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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说明：
1.洗脱作业效果：洗脱深度 10cm~30cm，作业后底泥表层形成 5cm~

20cm 无机覆盖层，洗脱后河床高程降低 3cm~5cm，移除物主要成分为淤泥
中的有机质和氮磷营养盐。作业后水体透明度增加，无机覆盖层中无机沙
粒粒径显著提高，利于水生植物生长萌发。

2.疏浚作业效果：疏浚深度 30cm~50cm，作业后因沉降、推移易形成
10cm~20cm 污泥悬浮层，疏浚后河床高程降低 30cm~50cm，移除物主要成
分为无机泥沙。疏浚作业能高效提升水体库容，但作业过程中水体浑浊，破
坏水生动植物生长环境，不利于水生态恢复。

3.清淤作业效果：清淤深度 30cm~80cm，作业后因沉降、推移易形成
5cm~10cm 污泥悬浮层，清淤后河床高程降低 30cm~80cm，移除物主要成分
为无机泥沙。清淤作业有利于内源污泥污染的快速清除，但对水生态环境
会造成毁灭性打击。

《“十四五”生态环境创新工程百佳案例汇编（2021卷）》入选项目公示

在东京奥运会上，我国的帆船帆板、皮划艇、举重等多个项目取得了优异成
绩。参加奥运会之前，这些国家队队员都曾在山东省日照市进行备战训练。近
日，中国赛艇协会和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等单位向日照发来感谢信，感谢日照
为他们备战训练提供的支持和保障。

“日照以蓝天、碧海、金沙滩闻名，而且拥有潟湖，湖面宽阔，风缓浪稳，是水
上运动训练、比赛的理想场所。”日照市水上运动学校校长周扬桂自豪地介绍，

“我国赛艇、皮划艇和帆船、帆板运动的每一名运动员都曾在潟湖和奥帆基地训
练，这里留下了他们矫健的身影。”

潟湖，是由于海潮运动在近岸形成沙石淤积致使部分海域最终被沙嘴、沙坝
分割的封闭、半封闭水域。日照万平口潟湖总面积 160 万平方米，历史上就是天
然避风港，取“万艘船只平安抵达口岸”之意名为“万平口”，同时也寓意“万事平
安、一生平安”。国家体育总局、山东省政府和日照市选择万平口作为训练和比
赛基地，投入巨资进行规划、建设，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水上运动人才，日照因此
被誉为“水上运动之都”。但是近几年，由于潟湖汇水面积大，地表径流和入湖河
流污染不断汇入，加上潮汐顶托，大量有机污染物在潟湖推移、沉积，夏季经常伴
有异味，水质状况令人担忧。

治理潟湖，改善水质。日照市委、市政府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明确而又坚定
的指令。

■ 众里寻他千百度

2020 年 10 月 15 日，“2020 城市黑臭水体与流域水环境整治技术研讨会暨现
场观摩会”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冯慧云研究员作了
题为“黑臭水体离生态修复有多远”的精彩演讲。很多与会者听完报告深有感触
地说：“我们过去偏重外源治理，冯老师的报告使我们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水环
境治理必须在控源截污的基础上，适时开展科学精准的内源治理，着力改善水体
生境，促进水生态系统完整性恢复”。

听众席中，日照市城管局城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王世强认真聆听了
冯老师的演讲，不时俯首记录报告要点。中场休息时，王世强来到会场外安徽雷
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克环境”）展台认真研读资料，并同雷克环境
市场经理范冬艳展开了深入探讨：

王：清淤、疏浚和投加微生物菌剂是内源治理的常用方法，刚才我又听冯老
师介绍了底泥洗脱技术，请您再作一下比较分析。

范：河湖沉积物中，有机质占比一般在 5%~10%，污染严重的可达 20%左右。
有机质经微生物分解，一部分形成有色可溶性有机质，衰减了水中的光照强度，
加上底泥表层可悬浮颗粒上泛，使得水体更加浑浊。单靠清淤、疏浚移除污泥难
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巨量污泥后处理十分棘手。

投加微生物菌剂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形成的有色可溶
性有机质毕竟没有转移出水，有时还可能加剧对水体的污染。

底泥洗脱技术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余增亮团队针对水体内源污染
分布规律和释放特点研究提出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水体沉积物一般分为悬
浮层、流体层和压密层，俗称“浮泥”“稀泥”和“板泥”。内源污染主要分布在悬浮
层和流体层，特别是处于悬浮状态的胶粘状有机污染“云团”，风浪静止时沉降在
底泥表层，稍有扰动或在厌氧状态下就会悬浮、上泛，影响水体透明度，并时常散
发异味。

王：底泥洗脱技术如何有效解决内源污染问题？
范：水中颗粒物受到的重力与粒径立方成正比，受到的浮力与粒径的平方成

正比。这一物理特征给我们进行物理分选提供了可能。
底泥洗脱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将一个特殊设计的底部敞口箱体倒扣湖床，通

过机械力或射流产生箱壁约束的湍流，分散底泥表层沉积颗粒物。颗粒物在湍
流作用下翻滚、碰撞、摩擦进一步分散开来，在垂直方向上形成粒度梯度。大颗
粒物重力沉降、原位覆盖；粒径较小的颗粒状污染物和可溶性有机质等随水泵
出，经絮凝沉淀后外运，絮凝分离后的清水回流水体，不断提高水体透明度，并着
力构建稳定的泥/水界面。因此，有人将此项技术称为“淘米式”治污，也有人形
象地比喻为“给污染的河流洗洗澡”。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世强主任谈起采用底泥洗脱技
术的决策过程深有感慨，“我回日照后，向局领导汇报了底泥洗脱技术用于潟湖
内源治理，经过综合分析和对比，我们认为底泥洗脱技术更适用于潟湖内源治
理。但百闻不如一见，为了验证效果，我们商请安徽雷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调运
设备在现场进行试验性运行。”

2021 年 1 月，深冬的日照，寒风刺骨。雷克环境自费调运设备、组织人员奔
赴日照，在潟湖北部底泥富集区进行试验示范，经过 20 多天的运行，洗脱面积
400 平方米，作业深度 30 厘米，试验区共产生含水率 90%以上污泥约 10 吨，底泥
有机质和总氮、总磷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69.47%和 39.90%、61.66%，底泥含水率减少
为 38.61%，底泥容重增加 22.06%，原先黝黑黏稠状的底泥基本消除，而形成黄褐色
大颗粒粗砂覆盖层，示范段治理成效十分显著。日照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和市
水务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多次赴现场观摩，彻底消除了思想顾虑和疑虑。

2021 年 4 月 12 日，“日照潟湖污染物削减暨水质改善技术服务项目”经专家
评审后开标，日照市水务集团水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和安徽雷克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中标，合同约定底泥有机质去除率达到 30%，形成覆盖厚度达到 5cm 以
上的无机大颗粒泥沙为主的覆盖层。

■“地网”恢恢

“项目治理区域北起赛艇俱乐部，南至世帆赛基地船闸，总面积 96 万平方
米，计划工期 5 个月。”雷克环境技术总监周澳介绍道，“项目工期时间短、任务
重。我们首先加密取样，摸清各区域底泥深度、浮泥厚度及主要污染物具体数
据。其次是根据检测结果，实行网格化管理，划分作业单位，实施‘地毯式’洗
脱。我们将潟湖划分 64 个单元，每两万平方米水域为一个标准单元，根据底泥
污染程度划分成红、黄、蓝三个片区，分别代表底泥富集区、底泥较多区域和一般
区域。三是强化施工组织。公司调运 6 台底泥洗脱机，对红区、黄区增加洗脱次
数，重点进行处理；租用污泥罐车，将洗脱机产生的污泥及时转运到污泥集中处
置点；购置高压隔膜板框压滤机，将含水率 90%的洗脱泥压滤成含水率 40%的泥
饼外运集中处理。”截至 8 月 31 日，累计洗脱面积 83.1 万平方米，占潟湖总面积
86.6%；洗脱产生含水率 98%的泥水混合物 13551 吨，压滤成含水率 40%的泥饼
451.7 吨；湖水透明度由施工前的 0.5 米提高到 1 米以上，氨氮、总磷、底泥有机质
去除率分别为 33.10% 、28.57%和 32.70%，水质基本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污泥减容、减量是潟湖项目的一大亮点。”雷克环境产品开发部经理许坤鹏
将潟湖底泥洗脱产泥量与传统清淤法进行了比较，“如果采用清淤法，按平均清
淤 30 厘米计算，将产生含水率 98%的污泥 28.8 万吨，压滤成含水率 40%的泥饼约
为 9600 吨，底泥洗脱移除含水率 98%的污泥约 1.35 万吨，压滤成含水率 40%的泥
饼仅有 450 吨，洗脱产泥约为清淤法的 1/20。底泥洗脱和污泥抽吸、转运、压滤
均为封闭进行，整个过程实现清洁生产，对施工环境不造成任何影响。”

2021 年 5 月 24 日，日照市委书记张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视察潟湖治理
现场，雷克环境董事长吴敬东连夜驱车六百多公里赶赴现场，汇报、讲解底泥洗
脱技术创新点和潟湖治理技术方案，张惠书记频频点头，当她得知去年因水质污
染运动员不敢下水游泳、而今年可以放心进行游泳训练时，她露出十分欣慰的笑
容，再三叮嘱要巩固、提高治理成果，为运动健儿创造优良的训练环境。

■“奋斗有我”

雷克环境副总经理兼北京公司经理董邦敏负责雷克环境北方片区的市场拓
展和项目管理，16 年的从军经历练就了他吃苦耐劳、坚毅干练的品格。他主抓
的北京凉水河 13 公里重污染河道治理项目，荣获水利部 2020 年“大禹科技奖”。
他先后十余次奔赴日照，全程参与取样检测、方案编制和施工组织，及时研究排
解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为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他说：“潟湖水质
目前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这是在底泥洗脱削减内源污染的同时，日照市城管局通过
闸口调节、加大海水交换共同作用的结果。下一步，我们要会同日照市有关部门根据
潟湖咸淡交汇的特点，在潟湖部分水域种植适生植物，逐步恢复潟湖水生态系统，力
争通过2年~3年的努力，使潟湖水质达到或接近地表水Ⅱ类标准。”

身材魁梧的河北大汉——刘月争，加盟雷克环境只有短短的 3 年，但参与和
主持多个项目治理。2020 年 5 月，从北京凉水河项目部抽调到福建宁德主持北
港河项目治理；2021 年 2 月 25 日，奔赴昆明主持入滇重污染河道广普大沟底泥
洗脱和生态恢复项目，在昆明度过这一年的春节；2021 年 3 月 16 日，受命赶往日

照组建潟湖项目部，担任项目经理。他具体统筹潟湖治理各项工作，每周一早晨
七点召开项目例会，总结上一周工作，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安排下
一周工作。他说：“潟湖治理开创了底泥洗脱技术应用于大面积水体的先导和示
范，与以前较小尺度的河道治理项目相比，情况更为复杂，必须切实加强过程管
理和各环节的密切配合，不能有丝毫懈怠！”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硕士毕业生杜海明，师从余增亮进行水环境治
理研究，近几年主要在北京凉水河、胶州桃源河、日照潟湖治理现场进行技术把
控。他在现场始终强调“底泥洗脱技术的精髓是去除有机细颗粒，构建以无机大
颗粒泥沙为主的底泥覆盖层，形成稳定的泥/水界面”。针对往年潟湖治理中大
量投加底泥固化剂导致底泥凝结成较厚“胶质层”、底泥洗脱机曝气扰动装置产
泥量少的状况，他和雷克环境技术部研究对其中 4 艘底泥洗脱机调增气曝压力，
加大作业频次和强度，将 6 台洗脱机变为“四二”阵型，调增气曝压力的 4 艘洗脱
机以搅拌产泥为主，另外两艘曝气洗脱机随后进行洗脱覆盖，取得良好收效。

汪赞，这位 20 出头的年轻人，乍看上去感觉是一介书生，但内心坚强、踏实
苦干。他主要负责掌控施工进度，实时编发工作日志和项目周报，在项目经理领
导下为工程技术人员做好全方位服务。今年 5 月 17 日，二号洗脱船开至指定地
点后，行进转轮被训练赛道水下钢丝绳缠绕，设备断电熄火。汪赞见此场景，匆
忙系好救生衣跳进潟湖，抓住钢丝绳按转轮反方向边转边扯，经过 20 多分钟的
努力，终于把缠绕的钢丝绳全部顺出。当站在甲板露出笑容时，这才感到手掌十
分疼痛，被钢丝绳划伤的一道道伤口流淌出殷红的鲜血……

每当夕阳西下，工人们回到驻地、洗去疲惫，放眼碧波荡漾的湖水，总会露出
舒心的笑容。东京奥运会比赛期间，他们每天关注中国队战况，当赛艇和帆船项
目夺得奖牌时，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操作工刘宁说得好：“使命在肩，奋斗有
我！国家队的奖牌上也凝结着我们的辛勤与汗水！”

■湖与海

湖与海，一岸之遥、一闸之隔，但却代表着不同的文化。
蜿蜒绵长的海岸线宛如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界址。在华夏文明的历史

长河中，盛世中华无一不是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交相辉映、高度融合的时代。
我们要治理好、保护好潟湖，让更多的风帆从日照驶向深蓝；我们还要在中国的

版图上打造更多的＂潟湖＂，让更多的中华儿女骄傲地驰骋在蓝天碧水之间，奏响更
为激越、更为自信、更为壮阔、更为辉煌的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响曲。 吴山

图为雷克环境底泥洗脱船在潟湖北部运行。

图为女子赛艇运动员在潟湖上进行日常训练。

图为日照潟湖沉积污染物削减暨水质改善技术服务项目施工现场。

有 一 片 风 帆 叫 日 照
—— 雷 克 环 境 日 照 潟 湖 治 水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