藻技术提供了一项高效率、低能耗、无化学试剂添加、无二次污染的蓝藻水华

灾害积极防御技术，通过削减复苏期蓝藻数量、控制暴发期蓝藻灾害、清除衰亡

期蓝藻种源，全过程控制蓝藻水华灾害，防止次生污染，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

促进河湖库人文和自然景观展现。本标准实施，有利于规范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

技术的建设、运行、维护、管理，保障良好的运行效果。 

6.2 经济效益 

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运行操作简便，采用全自动运行模式，仅需 1名设

备驾驶员和 2 名设备操作员；运行成本低，吨水处理能耗仅为 0.05 kwh，无其

它运行费用，运行成本远低于现有其它除藻技术；所产出的浓缩藻浆，没有添加

化学试剂，能作为蓝藻高附加值产品的原料，具有较好的经济价值；通过运行仿

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改善水质和景观，带来旅游业收入、供水收入等直接经

济效益。分别在巢湖、洱海和星云湖的工程应用实例，与其它相同规模的除藻技

术相比，估算应用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节支建设、运行费用以及直接利害关

联的经济收入共计 4.47亿元。 

6.3 社会效益  

高效、低能耗、无添加的仿生式水面蓝藻富集清除技术实现了水源及景观水

域高标准控藻（西太湖、于桥水库、巢湖、海河）、蓝藻水华早期防控（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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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态修复期除藻（滇池）。已推广设备达到日处理富藻水总能力 33.8 万 m3，

深度控制蓝藻水华水域面积 150 km2，为受到水华污染的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树立

了榜样，对于缓解水资源短缺、保障供水具有重大意义。 

7. 实施建议 

本文件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等法律法规，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控制我国湖泊河流等水体蓝

藻水华灾害的重要手段。规定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的适用条件、工艺选择、

运行和长效运行管理的技术要求。适用于江、河、湖、水库、池塘等天然水体和

人工景观水体，可作为保护水域水体除藻的设计、运行与维护的技术依据,指导

除藻控藻技术实施和水华控制效果评估。本文件规范了仿生式过滤浓缩除藻技术

的使用，应政策上给予支持，加强推广，提升执行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