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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raving the fertilizing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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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ing the ecosystem of water
企业概况
Company profile

核心优势

核心理论

专家团队

Key advantages

Core theory

Expert team
污染水体治理技术

生态系统构建技术

Technology for polluted water remediation

Technology for ecosystem restoration

滨水景观建设
Waterfron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Neighboring W
ater

Enjoying the scenes of water

精品工程

特色项目

资质专利 

战略合作

Exquisite engineering

Banding projects

Qualifications and patents

Stragic partnership

领先的水环境生态治理综合服务商
Leading integrated provider for 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water environment

目 录

始于2002年，

我们秉敬水之心感念水之孕育。

专注水环境生态治理，

美好水生态，我们倾力构筑。

企业特质

敬畏与责任: 深刻理解水环境生态治理，勇敢担当

责任，全力以赴致力于生态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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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COMPANY PROFILE

      北京绿景行是创建于2002年的国家级高新、中关村高新的创新型技术企业。以

“天人共力，构建生态美好水环境”为企业愿景，致力于水安全、水污染、水生

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多专业系统性融合LSTT核心技术体系的建设，发展成

为领先的水环境生态治理综合服务商。

     核心业务定位于水环境生态治理和水生态修复领域，包括黑臭水体治理、河湖水

生态修复、生态景观河道建设、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地表水质提升管理、水环境

智慧运维等服务。为客户提供技术咨询、方案设计、工程建设、运维和投融资运作

于一体的系统解决方案、项目全过程管理服务。通过完成遍布全国多项生态治理修

复的标杆示范项目，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与良好的业界口碑。

   绿景行始终秉承“敬畏自然、专业专注、科研创新、生态美好”的核心价值理

念，以专业融合创新能力、系统工程服务能力实现水生态良好稳定、水景观功能构

建、水环境显著改善为发展目标，为生态环境建设贡献企业价值。

核心价值：敬畏自然     科研创新     专注专业     生态美好

河湖水生态修复

黑臭水体治理

生态景观河道建设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水环境智慧运维

地表水质提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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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愿景：天人共力，构筑生态美好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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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君子履正道
秉志宜专攻

专注
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

高效的专业团队
技术研发、项目建设、运营维护、
资本运作、财务分析、法务支持。

生态活性水岸、生物强化、原位治理、
水动力改善、生境修复、水生植物定
植、水生动物繁育。

领先的专业技术

坚实的硬件支撑

高质量的治理成果

十余载不忘初心

路漫漫精研创新

可操作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全过程
意净无染
君子有终

系统
千尺高台
起于垒土

核心优势
KEY ADVANTAGES

全面的研发装备、研究基地、种子库、
育苗基地，为实施效果和成本控制提
供坚实的支撑。

国内百余个项目实操经验，建设、
重塑百余处悦目水风景。

治水方案系统化

解决方案集成化

项目推进高水准

绿景行十余年专注水环境生态治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水环境生态治理经验，
得到了业主与行业的高度认可与肯定。秉承“ 天人共力，构筑生态美好水环境 ”
的企业愿景，我们怀初心铸匠心。

绿景行以生态环境研究院为支撑，与国内外知名机构开展深度研发合作与项
目合作，保持核心技术研发于国内领先、与国际接轨。

项目执行全过程

生态治理全过程

项目全过程运作覆盖方案设计、项目建 设、运营维护与资本运作全生命周期， 
保证治理效果长效、彻底、可持续。

水污染治理⸺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水 质提升、厂网河一体化 ; 水生态修复
⸺在改善河道空间、优化河 道流态、构建栖息地的基础上，建设完善 的陆
生生物群落、水生生物群落，实现人 与水的共融、城与水的共生。

提升水环境、改善水动力、修复水生
态、 构筑水安全、调配水资源、建设
水景观、 发展水经济、提高水管理。

自项目识别阶段开始，由专家领衔组
建 投资、技术、建设、造价、运维、
财务联合 工作组，全过程把控项目从
识别到落地 各阶段工作。

秉持技术引领、资本先行、目标导向、
因地制宜的 理念，高水准推动项目各阶
段工作，保障项目近期 目标可达、远期
目标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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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TT水生态修复技术体系

         以三水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六水融合（水安全、水污染、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水陆协同、生
态美好、润泽一方为指导思想，通过对河湖水体的进行系统、综合调查分析，诊断目标水体并列出环境生态问
题清单，结合功能建设制定治理目标清单，按照 LSTT 时空差异性处理处置的工艺原理与核心技术，制定“ 一
河（湖）一策 ” 的保护治理方案，实施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效率导向的工程治理。
         LSTT 技术体系遵循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和运行机理，消除系统外部干扰因素，从空间维度改善生境条
件和水体流态，提高物种丰富度和生物多样性。同时在步步为营推进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基础上融合生态景
观建设，传承水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显著提升生态服务功能、社会功能、美学功能。利用智慧化跟踪手段，
制定科学的运维管理方案逐步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构建稳定可持续的物质 - 能量 - 信息循环结构，保障生
态系统可持续的健康运行。

遵循自然法则、 社会法则、美学法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制定水环境治理可持续性解决方案。

核心理念⸺金字塔原则

6
促进

水经济

5
传承

水文化

3
恢复

水生态

4
构建

水景观

2
防治

水污染

1
保障

水安全

结合水营养物质移除的水产经济、结合生态建设的旅游经
济、结合人文历史的文化经济、结合景观建设的城市经济。

生机盎然（生态美），文化历史（历史美）。

水清岸绿（环境美），匠心独运（景观美）。

以增加空间异质性方式促进物种多样性。
系统性抚育涉水生物，恢复河流生态完整。

遵循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的治水理念，修
复与构建水体及水岸生态系统，用生态的技术措施削减污染。

满足防洪要求。调控生态水量。
将防洪工程与生态恢复、污染治理相结合。

“共力修复原则”强调人力干预与自然界的自组织相结合的理念，遵循“共力修复原则”的“环境生态工程
技术”在与以工厂、工程模式为主的“环境工程技术”对比中展现出契合自然规律的优势，具备显著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的生态效益。 

核心理论 ⸺共力修复原则

环境工程技术

环境生态工程技术

污染物削减

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

水质

系统健康

水质达标

水质+水生态
标志物种
总体效果

人力

自然+人力
启动或辅助

长久投入维持

稳定后
逐渐减少

环境容量核算

提高环境
承载力、

自净能力

效果取向作用点 考核主要指标 施工主体 运行维护 整体判断

核心理论
CORE THEORY

评价体系

生境建设

生物修复

生态景观

修复体系LSTT水生态修复
技术体系

运维体系

智慧监测

数据分析

生态调控

效果评估

五阶段水生态诊断

生境要素评价

水质理化指标评价
生物栖息地构建

砾间矿化湿地技术

水污染治理

水域空间改善

水岸活性改造

水体流态优化

水生植物

水生动物

藻类与微生物

生物定量平衡

物种多样性

水质提升

水域生态景观

岸带生态景观

陆域生态景观

湿地公园建设

水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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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

1
保障

水安全

结合水营养物质移除的水产经济、结合生态建设的旅游经
济、结合人文历史的文化经济、结合景观建设的城市经济。

生机盎然（生态美），文化历史（历史美）。

水清岸绿（环境美），匠心独运（景观美）。

以增加空间异质性方式促进物种多样性。
系统性抚育涉水生物，恢复河流生态完整。

遵循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的治水理念，修
复与构建水体及水岸生态系统，用生态的技术措施削减污染。

满足防洪要求。调控生态水量。
将防洪工程与生态恢复、污染治理相结合。

“共力修复原则”强调人力干预与自然界的自组织相结合的理念，遵循“共力修复原则”的“环境生态工程
技术”在与以工厂、工程模式为主的“环境工程技术”对比中展现出契合自然规律的优势，具备显著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的生态效益。 

核心理论 ⸺共力修复原则

环境工程技术

环境生态工程技术

污染物削减

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

水质

系统健康

水质达标

水质+水生态
标志物种
总体效果

人力

自然+人力
启动或辅助

长久投入维持

稳定后
逐渐减少

环境容量核算

提高环境
承载力、

自净能力

效果取向作用点 考核主要指标 施工主体 运行维护 整体判断

核心理论
CORE THEORY

评价体系

生境建设

生物修复

生态景观

修复体系LSTT水生态修复
技术体系

运维体系

智慧监测

数据分析

生态调控

效果评估

五阶段水生态诊断

生境要素评价

水质理化指标评价
生物栖息地构建

砾间矿化湿地技术

水污染治理

水域空间改善

水岸活性改造

水体流态优化

水生植物

水生动物

藻类与微生物

生物定量平衡

物种多样性

水质提升

水域生态景观

岸带生态景观

陆域生态景观

湿地公园建设

水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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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定

董建伟

历任：
三星集团爱宝乐园环境R＆D中心河川 复原室长
韩国环境部水生态复原研讨会咨询委员
首尔市江南区牙山市生态和造景咨询委员

现任：
国合凯希水体修复有限公司 总经理
韩国KC RIVERTECH株式会社技术研究所所长
首尔市清溪川改造工程主持设计
牙山市温泉川河道生态复原专业主持设计
良才川、炭川等河道生态复原专业设计

李俊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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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水之生态

精诚专研，创新进取，

我们承净水之志，重塑水之生态。

凝心技术，持续精进，

我们拥有系统的水生态治理技术体系。

企业特质

进取与创新: 意志坚韧。持续科技创新，围绕自然社会、

美学需求不断改进和完善技术能力。

Clarifying 
W

ater

Rebuilding the ecosystem of water

2

专家团队
EXPERT TEAM

绿景行生态环境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法国政府学术教育金棕榈统帅勋章获得者、国家环境应急专家，973 项目“ 湖泊富
营养化过程与蓝藻水华暴发机理研究 ”首席科学家，863 计划“ 入湖河流污染治理研究
与工程示范 ”责任专家组长，水专项“ 典型湖湾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研究及工程示范 ”
首席科学家。

绿景行生态环境研究院顾问专家，吉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吉林省高级专家、
吉省湿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开展
和完成《国家水体污染与控制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3项及多项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主编《生态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孔维静
绿景行生态环境研究院顾问专家，生态学博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IUCN-SSC植物专家组成员，美国生态学会
会员，北京市生态修复学会会员。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河口湿地特色资
源开发利用与产业化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河流保护区河岸带自然恢复过
程中生境空间异质性形成机理研究”、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
“河流型流域水生态功能四级分区技术”、生态环境部工作项目“流域水生态功能区
管理办法与管理体系”、中国-欧盟可持续发展项目子课题“河流健康、生态修复与管
理系统”、中澳合作项目“河流健康与环境流量”等十余项科研项目。发表研究论文
30余篇，发明专利4项，出版专著《辽河流域水生态功能区》。

技术篇
TECHNOLOGY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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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CORE TECHNOLOGY

水环境治理项目具有边界条件不可控、内部因素多变、受自然气候影响大等特点。绿景行以近二十年的工程
设计实践和运营维护经验，总结出系统完备、操作性强的水质提升、生态修复、景观构建的系统方案。
水质提升治理体系：
治理内容包含黑臭水体治理、地表水质提升、水体富营养化治理。治理技术有底泥矿化修复技术、细分子超
饱和溶氧技术、生态活性水岸技术、砾间矿化生态湿地技术等。
水生态修复体系：
修复内容包括河/湖岸带生态修复、水下生态修复、栖息环境修复。主要修复技术有空间改善技术、流态优
化技术、栖息地构建技术、水生动物调控技术等。
景观构建体系：
以“活性水岸”生态修复理念，运用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的共同作用，充分融合河/湖陆域景观建设，河/湖
岸带景观提升，河/湖水域景观修复。

黑臭水体
治理

地表水质
提升

岸带生态
修复

生态
构建

水质
提升

水下生态
修复

栖息环境
修复

水体富营养
化治理

陆域景观
建设

岸带景观
提升

水域景观
修复

滨水
景观

污染
控制

细分子超饱和溶氧⸺ 超强磁化技术

底泥矿化修复技术

黑臭体系 矿化阶段 藻型水体 清水稳态

水质提升技术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technology 

应用范围：黑臭治理、地表水水质提升
作用效果：快速提高水体中溶解氧含量，减少难降解污染物，改变水体氧化还原状态，削减水体N、P等营养
物质含量。
技术简介：细分子化超饱和溶氧-超强磁化技术的综合应用，是将专利技术与生态系统修复相结合，运用物理
化学、电化学、生物化学等多学科先进技术及原理，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从根本上提高水体自身的生命
力、免疫力，促进河湖内原有生态系统更好的发挥去除污染物的作用，逐步恢复水体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环
境体系，达到净化水体的目的。
技术优势：溶解氧含量可达50mg/L以上，氧的、利用率达95%以上；占地面积小；不投加任何化学药剂或生
物制剂；治理效果显著。

应用范围：黑臭治理、底泥原位治理、地表水水质提升
作用效果：有效消除黑臭水体，治理藻华，长效改善水质。
技术简介：矿化耦合生态演替技术以改性矿物为主体，水体在矿化剂作用下，大幅提升生态系统的自净能
力，削减水中污染物浓度，实现消除黑臭的治理目标。同时底泥矿化的矿物粉为一种缓释剂，在数月到数年
间起作用，对水体起到长效治理的作用。
技术优势：对底泥污染进行削减控制，对环境无影响，不会产生因为清淤造成的二次污染问题，以及运输处
理费用，是水生态治理领域的一种先进的环境友好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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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可蓝®净水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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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净化剂是以沙状沸石为载体，复合菌种而制成的高科技微生物产品。将微生物沉降到底泥表面，以底质
污染物和病原菌作为养分，对被污染水体进行消化、分解、净化。即便是很深的河道、湖塘、港湾都可以使
用，在流动性水体中微生物也不易被冲走。

净化水体：消减淤泥、增加水体溶解氧、提升水体透明度。消除藻华：吸收转化水体中总氮、总磷等富营养
物质。除黑臭：去除水底含有氨、亚硝酸盐、硝酸盐、硫化氢、硫磺合物等成分。

爱可蓝® 净水1号是以天然矿物质等为主要原料的高效污水净化剂，无毒无害，属于环境友好型产品。产品的
使用可有效降低水体中污染物指标，水质净化效果显著，利于水生态系统功能提升。主要成分有：SO3（占
47%）、CaO（占35%）、Na2O（占5%）、SiO2（占4%）、MgO（占4%）和Al2O3（占4%），其他的
无机盐含量如三氧化二铁、一氧化硅、一氧化锰等均不超过1%。

分散在水中的
泥土微粒的特性 

分散在水中的
泥土微粒的模式图

高效污水处理剂的
作用模式图

泥土微粒的
结构模式图

其有效成分（+）与泥水中的泥土微粒（-）电荷相异，互相吸引，形成结合微粒。泥土微粒中的亲水性离子
因为电荷交换，使结合微粒变成疏水性。结合微粒电子中和失去电荷；不同结合微粒互相吸附，形成更大的
微粒，沉淀于水中；结合微粒及吸附了结合微粒的其他微粒结合力很强，且因其有疏水性，水分子很难进入
这些粒子之间，因此这些微粒不会因为遇水再度溶解。

爱可蓝®水体净化剂

比较优势
爱可蓝®水体净化剂

沸石载体，不会被水流冲走

其他微生物产品

海水淡水均可使用

4-6个月投加一次

粉末或液体容易被水流冲走

不耐盐性，在淡水中使用

5-20天投加一次

作用机理

应用范围

砾间矿化生态湿地技术

应用范围：污水处理厂（站）尾水提标净化、污染水体水质提升、面源污染拦截净化等。
作用效果：削减水中污染物浓度，使污水处理厂（站）尾水由一级A提升到地表水准Ⅳ类水水质标准。
技术简介：利用基质-微生物—植物生态系统有效去除水体中的污染物，应用于（微）污染水体水质提升，污
水处理厂尾水净化，面源污染拦截净化。基质中添加的矿化填料可显著提高湿地对N、P等营养物质的去除效
率，同时填料中底栖动物仿生巢结构可以有效减缓湿地堵塞，延长湿地运行时间，减小湿地运维成本。

发明专利：202010894476.X

治理前 治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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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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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活性水岸技术
应用范围：地表水水质提升、硬质驳岸改造
作用效果：可有效净化入河污水，改善硬质渠道化河道，对污染河流起到生态防护作用。
技术简介：生态活性水岸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成果。利用人工湿地和砾间净化的原理，
在有限的空间内对入河污水进行净化。生态活性水岸可对已建成的硬质化驳岸进行生态化改造，恢复并增强
生态系统基本功能，增加水生植物、小型动物、微生物的活性，遏制藻类生长。

水质提升技术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technology 

生态空间改善技术

保证平面空间的自然蜿蜒性，急流、缓流、深潭浅滩序列交错的格局；
平面形态设计依据现状河道走向，保留及恢复河道的自然弯曲形态，控制截弯取直，充分考虑现有地形特点，
尽量避免高挖低填，减少土方工程量。

平面空间

从水到陆的生境梯度构建；
从浅水区-过渡带-河岸带-高地的多功能生态缓冲带；
结合用地条件，断面可分为矩形、梯形、复式断面，并适度布置浅滩湿地、沙洲湿地或生态岛，构建多样
生境。

断面空间

微地形塑造：在不影响过流断面的前提下，进行微地形塑造，保持一定水位，形成浅滩和深潭，产生急流、
缓流等多种水流条件和丰富的生境环境，为各类水生生物的生存提供必要条件；
基底要求：避免硬质铺垫，75%以上碎石、卵石、大石，余为细沙等沉积物为宜，使垂向梯度上的水文流
得以维持；浅滩及深潭布置也可结合小型构筑物，如堰坝、石垫湍滩等进行设计。

垂向空间

生态修复技术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16A Q U A L A K 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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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河岸⸺ 生态种植卷
生态种植卷是一种用椰棕荷纤维网体制作而成的高密度圆筒形卷；
可有效保护河流驳岸，抗击水流冲刷，防止岸坡水土流失，提供植物生长空间；
生态种植卷驳岸可以有效的截留和过滤降雨产生的坡面径流，削减SS、氮磷等污染物浓度。

柔性河岸⸺ 蜂巢种植岸
利用蜂巢格室工法构建生态驳岸，抗水利冲刷，稳固岸坡；
有效缓解河道陡岸带来的植物难以存活的问题；
在河道两岸构建植被缓冲带，有效削减地表径流输入的氮磷等营养物，
提高河流周边植被覆盖度及物种多样性。

P

B

流态优化技术

横向-水域-滩地-岸坡-缓冲带

横向-水域-滩地-岸坡-缓冲带

纵向-蜿蜒度

垂向-深潭浅滩

深潭

沙洲

主/表面流

近河床流

顶部漫流

翼型 顺直型

Z字型 V字型 A字型

空间改善技术
沿河道横向断面，构建水域滩地、岸坡、缓冲带的复合式水域空间；沿河流纵向断面，增加河道蜿蜒度；沿
河底垂向断面，构建河道深潭浅滩序列。

生态修复技术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18A Q U A L A K 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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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调控技术
水体状态诊断、水生动植物配置

陆生
生物群落

开放水面区
生物群落

深水区
生物群落

河流
营养物质

PO

L N

h1

h2
h3

h4

）间时（t

越冬

部分洄游

种子发芽、生长 种子落地 种子随水扩散

部分进入滩区 产卵高潮 幼鱼发育 迁徙至河道

迁徙原住地 筑巢、孵化 迁徙越冬

栖息地构建技术
空间异质性提供了多样的生境栖息环境，为各种生物的生存、繁衍、觅食以及躲避天敌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决定了其生物多样性富集的特点。

生态系统构建技术
Ecosyste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枯水位h1

漫滩水位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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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动植物定量平衡技术 陆域生态景观建设
在河/湖保护绿线范围内进行地型改造、植草沟、生态塘等海绵设施构建，运用乔、灌、草、花种植组合配
置，园林置石、亭、廊、榭、园路等建设，打造与城市服务设施高度融合的斑块形、条带形、网络形景观体
系。
陆域景观建设遵循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提升城市品质，使都市生态环境更加宜居、
宜业，实现城市与自然和谐、绿色、可持续发展。

岸带生态景观建设⸺水岸花境
水岸花境一般设置在河/湖岸边或湿地。其横轴沿着水岸线自然展开；纵轴则结合河/湖护坡结构，设置于岸
上或沿着土坡延伸至水中，形成陆地与水面的自然过渡。借用陆生、湿生观花、观叶类植被进行自然形组团
配置，通过巧借景石、远山、近水，形成步移景移多方位的景观效果。

22A Q U A L A K E21

分层水生态平衡构建技术

FHy=Fsc×Ehy ×Hy/C FAr=Fsc×EAr×Ar/C

生态景观建设
Ecologic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水生动植物

生态系统构建技术
Ecosyste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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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生态景观建设

植物层次丰富，错落有致四季常绿、三季有花效果蜿蜒自然形状+定制造型。

多重功能湿地模块拼接组合，高效耦合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动物净化作用，构建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良
性循环微生态系统，恢复受损水生态系统功能。

景观提升

净水植物，吸收营养物质原位净化，污染负荷削减，微循环系统，改善水动力
水质保持

生境条件构建，鸟类栖息鱼类产卵、荫蔽、育幼场。
生物多样性保护

23

生态景观建设
Ecologic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浮游生物、鱼类、两栖动
物及鸟类等消费者，通过食物
链完成能量转化。

         细菌、真菌等分解者，将
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实现生
态系统物质循环。

         藻 类、水 生 植 物 等 生 产
者，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
化为有机物，输入能量。

24A Q U A L A K E

应用范围：管中型防倒灌器常安装溢流管或河道排口处的管道中。
技术简介：可根据设备上下游间细微的液位差进行排水或完全关闭，从而实现几乎
无水损的泄洪排放和放置外部和防止外部河道河水倒灌的功能。
管中型防倒灌器由外部不锈钢外壳、内部特殊材质的橡胶防倒灌设备构成，安装时
镶嵌于管道内部。不需要上下游水位监测系统辅助，根据出厂设定的液位差来实现
排水和防倒灌。
当旱季和小雨时，因为溢流管／排口前端水位低于河道内水位，防倒灌器内部橡胶
受压差影响处于关闭状态，防止河道内水进入井中，实现防倒灌功能。
大雨来临，井中水位高于河道时， 防倒灌器打开泄洪，防止井内污水造成内涝。
参数及选型：DN100-DN2000

1、开度达80%，对泄洪影响小；2、结构型启闭，确保零泄漏；3、水头损失小，最
低20厘米水头即可打开；4、使用年限长，可达20年以上；5、安装很简单，最快30
分钟即可完成；6、不占井内空间，直接镶嵌管道内部。

法兰安装

自由出流

淹没出流

封套安装

防倒灌

自由出流

*两侧刻度表示截流井内与外部河道液位高度

工作原理示意图

截流管

截流井
溢流管进水管

技术优势

雨水排口:无动力防倒灌器

污染控制技术
Sewage contro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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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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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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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倒灌

自由出流

*两侧刻度表示截流井内与外部河道液位高度

工作原理示意图

截流管

截流井
溢流管进水管

技术优势

雨水排口:无动力防倒灌器

污染控制技术
Sewage contro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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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篇

CLASSIC
SITUATION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我们近水赏阅缔造的水之风光。

业精于勤，业广惟诚，

我们深耕厚积，为美好水生态建设全力以赴。

企业特质

承诺与信赖: 遵守诚信、专业、尊重、公平的企业准则，

以信守承诺、真诚付出赢得信任。

赏阅水之风光

N
eighboring 

W
ater

Enjoying the scenes of water

应用范围：雨水管道、污水管道截流井前端。
技术简介：无动力提泥渣器，可以有效地收集雨水和污水管道中的砂砾
和沉积物，通过提拉杆及可旋转的底板快速清空杂质。
技术优势：
易于收集和去除砂砾/碎屑
安装简单，成本低，低维护
结构紧凑，坚固耐用，采用不锈钢制造

沉降 截流

自卸 复位

提砂

除砂系统: 无动力提泥渣器

工作原理示意图

进水管 溢流管

截流井

截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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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PPP项目
⸺跃进1、2支流生态景观河道建设工程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福州市西南仓山区。河道建设工程设计总面积约11000m 。治理区河道临近居民区和福州市船政交
通职业学院校区。

问题分析
治理河道存在生活污水排口，河堤淤积严重，水体黑臭，河岸带杂乱，岸坡裸露，河道生态环境恶劣。该区
域地势低洼，输水排水不畅，雨季内涝严重。

项目亮点
秉承城市生态景观河流治理的理念，在对河道进行截污、清淤工程后，将河道生态工法应用于城市内河，使
河流成为承载生物多样性的“生命之河”，同时拥有自我修复、净化功能的“生态之河”，城市中体现特有
的自然线性开敞空间的“景观之河”，便捷市民休闲娱乐，享受生活的“乐活之河”。

治理前

28A Q U A L A K E27

2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四川省内江市经济开发区，治理河道长度2km。治理区分南、北两段，北段河道毗邻高速公路和居
民区，南段河道流经郊野村庄。
问题分析
玉带溪北端河道内地质条件差，河道周边杂乱，植被覆盖度低，存在潜在的面源污染；南端河道被大面积的
鱼塘水田侵占，河流功能基本丧失。
项目亮点

以生态为先导，以理水为核心，通过生态工法的有效运用，溪流自然形态的勾勒，生物多样性的构建，以恢
复成老内江人记忆中蜿蜒潺潺，晶莹剔透的自然溪流为目的。在此基础上注入活力与文化，做到“水皆缥碧，
千石见底，绿荫两岸，此景入情”的城市公共河道湿地公园。

项目概况
太子湖又称前进水库，位于内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子湖度假区，为玉带溪源头之一。太子湖岸线长约1635米，
湖面呈“C”，水面面积约3.86公顷，周边有部分村民组团、农田、鱼塘分布。
问题分析
太子湖存在村户、农田面源污染，常年淤积底泥内源污染，湖水总磷、氨氮浓度高；湖岸受雨水冲刷侵蚀，
湖滨带结构杂乱；湖水长期静止，水动力不足。
项目亮点

构建生态拦截带削减入湖面源染污；灰绿设施结合运用人工湿地净化污水厂站尾水；通过岸坡改造、水下森
林建设，修整湖滨带，提高生物多样性，新建循环泵站促进湖水循环，提高水动力。以问题为导向，综合治
理，打造“湖光山色，生态休闲”的湖泊湿地公园。

内江沱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
⸺玉带溪生态景观河道建设工程

太子湖水生态修复及景观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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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三河市泃河水生态修复治理EPC工程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三河市北外环桥至红旗庄闸。治理河道长度16.7km，河道宽度约40-70m，总水域面积近70万m 。
打造主题为“抚绿观荷、花满河堤”的城区段和“芦花苇荡、绿野仙踪”的郊野段。

问题分析
治理区沿河植被物种单一，生物多样性较差，水生态结构不完善；枯水期河流静止，水动力不足，河水自
净能力较差；河道驳岸较陡，部分河段岸坡裸露，土质疏松，驳岸受侵蚀严重，河道整体生态景观效果一
般。

项目亮点
城区段河岸改造采用挺水植物、草花、灌草组合等生态措施，水面种植荷花、浮叶植物、沉水植物等修复河
流的生态环境。郊野段因地制宜，利用现状地形，勾勒野趣十足的自然之境。项目实施不仅提升了泃河的生
态景观并且对泃河水质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东莞市横沥镇大圳埔排渠横沥镇段、南畬朗排渠横沥镇段、山厦排渠及
张坑排渠整治项目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东莞市横沥镇。治理河道长度1.14km，河道宽度3~12m。治理区河道90%以上为箱涵暗渠，排渠流
经工业园区和居民区。
问题分析
排渠汇水范围为雨污合流制且存在严重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污染问题，工业淤泥淤积严重，水体黑臭；排
渠大面积暗渠化，水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恶劣，水体自净能力基本丧失。

项目亮点
确立了“水环境整治、水生态修复、水资源补充”为核心工作任务的治理思路。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
活水循环、生态修复等综合技术措施，实现河道长治久清。开创性采取箱涵暗渠顶部旁路净化湿地技术，通
过在箱涵上修建人工湿地等技术恢复暗渠缺失的生态系统，提升水体自净能力。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东莞市横沥镇。治理范围包括大圳埔排渠横沥镇段、南畬朗排渠横沥镇段、山厦排渠及张坑排渠四
条河道，治理河道总长度5.05km。其中南畲朗排渠与大圳埔排渠为东莞市横沥镇与其他镇区的跨区域河道，
四条排渠均流经工业区。

问题分析
排渠长期受周边工业污水污染，水质恶化黑臭、底泥淤积严重；河岸破损严重；截污工程实施后张坑排渠与
山厦排渠面临生态性缺水问题。

项目亮点
黑臭水体治理与水质提升多项生态治理措施综合运用，以生态为先导，在快速实现消除黑臭阶段性目标的前
提下水陆共治，恢复河道生态与陆域亲水景观带；以理水为核心，通过活水循环实现水系连通，构建脉络相
通的水网体系。

东莞市横沥镇半坑排渠黑臭水体治理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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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河道长1.8km，宽5-10m，治理河段流经城区，河岸为硬质化直立驳岸。

问题分析
水色呈黑色，异味严重，水体严重黑臭，沿河分布有若干生活污水排口，雨季河流流速较快，河水冲刷力较
大，河道内水生动、植物缺失。

项目亮点
采用小型污水处理设备进行截污、河道清淤、底泥原位改良、生态活性水岸改造、构建水生态系统等治理措
施。消除黑臭、水质得到显著改善，达到地表V类水水质标准。

贵州安顺市贯城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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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宁德市东侨区。治理河道长度1.7km，河道宽度16~130m，设计总面积约62000m 。治理区河道位于
城区段，流经居民区。

问题分析
沿河范围为雨污合流制且存在生活污水偷排、漏排、雨天污水溢流入河问题；受下游海水顶托影响，河道水
体流动性差，部分河段淤积严重，夏季底泥上翻，水体黑臭；直立砌石驳岸，生境条件单一，生物物种单一，
水体自净能力差。

项目亮点
从系统治理理念出发，现场排查、问题梳理、目标设立、工程治理、运营维护，实现消除黑臭、改善环境、
恢复河流自净功能；采用旁路净化、曝气增氧、原位微生物调控、植物种植等多种措施，快速提升河道水质。

福建宁德市东侨区北港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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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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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人工湖水深1-3m，面积约4280m ，自然泥底，补水水源为天然降水。

问题分析
水色呈黑色，异味严重，透明度小于10cm，ORP为-130，溶解氧小于0.5mg/L，氨氮浓度15~20mg/L，水体
严重黑臭。

项目亮点
采用底泥矿化技术、生态浮岛、喷泉曝气、生物强化净水等综合治理措施，快速消除水体黑臭，并实现水质
稳步提升和长效保持。

宁波首创环境人工湖黑臭治理项目

2

江苏盐城市聚龙湖公园藻华治理项目

项目概况
治理区水域面积约26万m ，水深1-4m，自然泥底，补水水源为天然降水。

问题分析
治理前湖区蓝藻水华频发，水体异味严重，水体透明度低，水体感官效果差。

项目亮点
采取沿湖截污、底泥原位改良、微生物强化、活水循环等综合治理措施。治理后蓝藻消除、黑臭根治，湖水
透明度>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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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治理区河段长1.73km，河道宽70m，水深2-3m。

问题分析
老河湾是温榆河的故旧河道，主要汇集沿岸的雨水和部分村庄污水排放。水质为劣Ⅴ类，黑臭沉积淤泥0.3
-0.6米。

项目亮点
采用底泥原位治理修复、增氧曝气、河滩湿地构建、水生动植物群落构建等治理措施，水质达到 《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IV以上水质标准，水体透明度1米以上。物种多样性恢复态势持续向好，水生态
系统稳定，呈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优美景色，成为北京市知名的生态景观水系。

北京温榆河支流老河湾河段综合治理项目

项目概况
治理区面积41.84万m ，水域面积19.5万m ，容量约31.5万m ，水深1.5-2m。

问题分析
龙潭东湖水质为中度富营养化，主要超标污染物为CODcr、BOD5、氨氮和总氮，经常出现藻类爆发现象，
水生态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项目亮点

北京龙潭湖水生态修复项目

2 2 3

坚持湖泊的自然属性，恢复生物的多样性，主要采用的技术有初雨入湖污染控制、底泥清淤、底泥原位治
理修复、水生态系统构建、水体循环系统构建和补水净化技术等。考虑到龙潭公园的景观特色，治理措施
在满足改善水质功能的同时与公园景观风格相统一；预留充足水域供游船正常运行，保障湖体娱乐功能；
设计全年补水方案，满足不同季节湖区生态水量，并为汛期蓄洪预留充足的空间。经治理后，龙潭东湖水
体主要指标达到Ⅳ类以上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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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定河门城湖段黑臭河道治理项目

项目概况
治理区河道长3.3km，沿岸市政管网不完善，污水直排入河，水体黑臭。

项目亮点
采取截污纳管、河道清淤、底质改良及净化、水生态系统构建和增氧曝气等治理措施，治理后水体黑臭现象
消除，水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公众满意度提高。

北京亦庄湿地公园项目

项目概况
项目总面积4万m ，原为垃圾填埋地，藻华不绝、水体黑臭。

项目亮点
该项目被列为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垃圾清理后形成具有调蓄和净化功能人工湿地，水质指标达到
地表IV类水标准，透明度    1m，水生植物覆盖率70%。

北京凉水河马驹桥河段黑臭治理项目

项目概况
全长2.4km，河道宽90m，水深2-4m，河道历史淤泥约50cm,水质黑臭。

项目亮点
采用生物强化、人工增氧等措施，有效提升水质、消除黑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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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物园人工湖生态修复项目

项目概况
治理区水域面积约5万m2，水深1.5-2m，水体污染、藻华泛滥。

项目亮点
采取生物强化、植物净化、水生动植物调控等治理措施。治理后，水体透明度明显提升，水色清澈，植物恢
复，水景观提升。

乌兰浩特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花海建设工程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兴安盟神骏山，为山体修复项目，整个项目一共分为4个区域，总面积399.6
公顷，其中花田建植178.6公顷。

项目亮点
根据原来采石留下的矿坑改造成不同特色的主题园，保留场地记忆同时，完成生态修复。引入洮水形成生态
系统，改善景区水文条件和微气候，选用较多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花卉进行露地直播，丰富当地植物多样性。

治理前

北京提香草堂别墅大湖净化项目(荣获“首届中国环境别墅金奖”)

项目概况
治理区水域面积约42000m2，均深2m。

项目亮点
荣获“首届中国环境别墅金奖”。采取旁路处理、水循环工程、水生态系统构建及景观提升等治理措施。治
理后水质主要指标达到Ⅳ类以上水质标准，水体清澈，透明度>1m。

西安洨河生态公园花海建设工程

项目概况
洨河生态公园位于西安市高新区西南部三星项目洨河段，其东西长约4000米，南北最宽处500米，最窄处280米，

总景观绿化面积为94万平方米，地被绿化面积约40万平方米。

项目亮点
为满足绿化要求，通过两次播种的方式，既能够在第一年的夏季观赏第一波花海，还能在次年早春看到繁花
似锦的景象。为此根据不同的播种季节的当地气候，选择不同的草花品种进行露地直播。

治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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