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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位压力控藻整装

成套装备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水域藻类处理。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采用静水压力和机械加压两种方式，使富藻水体的压力

达到 7 个标准大气压，在 0.7MPa 压力下，藻细胞内的伪空

胞塌瘪，比重增大，在水中扩散沉降，利于水生动物摄食，

受压后未被摄食的蓝藻沉在水底，无法接受光照而正常消亡。

同时，加压后的藻细胞在有流速条件下，无法在水体表层聚

集，在纵向分布上以悬移为主，失去光合能力而逐渐消亡，

有效解决蓝藻水华大量聚集水表造成的问题。

压力控藻

柔性围隔
蓝藻 深潜式加压

控藻器
推流扩散

蓝藻下沉 生态消纳

加压控藻船

导流蓝藻

蓝藻下沉散状聚集

工艺流程图

三、技术指标

处理水量≤85000m
3
/d；加压控藻船处理量≤2000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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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藻效果：蓝藻清除率≥70%；蓝藻加压灭活率≥70%；蓝藻

加压沉降率≥95%；处理后表层水质改善率：TP 清除率≥60%，

TN 清除率≥60%。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一）高效可调式取藻技术：可以根据水位涨落、蓝藻

聚集薄厚进行调节，取藻效率高；

（二）零能耗蓝藻加压技术：竖向双套管夹层深井形成

静水压力对蓝藻进行处理，处理量大，加压过程无能耗，实

现了大通量、高效率的处理水体中的蓝藻；

（三）出水管内潜流负压推流器无扬程，能耗低；

（四）处理过程不添加任何药剂，不破坏蓝藻细胞结构，

无潜在污染风险；

（五）加压控藻船机动灵活，可对大水面的蓝藻进行原

位清除，也可对滨岸带、局部浅水区蓝藻进行清除。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太湖（贡湖湾经开区段）2020 年蓝藻应急处

置工程

项目概况：在太湖（贡湖湾经开区段）2020 年蓝藻应急

处置工程中为防止蓝藻在近岸聚集甚至腐烂发臭，采用一台

原位压力控藻整装成套装备，取藻深度为 0～1.5m，单套处

理量 86400m
3
，自 2020 年 8 月开始投入运行，实现了贡湖湾

水域沿线近岸蓝藻聚集的“日聚日清”，有效避免了贡湖湾

水域沿线近岸蓝藻堆积引起的发白发臭的现象。该项目运行

费用为 0.009 元/m
3
藻浆，与常规藻水分离技术相比，能耗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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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90%，单台设备运行一年节约电费约 280 万元。

六、推广前景

近年来我国重点湖泊(水库)的富营养化程度不再恶化

但富营养化现象依然存在，与富营养化相伴而生的蓝藻水华

现象更应引起重视，除已经暴发蓝藻水华的太湖、巢湖、滇

池外，初步统计，仍有 19 个湖库暴发蓝藻水华，60 余湖库

达到富营养水平以及600多重点水源地存在蓝藻水华灾害防

控需求，应用前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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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安徽普氏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MBio 脱氮除磷设备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黑臭水体治理、河道水质提升。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采用物化及生化两段式工艺的处理方式，对污水进行净

化处理。物化工艺段采用 MMFlo 磁微滤处理技术，通过向原

水中投加磁性介质（磁种），磁种与原水中的污染物絮凝成

磁性微絮团，在原水通过磁微滤机时，利用磁力吸附去除原

水中的磁性微絮团，去除水体中 TP、SS、部分 COD；生化工

艺段采用 Bionet 三维膜介质生物反应处理技术，采用三维

生化载体，通过载体中附着的微生物吸附、分解或合成污水

中的大部分有机物，并且截流大量固体悬浮物，去除水体中

氨氮和剩余 COD 指标。两工艺段可结合使用，也可分别独立

运行。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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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处理量：1000m
3
/d～20000m

3
/d；进水水质：CODcr≤

300mg/L，NH3-N≤30mg/L，TP≤3mg/L，SS≤200mg/L；出水

水质：CODcr≤30mg/L，NH3-N≤1.5mg/L，TP≤0.3mg/L，SS

≤10mg/L；出泥含泥率＞60000mg/L；MMflo 工艺段 3 秒可实

现 SS 固液分离，阳离子 PAM 的投加量降低 50%，磁粉回收率

≥99.5%，整体工艺处理停留时间 1h～2h，占地≤500m
2
。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一）三维膜介质载体兼有生化及过滤双重作用，提高

了处理负荷，保证了处理效果，除磷脱氮效果好；

（二）有效提高出水通量及磁粉利用率，节约运行成本；

（三）污水原水停留时间短，设备处理效率高，设备高

度集成占地面积小；

（四）不需设置沉淀池，土建施工简单，项目建设成本

低。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肥东县龙须沟片区应急污水处理服务项目

项目概况：肥东县龙须沟片区应急污水处理服务项目位

于安徽省肥东县芦柴河、龙须沟片区，目的是解决龙须沟片

区排口黑臭水体问题。该项目以治污工程筹建，占地约200m
2
，

运行期三年，建成总体处理规模 5000m
3
/d，投资约 500 万元，

吨水投资成本约 2500 元，吨水直接运行成本约 0.38 元。

该项目平均进水氨氮浓度 21.5mg/L，平均降至 1.1mg/L，年

氨氮削减量可达到 37.23 吨；平均总磷进水浓度 2.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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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出水浓度 0.13 mg/L，年总磷削减量达 3.5 吨；进水 COD

平均浓度 170mg/L，出水 COD 平均浓度 24mg/L，去除率大于

80%。设备稳定运行，总体水质稳定达到准Ⅳ类标准。

六、推广前景

MBio 脱氮除磷水质提升技术作为水处理的综合性工艺，

速度快、效果好、占地小、处理成本低，是取代传统的沉淀

工艺和传统生化工艺的最佳选择，能广泛应用于黑臭水体治

理、市政污水提标改造、湖泊富养化治理、工业废水处理等

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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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北京精瑞科迈净水技术有限公司磁混凝污水处理集成

设备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黑臭水体治理、河道水质提升。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采用磁混凝技术，通过在化学絮凝反应过程中投加可循

环利用的磁粉，提高絮凝絮体比重，并使絮体具有磁性，从

而实现快速沉降和固液高效分离，可提高单位面积处理能力

和出水水质。污水进入磁混凝系统 T1 快混池投加 PAC 药剂

搅拌混合形成小的絮体，再进入 T2 加载池与磁粉搅拌混合

反应，接着进入 T3 絮凝池投加 PAM 药剂搅拌混合絮凝形成

大的絮体（矾花），随后进入高效斜管沉淀池进行固液分离，

上清液出水达标排放，污泥与磁粉沉淀后其中一部分污泥磁

粉混合液直接由磁粉提升泵输送到 T2 加载池循环使用，剩

余部分进入磁分离器进行分离，磁粉回到 T2 加载池循环使

用，污泥进入剩余污泥池进行下一步处理。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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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单套处理量 500m
3
/d～150000m

3
/d；进水水质：COD≤

300mg/L，TP≤8mg/L,SS≤200mg/L;出水水质：COD 去除率

50%以上，TP≤0.3mg/L,SS≤10mg/L；磁粉回收率＞99.5%。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一）净化时间短，高效去除水中的磷、悬浮物和非溶

解性 COD 等；

（二）耐冲击负荷能力强，在高水量、高污染负荷的情

况下依然可以稳定运行；磁粉可循环使用；

（三）集成化程度高，模块化部件集成为撬装式装置，

具有可移动性、多点循环处理的特点；占地面积小，50000m
3
/d

规模系统的占地约 400m
2
，为常规混凝工艺的 1/10；

（四）自动化程度高，系统处理效率高，实现智能化操

作、日常维护简单易行；智能化运行控制，与普通运行控制

相比，能节省 10%～20%药剂投加量，设备的使用寿命长，二

次投入小。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湛江霞山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项目概况：项目地点在广东省湛江市，项目建成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项目规模为 2.5×10
5
m
3
/d，共 4 套磁混凝系

统，单套处理能力 6.25×10
4
m
3
/d；进水水质 TP≤5mg/L，SS

≤20mg/L；出水水质 TP＜0.3mg/L，SS＜5mg/L。实现 SS 年

削减 1370 吨，TP 年削减 430 吨，投资成本为 110 元/吨水，

运行成本为 0.06 元/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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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广前景

随着污水治理力度的增加以及地标排放指标的提升，黑

臭水体治理及河道水质提升的市场需求增大，磁混凝撬装一

体化集成设备较常规混凝工艺相比有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适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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