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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生态浮床在浙江省珊溪水库支流入库湾处的应用，表明生态浮床对水源地水库水质的生态修复

有很好效果，并针对东南沿海水源地水库的气候水文等特点，探讨生态浮床植物筛选、浮床工艺选择、浮床结构
优化应注意的要点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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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2

东南丘陵山区是我国水库最为集中的区域，其中浙江

2.1 项目区概况

省水库总库容最大 [1]，承担着洪汛调度、供水灌溉等功能，

珊溪水库应用

2.1.1 气候与水文

其地理位置和功能作用的特殊性，形成了和其他城市河道

珊溪水库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总库容 18 亿 m3，河流

不同的特殊气候、水文、生态系统等特征。水库水体的理

型水库。流域位于洞宫山与雁荡山之间，气候受地形影响

化指标和径流来水水量水质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有明显

显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四季分明，属副

的季节性，特别是夏季，水面受阳光直晒，热分层效应明显，

热带季风气候区，初春绵绵小雨，春末夏初“梅雨”持续，

水温、流态、pH、DO、Eh 等理化因子发生变化，造成水

夏季副高天气闷热，多雷雨和台风，冬季晴冷为主，微量

库中外源性和内源性污染物发生迁移变化，且机理复杂，

雨雪。多年平均气温 19.6 ℃，月平均气温最高 29.5 ℃（7

容易造成富营养化污染，甚至沉积物中 Fe、Mn 元素的释放。
根据 2015 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浙江省水源地水库
水质总体良好，主要为 II 类，虽能够达到水功能区的要求，
但绝大多数水库的营养化水平较高，若将富营养化指标纳
入水质等级评价体系，水体水质要下降 1 ~ 2 个等级 [2]。
生态浮床作为一种原位水体修复技术，有着不占耕地、
景观效果好、经济价值高和修复作用持久，不添加其他药
剂等优点 [3]，对脱氮除磷有着很好的效果，已广泛应用于
城市河道生态修复。近些年生态浮床也应用于湖泊（水库）
饮用水水源地，如杨浦水库 [4]、淀山湖 [5] 等水源地，将其
设置在支流入库口库湾处，对水质改善有明显的作用。
由于东南沿海水库容易受台风的影响，风力等级高，短
时降雨量大，造成库面风浪极大和水位多变，生态浮床设置
困难，本文通过生态浮床在珊溪水库主要支流 — 黄坦坑入
库口处的应用，来探讨浮床植物的筛选和浮床工艺的优化。

月份），极端最高温度为 43.4 ℃（1956 年 7 月 10 日）；月
平均气温最低 9.5 ℃（1 月份），极端最低温度为 - 1.0 ℃
（1955 年 1 月 22 日）。多年平均日照 1 887 h。多年平均水
温 19.6 ℃，月平均水温最高 32.7 ℃，最低 7.8 ℃。台风频
繁，常有强台风超强台风在附近沿海登陆，历年平均风速
1.8 m/s，实测最大风速 26.5 m/s。多年平均降雨量 1 876.9
mm，4 — 9 月雨量集中，占全年 74.7%，多年平均降水日
149 d，最多 184 d，最少 80 d。
2.1.2 污染状况
黄坦坑是珊溪水库 14 条主要入库支流中污染最严重的
支流，属于劣 V 类，2010 — 2011 年入库口处叶绿素 a 最
3
高值达 85 mg/m ，pH 值最高值达到 9 以上，浮游植物高达

78.11×105 个 /L，其中绿藻、硅藻、蓝藻、隐藻为主，6 月
整个水域出现绿色漂浮带，水质呈富营养化污染。主要污
染源为畜禽养殖行业，黄坦坑流域是文成县主要畜禽养殖
基地，并且果园茶园过度开发，垂钓捕鱼盛行，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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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落后。
温州市委、市政府为保护温州市 500 万人民的大水缸，
以铁的手腕进行珊溪水源保护五大工程建设（生活污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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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活垃圾治理、畜禽养殖行业取缔、生态河道修复、

大大削减了污染物含量，表 1 为黄坦坑入库口 2010 年（治

水质在线监测与预警系统），特别是对于畜禽养殖行业取缔，

理前）和近 3 a（治理后）的年平均水质数据。

表1
治理时间
治理前

治理后

mg/L

黄坦坑入库口水质情况表
高锰酸钾指数

氨氮

总氮

总磷

2010 年

5.14

1.10

5.03

1.10

2014 年

2.60

0.22

1.38

0.05

2015 年

2.33

0.19

1.05

0.09

2016 年

2.16

0.18

1.00

0.11

2.2 设计方案

要能够自然过冬，能够抵御寒冷和霜期，可以选取一些性

珊溪水库黄坦坑入库口生态浮床系统由浮盘（床体）、
PVC 框架、陶粒基质、绳索锚固装置，以及浮床植物组

喜寒冷的植物，如黄菖蒲（黄花鸢尾）、西伯利亚鸢尾 [9]
等耐寒性植物作为补充。

成，同时周边布置太阳能自动曝气装置。浮床植物采用

（2）去污净水能力。水质净化主要由植物吸收、根系

了美人蕉 + 再力花 + 黄菖蒲的植物组合。浮床单体面积达

过滤、植物与微生物的协同作用 3 部分组成。植物通过根

2

10 000 m ，设置于珊溪水库主要支流黄坦坑入库口位置。

系从水体中吸收氮、磷等营养盐，然后通过收割将营养盐

2.2.1 植物筛选

从水体中去除，植物吸收营养物的强弱可能和根系附近的

生态浮床植物筛选原则一般从植物生长习性、去污能

基质脲酶和基质磷酸酶活性有关，美人蕉和再力花有着较

力、管理维护 3 个方面考虑。浮床植物应具备：①能够在

高的基质脲酶和基质磷酸酶活性 [8]。有研究表明浮床植物

水面长期生长，适应湿生或者水生环境；②根系发达、具

根系分泌物有利于微生物生长，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氧

有较高的干生物累积量以及较强的抗污能力，能够及时去

气传送至根系，形成好氧 — 缺氧 — 厌氧微环境，相当于

除水中的营养盐，保证水质；③具备较强的抗病虫能力，

无数个微小的 A2O 工艺串联并联 [10]，对根系以及基质吸附

能够自然过冬，最好是多年生植物，方便管理。

富集的营养盐进行脱氮除磷和降解。美人蕉、再力花有着

针对沿海大型水库因台风天气、风浪、水深，交通不

很强的根系输氧能力 [11]，黄菖蒲有着发达的根系和丰富的

便等特殊的气候和水文特质，浮床植物还需要具备以下条

根系微生物且种植密度高 [12]，都是去除氮、磷的优良植物。

件 [4 - 6]：①沉水植物不宜考虑，一般选择挺水植物；②浮

同时，浮床植物增加了水体物种的多样性，抑制藻类生长。

床植物高度不宜过高，具备较强的抗风浪能力，且不宜考

其抑藻原理 [5，13]，主要有：①浮床植物和浮游植物（藻类）

虑漂浮植物，在风浪较大情况下极易逃逸；③生长速率不

对营养盐的竞争；②浮床植物化感物质的分泌；③浮床为

宜过快，收割频次过高，维护成本较大，若未能及时收割

滤食性浮游动物提供避难所，浮游植物被捕食。

植物腐烂容易造成二次污染；④库区一般处于生态敏感区，
一般不引入外来物种，以防破坏现有的生态平衡。
有研究表明有 240 种植物可以用于生态浮床 [7]，在东

有 研 究 表 明， 黄 菖 蒲、 美 人 蕉 有 一 定 的 Mn 富 集
能力 [14 - 15]，以预防水库锰超标的风险，Mn 作为地表第二
大金属元素，一旦水库出现季节性缺氧和藻类增殖超过水

南沿海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一般水生植物都能适应。

库生态负荷，藻类大量死亡下沉，使水体氧化还原电位发

本方案采用了较为常见的 3 种浮床植物，分别为美人蕉、

生改变，内源性 Mn 从氧化态转变为还原态，颗粒态转变

再力花、黄菖蒲，其生长习性、去污净水能力、运行管理

为可溶态 [17]；加上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台风暴雨等天气，

等特点如下：

大量土壤通过径流进入水库，农药化肥中成分复杂，大量

（1）生长习性。美人蕉、再力花、黄菖蒲均属于多年
生挺水植物，环境适应力强。有研究表明植物体内过氧化

有机质进入水库，使原土壤以及水库中的内源性 Mn 溶解，
造成 Mn 含量超标。

物酶活性高低是植物适应环境能力强弱的生理指标之一，

水生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去污能力，因为

美人蕉和再力花的过氧化物酶较其他植物要高，表现出了

不同环境有不同的气候条件、水力条件、风浪等级，以及自

环境的强适应力

[8]

。但是美人蕉、再力花耐寒性不强，在

然水体理化因子，如不同氮、磷比，会影响浮床植物生长，

冬季霜期来临时，难以越冬，美人蕉在 5 ℃的水面出现生

如磷为再力花的限制因子，氮为美人蕉和黄菖蒲的限制因

长不佳，黄菖蒲在南方可以自然过冬，可作为美人蕉和再

子 [5]。生态浮床的去污能力还和植物品种、生长速率、种植

力花在冬季的补充。华东、华南沿海等地气候温暖，雨量

密度有关，不能仅看单株植物的氮、磷累积量或者单位干物

充沛，一般水生植物均能很好的生长，主要是冬季，植物

质的氮、磷含量，并且对于浮床的日常运行管理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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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行管理。应用于水库的生态浮床植物一定要便

和结构稳定性十分重要，床体、框架的材质必须无毒、稳

于管理，如漂浮植物因风浪大极易逃逸，沉水植物受水深

定。本方案采用了 UPVC 管框架和食品级的床体（浮盘），

影响，一般不采用，且不宜采用生长过快的植物。本工程

以保障水质安全。结构框架要有足够的浮力和强度，金属

试运行时采用空心菜，其生长十分迅速，去污能力很强，

强度虽高但浮力小，竹排浮力小但容易腐烂，因此一般采

但是需频繁收割，运行费用过高，因此生长速度过快的植

用 PVC，成本低、管理方便。也有不采用框架的，如采用

物也不利于在水库中的应用；并且由于其匍匐生长，受到

椰丝纤维缝合而成的床体形成无框型浮岛 [24]，在景观上则

水库中鱼类攻击，大量植株被拖入水体，漂浮物捕捞不及

显得更为自然，但是在强度及使用时间上不及有框式的。
水库中的浮床还需加强锚固和配备消浪装置，如采用

时造成二次污染。从其他水库生态浮床经验来看，鱼类攻
击浮床植物也是管理中的常见问题

[6]

，鱼类资源丰富的水

PVC 材质的浮球连接作为防浪墙 [25]，浮床外围布置竹排作
为消浪排 [7]，缓解水流。本方案绳索抗拉力达 240 kN，可

库尽量少选择匍匐生长植物。
从以上分析和工程实践看来，本方案的植物配置较为
合理，美人蕉、再力花的强适应能力和去污能力，能够基

以抵抗大风而不至于飘走，并以 PVC 浮球作为防浪墙。

2.3 浮床运行效果
入库口浮床上游与浮床处水质变化见表 2，生态浮床对

本保证水质，黄菖蒲的耐寒性可作为美人蕉和再力花在冬
季的补充，并且黄菖蒲、美人蕉有一定的锰富集能力，可

水质净化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表2

预防水库锰超标的风险。
2.2.2 浮床工艺
生态浮床作为一个系统，浮床植物仅仅是其中一个环节，
净水能力还与受试水体、栽培季节、浮床工艺等影响 [14]，
因此还需注重浮床工艺的优化创新，如采用组合式浮床工艺
提升去污效果，选择优良性能的基质、填料强化去污功能，
优化浮床结构增加抗风浪能力等。
2.2.2.1

3

入库湾水质变化情况表

mg/L

位置

氨氮

总氮

总磷

浮床上游

0.131

0.954

0.093

浮床处

0.091

0.552

0.074

结论与展望
（1）以配置美人蕉、再力花、黄菖蒲，并以陶瓷为基

组合式浮床工艺

组合式工艺指的就是将传统的植物浮床和生物膜处理
技术相结合，根系微生物脱氮除磷在生态浮床的去污作用
占了很大的比重，但由于水源地水体营养物低，根系微生
物不够丰富，一般通过添加基质或者填料，基质（填料）
利用高比表面积吸附富集营养物，同时作为微生物生长载
体，形成生物膜，利用根系、基质（填料）和微生物的耦合、
协同机制去除水体中营养物，本方案采用了陶粒这种常见
的无机基质，它具有稳定、无害、高比表面积的特点。
对于组合式浮床工艺，最关键的是基质（填料）的选

质的生态浮床，运行管理便利。鉴于生态浮床在黄坦坑入
库口的成功运行，珊溪水库另外一条主要支流 — 莒江溪入
2

库口处拟建设生态浮床，规模为 30 000 m 。
（2）在东南沿海水库生态浮床的应用中，植物筛选应
注意耐寒性，浮床工艺上应注意抗风浪性，运行管理时收
割植物的及时性。
（3）生态浮床工艺作为一种兼具去污和景观功能的水
体修复技术，有着很大的应用前景。今后的研究趋势应注
重生态浮床新工艺的探索，研发优良生物载体的基质（填
料），优化组合式浮床工艺，以及开发新型抗风浪装置。

择，一般采用比表面积大，生物亲和性强，表现出良好的
污染物富集能力和生物载体的优良品种。除了和本方案一
样的陶粒无机基质，还有球型填充型 [18] 或者仿水草悬挂
型

[19]

的高分子有机合成填料。学者们也在尝试一些天然

材料作为基质，如天然纤维素物质

[20 - 21]

，其天然亲水性

和生物亲和性，能很好地完成挂膜，并且水源地水体中可
能碳源不足，C/N 较低，天然纤维素还可以按照微生物需
求生物释碳，提供碳源；生物炭 [22] 的易塑特性可以用于
固定植物，在具备强大的吸附能力的同时，含有天然微量
元素，可以提供植物生长。近些年也有浮床植物 + 笼养滤
食性水生生物 + 悬挂填料的立体式浮床工艺 [23]，增加了
物种的多样性，为水体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生态圈。
2.2.2.2

浮床材质与结构

对于应用于水源地水库的浮床而言，其材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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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板裂缝较多的安全性分析

4

结

语

面板结构性裂缝的出现、面板沿垂直缝的挤压破坏，

混凝土面板对于堆石坝而言起着抗渗作用，其质量直

都与坝高有关。120.00 m 高度以下的坝，出现结构性裂缝

接影响整个堆石坝的安全。对堆石坝混凝土面板出现的裂

的机会很小，可以按控制收缩裂缝配筋以达到减少面板裂

缝一定要加以重视。本文对某抽蓄电站堆石坝面板裂缝产

缝的目的。温度裂缝表现细、短和浅，一般初期裂缝宽度

生的可能因素进行分析，并做出初步安全评估，以便为是

小于 0.2 mm，不影响面板结构安全，热胀冷缩将会导致面

否要采用合理、可行的工艺对其进行修补，防止裂缝进一

板的裂缝的进一步发展；通常，当裂缝宽度大于 0.2 mm 时

步发展给堆石坝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需要进行封闭处理。结构裂缝粗、长、深，裂缝宽度一般
大于 0.2 mm。面板裂缝特别是当裂缝宽度大于 0.2 mm 时，
长时间不予处理将会影响混凝土面板的耐久性。因此只要
处理好缝宽大于 0.2 mm 以上的裂缝，对大坝渗流状态没有
太大的影响。本工程最大坝高 92.00 m，面板出现的裂缝大
部分为水平裂缝，部分为平行于岸坡方向的裂缝，但无明
显的、大的结构性裂缝及渗水现象，从实测渗流量可知，
在扣除降雨影响后坝体渗流量较同类工程小，故面板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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