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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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很多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将大量地未经任何方式处理过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到河里,
从而导致河流严重污染。多方位生态修复的技术是新型的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的方法,其在综合治理环境
污染中成效显著。本文重点探讨多方位的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水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运用,为改善河道水
污染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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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many enterprises have discharged a large amount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that has not been treated in any way directly into the river, resulting in serious pollution
of the river. The technology of multi-facete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a new type of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reatment method, which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facete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of river water,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river wate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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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规且简单的治理方法,对河道的污染治理有着巨大的好处。比如,

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正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和各项科学

采用有效拦阻污染的方法,可以防止被污染过的水流到河里,降

技术的提高,得到了飞速的进展。对于如何综合治理河道水环境

低河的“富营养化”的现象,从根源着手,来预防河道水污染的

污染问题,确保生态和经济社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对于全面落实

情况。

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河道水环境污染治

第二,定期清理河道里的淤泥情况,作为控制内源的方法,

理和多方位的生态修复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用该技术,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避免河道因为长时间的累积,从而出现大量

能够有效地提高治理工作的质量,并且能够更好地管理其内外

的淤泥,减少内源地污染。

以及周边环境,其中人工净化的能力和河流自己净化的能力都

第三,利用人工净化的方法,当河道的水质出现恶化的情况,

具有难以被取代的功能。与此同时,全方位的生态修复技术,能

我们利用人工净化的方法将河道的水快速地净化,不断地改善

够显著提升其修复的效果,还能进一步提升河道水环境。

河道水的质量和清澈度。

1 多方位生态修复技术相关概述

第四,利用河道水的生态系统,这个方法可以使得河道水质

将多方位的生态环境修复技术运用到受污染的河道修复的
项目工程上来,可以针对河道的实际情况,选择有针对性的技术

得到净化,同时还可以美化河道的景观,还给人们一个优美漂亮
的河道生态环境。

方法,提高其修复的质量和效果。在修复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

2 对比国内外采用生态修复技术的主要情况

下面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全球范围内就出现了河道污染

第一,分别控制好内源和外源污染,提高河道的自净能力和

的情况。曾经有德国专家学者主张过用生态修复的方法来治理

人工净化的能力。利用多方位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法,突破以往常

河道水环境的污染,不过在当时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治理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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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真正地将其投入到实际治理的过程当中,然而,随着时间

河道的水资源在被外源污染之后,经历长期的堆积和固化,

的推移,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治理

最后会产生淤泥,而这些淤泥因为被积压在河底,也会给河道带

城市的河道水污染的时候,利用生态修复的技术方法,并且达到

来第二次的污染,从而降低了水质。因为河道底下的淤泥非常地

[1]

了理想的效果 。近些年,我国也开始关注到生态修复技术,并

难治理,并且一些化学药剂和氮磷等在一定的作用条件下,会进

将其运用到河道水污染治理工作当中,不过在以前,我国对河道

一步地引入到上层的水域上来,对河道又造成了一次环境污染。

的功能定位在以防洪为主,没有过多地重视河道的生态问题。但

利用机械设备来清除河道的淤泥,以及利用生物酶的降解

是目前我国的科学研究专家发现,国内大部分的河道都遭到了

[2]
作用,已经成为控制河道内源污染的重要方式 。这种方式的特

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专家学者们也开始研究河道的

点有高效率性、快速性和可持续性。用机械清除淤泥其实在具

修复问题,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河道的修复过程中,我们对河

体的实施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成本,所以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一

道水质的改善、生态植被和生态的全局性等问题没有过多地去

些小范围内的和污染严重的河道；利用生物酶降解污染物的方

关注,仅仅是把重心放在河道周边。

法来治理河道,就需要我们灵活地运用微生物的活性特点,综合

3 采用多方位生态修复技术对河道开展治理的主要
模式

治理河道中的污染物,比如降解污染物和转化污染物。不过生物

运用多方位的生态修复技术,来进行河道水污染的治理工

下。与此同时,使用生物酶降解污染物的技术还能够增强河道生

作,其主要工作原理表现在,运用综合治理原则,将多方位的综
合技术手段运用到河道整治的过程当中,通过采用控制内源污

酶降解的方法主要适合河道污染面积加大并且程度不高的情况
物的活性特点,对后期改善河道污泥有着积极的意义。
3.3人工净化技术

染、拦截外来污染以及人工净化和河道水质自净等各种方法,

如果河道外源污染的控制方法没有取得良好的成效,反而

保证河道水质能够满足人们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而达到治理

还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物进入了河道中,并且破坏了河道的

河道水污染的目的。

生态环境,那么此时需要通过人工净化的方法来对河道的水资

3.1控制外源污染

源进行净化。人工净化的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河道中的污染物

在暴雨刚开始的时候,雨水的水质污染往往要比人们的生

的利弊,并最后实现治理污水的目的。

活污水来得严重。所以单一阻隔某个点的源头的水污染,无法保

近些年来,人工净化污水的技术已经被普遍应用到长江河

证从根源上改善和提高水的质量的。所以,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

道的综合治理当中,并因为该技术自身存在的优势,所以成为目

来控制河道水的外来污染,开展好其修复工作。而雨水原位自动

前一项有效的污水治理的技术手段。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和进

净化装置作为一种工程化的修复技术设备,就有着十分突出的

步,各项高科技治理方法都被纳入到了人为净化的技术当中。而

使用优点。它对雨水的处理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能够达到改善

目前,在人为净化的技术中运用到最多的方法就是通过微生物

河道水环境的目的。

净化技术和污水治理体系技术。它的主要工作原理是通过混合

雨水原位自动净化技术是采用超低压膜过滤的技术,符合

的方法,用这种技术可以生产出“微米夸克”和“亚基尼微米”

这一净化系统对水的处理要求,同时,其独立紧凑的净化系统也

两个级别的混合气泡,通过这些气泡可以大大减少地下水环境

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以高技术支持为依据。在雨水原位

中的氮气和磷的相对浓度。

自动净化处理之后,必须预留出适当的过滤器容量,这样才能有

使用该净化技术,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农业水域周围环境中

效地对雨水进行截污处理,又可以确保系统设备有足够的过水

的水可溶性和氧透光性,以及不断地提高农用水域的溶氧透光

功能。根据目前的净化系统,怎样最大限度地减少截污的积累是

性和水体清澈度的情况。利用这个大自然的固有特性来治理河

个十分重要的难题,在人为进行维护设备的时候,还必须严格地

道的水污染是杯水车薪的,所以在修复河道的水环境的过程当

做好对河流末梢的管理,将尽可能多地过滤掉废水,让河流的水

中,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河道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附近河岸的

环境得到净化的处理。至于部分没有进入到官网的雨水,则可以

土壤特性,来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改善和

直接进入驳岸直流。

提升河道的水质环境。

怎样使河道水的水质得以净化,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3.4水体自净功能

原驳岸技术重点注重于水域的抗洪和运输等方面。而采用新型

河道的水域环境如果具有相应的自净的能力,那么河道的

的生态驳岸方法,用很多的生态植被类来达到平衡河道的生态

水域环境就可以获得很快的修复成效。河道的生态系统对其水

的目的,以及可以提高河道水岸的生态景观的功能。可再生的生

质本身也是具有强化效应的,所以,在河道的水质环境的修复过

态驳岸方法,通过建设多种类型的生物栖息地和廊道,从而让其

程中,我们需要进行水体的自净方面的工作。

有很强的自净的功能。在城市和乡村的河道水环境的生态驳岸

水生植物群落在河道水环境的管理过程当中,不但能够产

工程建设中,我们可以营建出一个混合型的生物和生态系统,从

生景观的效应,还能够帮助维护河道的水质情况。建立水生植物

而严格地控制河道的水污染。

群落,可以帮助河道的水环境长期维持良好的生态系统,这也是

3.2控制内源污染

修复河道水质和生态的重要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河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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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综合物质的能量,并进行科学构建河

治理方法,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道的植物群落,使得河道水环境拥有更强大的自净功能,提高其

第一,从根源上来说,生态修复方法可以减少河道外源污

对环境污染的强大抵抗的能力,对河道水环境的长久保护也起

染的流入情况,因为大量的污染物会随着雨水季节的到来而

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不断地进入河道内,而从根源上着手,就能够减少对有害物质

沉水性植物、挺水性动植物以及悬挂性的花卉等生物都能
够起到降解河道的污染物的作用。所以,通过增加一些水体植被,

的比重。
第二,针对河道中的淤泥,要定期进行清除,同时定期地给

能够从侧面提高和改善河的生态周边环境。挺水性植物以及一

水体进行净化处理,能够有效地减少水体污染物质的含量,从而

些漂浮的树木,一边可以缓解河道水资源的污染,另一方面还能

达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够起到美化河道水环境的功能。而沉水性的植物则可以很好地
维护河道里的生态环境,从而保障其生态的平衡稳定。
河道水体自净具体是指运用河道的自净的能力,来净化河

第三,通过运用现代化的净化科技,对一些被严重污染的水
域实行快速净化处理,从而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其水质环境状况,
同时还增强了河道水域抵抗环境污染的能力。

道里的污染物,但同样也要确保污染物的增长速度要低于河道

第四,通过不断地培育水生动植物,由此还能够加强河道水

水体的自我净化的速度,并以此促进河道水资源的健康良性地

域的自净能力,平衡河道水域的生态系统,从而实现了美观河道

开发利用,进而提高人们对河道的能源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和建设良好的生态景观区的目的。

并且河道的浅水地区,我们可以在其水下种植草皮,而深水的区
[3]

域可以建造水下树林等 。这种做法的主要好处体现在：

5 结束语
近年来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和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河道

(1)运用水生植物的根部吸收土壤中的营养,这样可以减缓

水环境的治理也获得了群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对河道进行综

河道水质的“富营养化”程度；(2)提高河道水质里的硝化、逆

合治理污水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采用多方位的生态修复治理方

硫酸盐硝化和氧气等过程,从而降低河道水质里的氮的浓度；(3)

法,才能满足人们日常对河道水环境的各种需求。在运用这种方

提高河道水面上悬浮物的沉降率,控制河道底部的一些物质的

法治理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根据水域的实际状况,选择有针对

漂浮,进而控制底部淤泥排放出一些氮磷等营养物；(4)通过光

性的措施,以及利用不同水质的特征,结合多种修复治理的方案,

合作用产生的氧,促进河道水域中的各类营养素和重金属物质

由此来达到改善河道的水环境,从而实现改善其生态环境的目

的迅速沉淀。

标。一旦河道的生态环境被破坏,那么就会导致生态化城市建设

河道内部往往会出现多种水栖动物和多种浮游的生物,其

的脚步变慢。所以我们在修复受损的河道水环境的时候,要坚持

中浮游性微生物通过捕食河流里的一些有机生物,来排出一些

可持续发展、自然生态和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河道水质

有侵蚀性的物质,这种生态方式能够很好地提高河流里的水质

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采用修复治理的方法,以此来保持城市

的干净度及其清澈度。并且,河流里的一些鱼类生物可是靠捕食

健康,同时形成良性的河道生态环境。

一些浮游生物来存活,而这种浮游微生物可以利用自己的特点,
将水里面一些藻类生物转化成动物们需要蛋白质营养物,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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