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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环境综合治理技术的应用思考 

张仲镖 

碧沃丰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 

【摘要】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城市建设速度加快，湖泊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变化，污染程度

日益严重，尤其是一些城中湖泊，周边人口密集，产业发达，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湖泊污染

越来越严重，危害人类生存安全。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展开充分的调查研究，科学评估水质、底泥

质量，从而提出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技术和方法，有效修复湖泊生态系统，减少湖泊污染，实现区域生态平

衡发展。本文主要对湖泊水环境综合治理技术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提高湖泊水环境质量，减少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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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peed up urban construction, 
the lak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serious changes, pollution degree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especially some lakes 
in the city, the surrounding densely populated, developed industry, easily affected by human factors, lead to lake 
pollution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 endangering human survival and safe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ufficien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based on the specific situation,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water quality and 
sediment quality, so as to put forward targete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effectively 
restore the lake ecosystem, reduce the lake pollution, and realize the balanced regional ec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lake water environment,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ke water environment and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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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而且是

一种封闭、半封闭的水体，对河流的水力特点、自

净规律存在很大差异性，纳污吐清能力较强，可以

为农业生产、养殖业、生活用水等提供充足的水资

源，还可以营造多样化的生态系统环境，对周边小

气候具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同时可以蓄纳洪水，对

地表径流进行调节，净化水质等[1]。但是在社会经

济发展背景下，城市建设力度增加，城镇人口急剧

增长，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排放量增加，加大了

湖泊污染负荷，严重超过其自身的净化能力范围，

导致湖泊富营养化现象严重，湖泊水环境逐渐恶化。

基于此，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对湖泊水环境进行综

合治理，对水环境进行有效改善，提高水质，为构

建生态文明社会、促进城市建设发展具有良好作用。 
1 湖泊水环境污染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湖泊水环境污染情况日益严

重，虽然相关部门采取了一定的防治措施，如截污

工程、人工湿地等，但是污染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难以从而根本上控制湖泊水环境污染。湖泊水环境

污染源主要有工业废水、农业污染、生活污染等，

其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有机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物

质，如 COD、TP、NH3-N、挥发酚、氮、磷等物质
[2]。这些污染物在湖水中日渐累积，对水体生态系

统的平衡造成严重破坏，降低生态系统的功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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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生物多样性，导致湖泊污染持续加重。此外，还

会引起湖泊水体富营养化，这主要是因为排污到湖

泊中的氮、磷等物质过多，导致水体藻类过量繁殖，

消耗大量氧气，致使水体缺氧，水生动物大量死亡，

引起湖泊沼泽化，当藻类代谢死亡过程中释放大量

的藻毒素，对其他水生生物造成严重威胁。富营养

化的湖泊总氮、总磷浓度较高，透明度较差，水体

叶绿素过高。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对湖泊水质进行

科学合理的检验分析，并对其水质进行科学评价，

从而了解具体的污染状况，才能选择合适的综合治

理技术，提升治理有效性。其中，采样点设置需要

按照表 1 要求进行设置。 

2 湖泊水环境综合治理技术 
通过污染源综合治理工程，可以对湖泊水环境

的污染源进行科学的转移，减少湖泊底泥、农业面

污染、区域内农户渔业养殖造成的污染物。 
2.1 源头拦截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实现外源消减和控制，并

对湖泊上游以及周边的各类市场、建筑等进行搬迁，

减少周边环境中的人类活动，避免生产过多的生活

污水；同时要对湖泊周边的排污口进行排查封堵，

并全面覆盖污水收集管网，设置调蓄池、人工智能

分流井等，同时还可以安装 COD 分析仪器，以便对

水体实现实时监测；实现新旧管网排口调蓄池的连

接，以便对排水水质进行精准识别，把不达标的污

水引入到调蓄池进行过滤处理，然后汇入到市政污

水处理管网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外源污染，

提高水质[3]。此外，还可以对排口进行生态化改造，

如图 1 所示，从而有效减少排口入湖的污染物。 
2.2 疏浚清淤工程 
底泥污染是引起湖泊水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

开展疏浚清淤工程，可以有效减少湖泊水环境的内

源污染。湖泊中的底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清理，

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的污水排放等，导致底泥堆积量

越来越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因此，需要通过清

淤疏浚方式，对底泥进行清除，从而有效解决湖水

内源污染问题[4]。在具体的清淤之前，需要做好全

面检测工作，对湖底地形进行测量，以便科学设置

采集泥样的地点，并对污染物含量进行精准测定，

从而对污染物的分布情况进行明确定位，从而确定

清淤范围。要通过科学方式确定疏浚底泥的厚度，

并选择合适的清淤设备，结合底泥厚度、污染严重

性、含水量等合理选择，避免清淤过程中出现淤泥

扩散问题。因此，精准选择清淤设备，合理控制疏

浚深度，减少对底泥的扰动，避免泥浆在运输过程

中出现泄漏问题。一般情况下使用绞吸船进行清淤

疏浚，并将其运输到三级沉淀池，对其进行过滤去

渣、去臭消毒，并加入高效固化剂进行固化，并利用

板框机对其进行脱水挤压，形成淤泥干饼，一方面可

以作为堤岸加固、道路建设、低洼地填方的材料，另

一方面可以制作颗粒肥料、营养土、工业烧砖等。 
2.3 面源治理 
在湖泊周边往往存在大量的农田，在种植各种

经济作物时，会过度使用农药、化肥，一旦通过地

表径流、雨水等冲刷到湖泊中，会对湖泊水环境造

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这种情况，需要采取合理

的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1）在湖泊滩地、岸线等周边大力建设湿地，

并铺设改性小硅石等滤料，可以对湖水中的垃圾、

重金属等进行过滤净化和吸收，减少内源污染，降

低水土流失，提高湖水的自净化能力，减少农业生

产对湖泊的污染与破坏[5]。 
（2）农田径流控制工程，如设置排水沟、田间

蓄水沟等，这样可以减少农田径流到湖泊的排放量，

有效拦截径流，减少污染物的流动。 
（3）为了自然水体面源污染进行有效性控制，

可以建设海绵城市，对雨水进行有效截留，避免流

入湖泊造成污染；还可以利用透水铺装、下沉式绿

地、植草沟、生物滞留池等方式，对雨水进行吸入、

过滤，从而减少城市面源污染对湖泊水质的影响。 
2.4 控制渔业养殖 
一般情况下，湖泊中养殖的品种为草鱼、鲤鱼

等，这些鱼类饲料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物质，但是只

有 1/5 的氮磷物质被鱼类吸收，大部分沉到湖底，

造成湖泊水环境污染。由此可见，渔业养殖也对湖

泊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加大了湖泊水环境治

理难度。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对渔业养殖密度进行

科学调整，结合当地湖泊水环境的实际承受能力科

学设计养殖密度，为了对湖泊水环境污染进行彻底

治理，需要争取把养殖业移出湖区，从而减少渔业

养殖业对湖泊水环境的破坏，有效改善湖泊水体质

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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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恢复生态 
水生生态系统包含水生植物、水生生物、微生

物等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利用生物、

物理、化学等作用形成复杂的统一整体。一旦水体

受到污染，整个水生生态系统的平衡就会被破坏，

引起物种变化，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水生生态系

统的功能，致使湖泊处于浑水状态中，具体表现为

水体富营养化、水体透明度降低、沉水植被缺失、

鱼类结构不合理等。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对湖泊水

环境生态进行良好修复，尤其要注重对护岸坡进行

良好的修正，加大植被谜底，减少水土流失，避免

出现岸坡坍塌问题，确保平水土稳定性，拓展水容

量[7]。可以利用人工湿地的方式对湖滨进行修正，

护岸设置自然原型驳岸或者是生态驳岸，这样可以

减少成本，保持护岸的自然形态，同时需要增加绿

植，种植芦苇、香蒲等过度型植物。此外还可以构

建系统的水生物链，重塑生态系统，投放微生物，

布设挺水植物带和沉水植物带，发挥其拦截、净化功

能，打造生态屏障，减少面源污染。此外还需要投放

一些滤食性鱼类，这样可以增加水体透明度，构建完

整的水生生态系统，实现生态修复，提高湖水的自净

功能，并对湖泊景观进行美化，提高观赏性。 
2.6 治理入湖河道 
入湖河道的水质与湖泊水质息息相关。因此，

为了根治湖泊水环境，需要对入湖河道生态进行科

学修复，减少水污染。可以开展河道岸坡保护工程，

按照因势利导、随弯就势的原则，设计科学的河线

布置方案，保持河道平面形态的基础上，减少大范

围改动。在迂回河段形成人工生态湿地，维持原弯

道的形态，形成自然景观；还可以设置人工湿地工

程，通过湿地工程可以对雨水、地表径流中的污染

物进行拦截和净化，强化其拦污水效果，还可以搭

配以沉淀池、引水渠等，形成复合表面流湿地工艺，

如图 2 所示；打造生态林工程，减少水土流失，实

现水土保持，沿环湖岸线形成林带[8]。此外，需要

实施河长制，加强河道环境治理和管理力度，明确

管理责任，强化河长的形成指挥力和协调力，强化

湖泊水环境综合治理效果。 
表 1 湖泊分层采样和湖泊水库采样点最小密度要求 

湖泊面积（km）2 监测点数量 湖泊水深（m） 分层采样 

10 以下 10 5 以下 表层（水面下 0.4m 左右） 

10-100 20 5-10 表层、底层（距湖底 1.m） 

100-500 30 10-20 表层、中层、底层 

500-1000 40 
20 以上 表层，间隔 10m 设置一个采样点 

1000 以上 50 

 

图 1 排口改造截面图 

 

 
图 2 表层流人工湿地工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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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恢复水生生态系统，需要对湖

泊水环境污染情况进行科学监测，了解基本的污染

状况，从而选择合适的综合治理技术与方法，如清

淤疏浚工程、控制面源污染、修复河道、恢复生态、

管理渔业养殖等，从而减少湖泊污染物排入量，提

高湖泊水质，优化湖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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