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合作和研究
TWC 生物蜡技术、方法、研究成果和测试结果是澳大利亚著名大学和国际大
学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其中包括科廷大学、西澳大利亚大学、巴西圣乌苏拉
大学、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和葡萄牙大学。
科廷大学环境与农业系和巴里马歇尔疾病研究中心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为期 5
年的联合研究项目，研究 TWC 生物蜡对水系统微生物群落生态的影响，并
不断分析正在进行的 TWC 生物蜡项目工作和实验的新结果。
著名的水产养殖和微生物学专家已经承认并认可了 TWC 生物蜡技术的优点，
包括：
Ravi Fotedar 教授 - 环境与农业系，科廷大学
Bruno Meurer 博士 - 圣拉苏拉大学，海洋生态实验室
李里尼特博士 - 水量子物理学
亚当奥塞特教授 - 伊迪丝考恩大学
巴里马歇尔教授 - 西澳大利亚大学，微生物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诺贝尔奖获得者
Prof Barry Marshall
(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

发明者
Robert Morgan

艾迪斯科文大学教授
Prof Adam Osse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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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合作和研究

澳大利亚和海外的国际大学对生物蜡进行了独立研究，这些大学
承认我们的生物蜡有自己的优点，并且派出了一些顶尖的科学家
来帮助我们在未来四年里继续对这些尖端的项目进行研究。

科廷大学
研究显示
载 畜 量 提 升 了
31%
鱼类数量提高了
25%
和滤器联合使用
时，硝酸盐含量减
少了 6%
生物性死亡率从
30% 降到了 3%

• 科廷大学
• 西澳大利亚大学 - 巴里马歇尔疾病研究中心
• 巴西圣厄休拉大学
•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 葡萄牙大学
生物蜡可以在一系列情况下使用，包括但并不限于：
• 水生生态系统
• 灌溉园艺
• 禽类养殖
• 污水处理
• 水产养殖
• 水族馆（海水和淡水）
生物蜡是一款用于水处理的，性价比较高的生态解
决方案，它可以通过生物治理的方法，解决和水生
系统富营养化（死水区域）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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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合作和研究
澳洲 MEC 公司联合澳大利亚最好的两所大学，科廷大学和西澳大利亚大学，
一起进行了研究，了解生物蜡对水生系统微生物生态的影响。
Ravi Fotedar 教授来自科廷大学，在渔业生产和工业化方面经验丰富，他
将这个项目指派给了一个顶尖的博士，M Javed Foysal 先生。Alfred Chin
Yen Tay 博士来自西澳大利亚大学马歇尔传染病研究培训中心，在第二代测序
技术方面经验丰富，他将通过提供微生物生态分析培训，一起指导 M Javed
Foysal 先生的研究进程。M Javed Foysal 先生，在他未来 4 年的博士学习过
程中，将结合两个不同领域的经验，在澳洲 MEC 公司的支持下，理解和改进
目前水体的微生物生态，最终改善环境，并对渔业养殖行业产生潜在的正面影
响。
作为一个庇护所和养分来源，生物蜡能容纳不同类型的健康微生物。根据假定，
这些微生物不但能为更高级的海洋生物提供食物来源，还能够中和海洋生物排
泄的废物。首要的目的在于为生物蜡产品上聚集的微生物建立数据库。然后，
找出哪种主要的微生物能提供能对水体生态产生正面影响所需要的酶。
拥有了这些知识后，我们能够需修改生物蜡配方，促进特定的微生物群落聚集，
从而具备特定的功能。
澳洲 MEC 公司必须感谢 Adam Osseiran, ECU, 教授为这次研究合作提供了
帮助。
在 Swan River 信托基金的建议下，我们的生物蜡产品达到了全球水质标
准 -（ANZECC2000）水质指引和全球协调系统（GHS）的标准，它是一种
100% 无毒的产品。
Ravi Fotedar 教授
水产养殖教授
科廷大学科学和工程学院教师
M Javed Foysal，理学硕士，博士
研究生
农业与环境学院，科廷大学
助理教授
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系
下拉加尔科学技术大学
Adam Osseiran 副教授

工程学院
艾迪斯科文大学
发明家 Robert Morgan
MEC 公司主席
Alfred Chin Yen Tay 研究员
马歇尔传染疾病研究和培训中心
幽门螺杆菌研究实验室
西澳大利亚大学
健康与医学系教师
生物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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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Z E CC ( 2 0 0 0 ) 水 质 指 引
ANZECC(2000)
水质指引和联合国全球协调系统（GHS）
世界上任何一个天然水体若想达到可供人类游泳或者养殖动植物的条件，
人们必须对它进行一些检测，其中 4 项检测的数值结果必须高于 940这意味着毒性必须低于 6%，方能达到 ANZECC 和 GHS 的标准。根据
Swan River 信托基金的要求，为了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景点
办公室设置的标准，我们必须证实，在这些检测中，至少有 8 项检测的
数值结果高于 960，这意味着毒性必须低于 4%. 我们按照澳洲 TWC 公
司建议剂量的 150 倍向水体中投放了生物蜡，水质检测的数值结果高于
1000. Intertek 毒性检测实验室的 Tristan Stringer 博士告诉我们，生物
蜡产品是有史以来他们根据上述这些标准进行检测后，第一个毒性参数
指标为零的产品，也是第一个在所有检测参数上呈现积极结果的产品。

生物活性检测

海水
微藻类增长*
微藻类浮游孢子增长*
软体动物幼体发育*
桡脚类幼体发育
鱼类幼体发育

淡水
微藻类增长*
水蚤控制
鱼类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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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蜡是什么？
背景和描述
澳洲 MEC 公司 , 一家位于西澳大利亚的水净化公司，在过去的 15 年里，一直在
研发一种称为净水蜡块的生物刺激产品。这是一项被动技术，经实践证实，它在
利用自然机制迅速治理水污染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
生物蜡是一项采用益生菌进行水治理的技术，它提供至关重要的碳元素来源，为
有益细菌提供居住场所，特别是杆菌这种益生菌种类。这些细菌帮助重建氮循环，
产生生物硝酸盐，为硅藻和微藻提供能量来源。
范围
澳洲 MEC 公司已对不同水体进行了类似的生物刺激。它的技术经过实践证实，
在许多国家广泛使用，获得了科学社团的理解和支持。科廷大学联合巴西的圣乌
尔苏拉大学对这项技术进行了为期 4 年的深入研究，现在，巴西的圣乌尔苏拉大
学实验室自己进行的测试也验证支持了科廷大学的发现。
范围如下：
• 澳洲 MEC 公司将会使生态系统重返全天然运转时的状态，且不含有任何蓝藻。
• 水质清洁，健康将会使水体无异味，带来野生物种和鱼类的回归。一个额外值
得称道的优点是，蚊子的数量将会大大减少，因为死水中含有的能招引蚊子的物
质被隔开了，鱼类数量增多，它们能捕食更多的蚊子幼虫。
• 生物蜡能以天然的方式减少蚊子幼虫数量，因为它有助于苏云金杆菌的自然生
长，苏云金杆菌是蚊子幼虫的天然宿敌，而苏云金杆菌对于人类，动物和鱼类是
安全的。
• 生物蜡能治理从家庭养鱼缸到大河流系统等各种不同的水体，可以和所有其他
绿色技术一起联合使用，提供总的绿色解决方案。
水质是什么？
通常说来，水质由水的物理，化学，生物和美学（外观和味道）特点来定义。在
健康的环境里，水质能支持丰富多样的生物生存，保护公众健康。有时候，人们
会把水质健康和水质清澈弄混淆，因为清澈的水不一定就是
健康的，因为水里可能没有生命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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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蜡的科学
蜡块在起作用
这种有益细菌的栖息地是由 MEC 通过注入蜡块中的碳微量元素来实现的。
TWC 蜡块包含了数以百万计的微小的微毛细管，它们充当所有有益细菌的保
护家园，而碳追踪元素则是它们生长的催化剂。重要的是，这为主要细菌种类
的增殖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菌落形成了微生物席。杆菌
是 TWC 生物修复过程的关键元素。
TWC 蜡块中的碳微量元素激活了杆菌的自然倍增时间。在实验室条件下，一
个细菌在 10 小时内就变成了 8000 个细菌。在我们自然条件下的一倍时间里，
一个细菌在 10 小时内就变成了 800 万。

这产生了以下结果：
■ 杆菌的数量能够将诸如磷等营养物质转化为其他有益生物可以使用的形式，同时限
制诸如大肠杆菌和蓝细菌等有害物种。
■ 杆菌产生的酶可以将营养细胞分解成氮循环细菌所能消耗的大小。当你有营养过剩
时，小的营养细胞会重新附着在较大的营养细胞上，这就变成了硝化抑制剂，因为
氮循环细菌不能消耗这些更大的营养细胞。
■ 在杆菌中加倍时间的激活可以使更多的酶产生，以应对过量的营养负荷， 把细胞分
裂成细菌可以消耗的氮循环，然后产生生物硝酸盐作为硅藻和微藻的能量，自然地
限制蓝细菌（蓝绿藻）。
■ 一旦蓝藻的循环被打破，整个水生生态系统就能再生。
■ 微生物生态系统的恢复也意味着湖泊、水库、河流、运河或治疗池的养分负荷大大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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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中的 TWC 蜡块

生物蜡的科学
水体变得清洁和健康的基本要素
什么是氮循环？
氮循环包含两类细菌群体，它们能将我们的废弃物转化成生物上可利用的硝酸盐，
例如氮，或者简单说来，转化成微藻，硅藻和湿地的简单食物（ 能量），然后
循环进入天然的食物链。
微藻和硅藻
微藻和硅藻是富含营养的食物，可供浮游动物，水生贝壳类动物和宝宝鱼食用。
大自然通过它们在食物链中进行营养转化，从而避免给你留下恶心的生物废弃物。
浮游动物在磷的再循环中扮演的角色
浮游动物的活动和磷的再循环尤为相关，因为它们构成了参与排泌过程的主要
生物。每天，这些生物排泄分泌出体内磷分大约 10% 的数量，这些排泄出的磷
在生物上是可以利用的。繁茂的浮游动物群体同时也成为了个头较大的捕猎性生
物物种营养极其丰富的食物。
如果蓝绿藻（蓝藻）生长旺盛，会严重抑制浮游动物群体的繁殖。与此相反的是，
在浮游动物群体大量存在的地方，其导致的浮游植物持续生长和磷的释放，会促
进浮游动物正常生长和繁殖 - 而不会导致蓝绿藻肆虐 - 崩溃的后果。浮游动物在
死水中的进食活动（以及磷循环）会矛盾性的强化浮游植物群体的长期存在并促
进其生长。
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通过何种方式使得水体变得清洁和健康？
健康的水道要求具备 3 个主要因素，例如 Redfield 比值；这包含碳，硝酸盐例
如氮和磷酸盐，这些元素的数量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比例是碳 117，氮 14 和磷 1.
如果这些元素的数量比例失衡，会导致害虫杂草产生和多余的细菌繁殖（蓝绿藻），
上述生物大量繁殖是因为能量和营养比例失衡导致的。
• 细菌生命需要碳元素来生成生物硝酸盐
• 微藻和硅藻要大量繁殖，占据统治地位，就需要生物硝酸盐作为能量。
• 对于所有的生命形式而言，具有生物可利用性的磷酸盐是必不可少的能量
来源。
生物蜡是细菌生命的碳元素来源，这些细菌平衡着生物硝酸盐的数量，同时产生
酶，将磷酸盐转化成可利用的形式。生物蜡对于 Redfield 值具有天然的平衡作用，
Redfield 值过大或者过小都意味着水体中进行的硝化和脱硝
进程会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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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蜡的科学
关于磷的真相
磷是所有生命系统必不可少的元素，通常磷的数量是干重的 0.3-0.5%。作为
构造分子，它在细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分布在磷脂和核酸中），它是一个
主要的储存元件（特别是多磷酸盐），参与对于所有生命形式来说必不可少的
能量转换进程。
磷分布在水生环境中，有可溶于水兼有机，不可溶于水兼有机，以及可溶于水
兼无机（例如磷酸盐肥料）等几种形式。在大多数淡水水体中，磷通常以不可
溶于水的有机形式存在于湖泊生物群中。
由淡水藻产生的磷导致的磷酸盐同化进程受限于生物硝酸盐和磷酸根离子
（PO43-）的摄入量，它们的浓度称为“总的可溶性磷酸盐”。溶解的有机磷酸
盐是另外一种可溶性物质，它由磷酸酶转化成磷酸盐，它和可溶性磷酸盐一起，
构成了水体中的“具有生物可利用性的磷”。具有生物可利用性的磷不能用化学
方法确定其含量，而必须通过藻类测定来测量。
磷的局限性
虽然淡水微生物需要的磷酸盐比生物硝酸盐要少的多（Redfield 值），在没
有磷酸盐或者磷酸盐过量的淡水体系中，通常是磷酸盐会对生物生长产生抑制
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取决于碳，硝酸盐，氮和磷酸盐等的可获得性之间的平衡。
如果磷酸盐含量过高，或者如果人类缺少天然碳元素来清理土地，会导致磷酸
盐对硝化过程产生抑制作用。生物蜡含有这种必不可少的碳元素，同时它的碳
元素不会释放流失。这赋予有益细菌一种可控的架构，来生成必须的生物硝酸
盐来保持这种平衡。
受情况限制的蓝绿藻
当氮循环由于情况限制进程变缓时，蓝绿藻（蓝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物物
种。蓝绿藻能消耗过度的养分，但这么做是以牺牲健康的生态为代价的，因为
它还会产生大量的酶，这些酶毒性很高。通过未来不断繁殖，蓝绿藻（蓝藻）
能够很好的照看自己。一旦它吸收了富余的营养，它会死亡，在水道底部
产生厚厚的腐烂泥浆，这些泥浆会产生下一轮富余的营养，
这样就确保了它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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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蜡的科学
阻止蓝绿藻循环
这些细丝状蓝绿藻的固氮作用取决于光合作用，因此它需要光。从代谢的角度
讲，它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生长所需要的辐射能量不是 24 小时均可获得的。
因此，当生物硝酸盐可以获得时，固氮进程通常会停止。而生物硝酸盐获得的
进程是 24 小时的，因此硅藻和微藻会开始生长，并处于主导地位。如果氮循
环产生的生物硝酸盐匮乏，会导致蓝绿藻过度繁殖，这和磷的情况相反。磷只
是一个助力因素，因为磷的含量过高，会使它成为硝化抑制剂。
磷酸盐的储存 – 字符串藻类和蓝藻 – 奢侈的消耗
如果磷酸盐浓度较高，当生物生长未受到养分限制时，过量的磷酸盐可以被吸
纳进细胞内进行储存，例如不可溶的多磷酸盐。在这种情况下摄入和储存磷酸
盐被称为“奢侈的消耗”，它可以在未来可获得的磷酸盐数量较低时，提供重要
的储备。奢侈的消耗可能发生在磷酸盐的含量特别高或者其他主要养分供应短
缺的地方，它们自身具有局限性。磷作为一种不可溶性的多磷酸盐被储存在多
种浮游植物的细胞中。多磷酸盐含有由高能纽带链接在一起的正磷酸盐，产生
于多磷酸盐激酶的活动中。所以，这些多余的害虫物种在磷酸盐含量过高或者
过低的地方亦能看见。
对于微藻和硅藻而言，无论磷酸盐的含量多少，均不会对其生长产生抑制作用。
过高的磷酸盐含量会成为硝化抑制剂；没有哪一种生物硝酸盐会成为微藻和硅
藻的能量。
生物蜡能为生成生物硝酸盐提供碳元素来源，这种碳元素来源是生成磷酸酶的
有益细菌所必需的，而磷酸酶是溶解的有机磷酸盐变成具有生物可利用性的磷
所必须需的。所以，当缺少磷酸盐时，生物蜡能帮助释放相应的储备流入环境
中，从而限制微藻和蓝藻的爆发性繁殖，并促进其生长和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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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循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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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磷酸盐转化

生物蜡能协助多磷酸盐转化，多磷酸盐转化对于环境保持清洁和
健康，减少污染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通过在水体中完成整
个细菌循环而实现的。
环境中多磷酸盐转化的重要性
磷酸盐无污染物的处理：当磷酸盐含量非常高时（例如发生在一些家庭污水或
者工业污水中），多磷酸盐形成后，会将细胞内的磷隔绝开来，变成一种不活
跃的形式。
能量蓄水池：多磷酸盐不仅储存磷，而且以高能水池的形式储存能量。这些分
子的分解会导致形成三磷酸腺苷，从而变成其他细胞进程可以利用的物质。
金属螯合作用：负电性极强的多磷酸盐沉积物可作为金属离子强大的螯合剂，
为细胞内的金属提供重要的沉积蓄水池。然后，它可以被吞食多磷酸盐的细菌
所消耗，这确保了土壤内含有具有天然生物抑制作用的金属元素。
对碱进行缓冲：多磷酸盐发生在涉及到磷酸盐和氢离子的复杂的均衡条件下，
在细胞内起到对碱进行缓冲的作用。
浮力调节：除了细胞内其他浓厚的沉淀物，多磷酸盐还对镇流器有帮助作用，
镇流器是浮力调节过程中一个关键元素。这就是为什么采用生物蜡进行治理后，
水体的清澈度会上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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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氧化
环境中的土壤氧化是大自然能够保持水生系统健康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基本上
它阻止了大自然有毒的死亡区域对水道产生污染。
表面土壤的脱氧作用通常在水道塞满了过量的有机废物时发生，这时，参与硝化
进程的天然细菌需要的氧气比水生系统能提供的更多，它们会吸收土壤中的氧气，
然后引发不健康水体的连锁反应，因为现在死亡区域的土壤正污染着水道。这种
连锁反应阻止固氮细菌对沉积物发挥作用，然后蓝藻就会繁茂生长。

生物蜡是如何氧化表面土壤的？
生物蜡并不直接向土壤中注入氧气，但是它确实能把硝化过程的生物需氧量和化
学需氧量降低 50%，同时使传导率提高 100%。这使氧气能够自然的回到水生系
统中，过量的氧气被土壤吸收了，从而阻止了死亡区域的土壤对水道产生污染。
然后，水生系统开始全面复苏。
实验项目中我们留意到的一个主要现象是水族馆表面土壤的氧化作用。这有着重
要意义，因为在所有的河流和港湾里，是表层氧化土壤保护了水生系统的健康，
因为少量的氧化土壤阻止了来自死亡区域土壤的毒素进入水体。

使用了生物蜡的实验
图片 1（左图）：显示了一个水箱连续 3 年没有换过水后的情景，没有增氧也没
有过滤。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将鱼粪倒入水箱里，这本该会杀死一切生物 , 但是 6
周之后，水质变清澈，水箱里出现了 20 多条宝宝鱼。
你可以清晰的看见有毒的死亡区域，然后，它的上面有氧化后的土壤，氧化土壤
阻止了下面所有天然毒素对水体造成污染。
图片 2（右图）：显示了一个水箱连续 12 个月没有换过水，但是进行了增氧和过
滤处理的情景。这个水箱再次清晰呈现了有毒的死亡区域，而厚达 2 厘米的氧化
土壤层使得水体保持清澈。
在运河里进行了为期 12 个月的实验后，运河系统的健康产生了显著改善。当运河
退潮项目启动时，运河里腐烂的黑色泥浆臭不可闻。在运河里，我们每隔 50 米放
入 2 块大号生物蜡。6 个月后，古菌微生物氧化了表层 1 厘米的土壤，退潮时，
它呈现出无臭的淡褐色。

重度污染物
碳氢化合物污染
经过多年研究后，我们现在能够成功的清除水道和土壤中的碳氢化合物。
通过针对性的培养能消耗碳氢化合物的细菌，联合使用大剂量的生物蜡，
能够实现这一点。请参照我们的案例研究 - 杰拉尔顿制革厂和西澳大利亚
拓力集团（Rio Tinto）Dampier Salt 公司。

重金属元素
从水体中清除重金属是通过金属螯合作用实现的：强负电的多磷酸盐沉积
物可以作为金属离子强大的螯合剂，为细胞内的金属元素提供重要的沉积
池。然后，它被多磷酸盐消化细菌消化，这些细菌能够确保土壤里含有这
些具有天然生物抑制作用的金属元素。在这个机制的作用下，水体里将不
再含有重金属，土壤的重金属读数也变成 0。至今为止，采用细菌抑制重
金属 或者污染物无一失败。大自然也使用相同的机制来抑制海洋底部的二
氧化碳含量。

项目和测试结论
生物蜡是完全安全的，产品可以在淡水和咸水中使用。水族馆，大坝，湖泊，
运河和海洋采用生物蜡进行治理至今已经 16 年了，没有对任何鱼类，珊瑚，
海绵，甲壳动物或者青蛙产生危害。2009 和 2011 年，我们的生物蜡产品
获得了 APVMA 许可，被认证为非化学类产品，因为它不会毁坏，抵制或
者抑制藻类或者水生生命的进食和饲养，同时产品不会向水体释放出任何
微量元素。科廷大学的实验显示生物蜡能促进所有水生生命的生长并改善
其健康，它能提高有机物里循环演变成微藻和硅藻能够利用的养分的比例，
而这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传奇的藻类以及它们的颜色
从蓝藻到硅藻
蓝藻是一个不被理解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它们能够修正自然环境中的营养
过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蓝藻会促使疾病产生，并且它不是大自然食物链的一个
组成部分，所以，一旦它吸纳了过量的养分，最终它会死亡，凋零在水体底部，
从而导致另一轮的养分过剩。它的生命周期不断循环重复，对所有生活在它繁殖
的水道里面或者旁边的水生生命，奶牛和人类会产生危害。要安全清除蓝藻，需
要促进硅藻生长 ( 一种浮游植物物种 - 褐藻 ) 来处理湖水中过剩的养分，因为这
些是完整食物链的第一个组成部分；过剩的营养传递给了浮游动物，鱼虾幼虫，
使得水道恢复健康，重获平衡。

浮游植物 / 硅藻
下述目标和浮游植物（硅藻）相关：
1. 增加湖水里溶解的氧气含量，减少有毒气体的含量，例如氨气，硝酸盐，硫化氢，
甲烷 ，二氧化碳等
2. 稳定湖水水质，降低有毒化合物的含量
3. 利用浮游生物作为天然饲料
4. 提高和稳定湖水温度
5. 通过互相争夺水中的养分，将致病细菌和多余的微生物群体数量减少到最低程
度
因此，浮游植物（硅藻）在稳定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和尽可能减少水质波动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合适的浮游植物群体会在白天进行光合作用提供氧气丰富
水生生态系统，降低二氧化碳，氨气，硝酸盐，硫化氢和甲烷的含量。浮游植物
健康繁殖能减少有毒物质，因为浮游植物能够消耗氨和氮，吸纳重金属。它能阻
止丝状藻发育，因为浮游植物能阻挡光线照到湖泊底部。在冬天，它能够缓解温
度降低，稳定水温。浮游植物同时也会和其他微生物争夺养分，减少致病细菌群
体的数量，同时提高食物的密度。保持稳定的水体颜色是水质管理的关键因素。
湖水的颜色通常意味着数量占据优势的是哪种浮游植物或者细菌种类。

你希望湖泊变成什么颜色？
水体颜色，包括真实颜色和外观颜色，指的是在阳光下显示的颜色，由微生物，
溶解物和矿物质，泥土颗粒，有机物颗粒，色素和悬浮物组成。通常说来，微生
物，包括浮游植物（硅藻），浮游动物和细菌是构成水体肉眼可见颜色的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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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藻类以及它们的颜色
素。导致湖水颜色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微生物含量的变化的波动，特别是浮游植物。
因此，水体颜色通常和生产率和养分含量有关。在缺乏其他方法的情况下，水体
颜色可以用作评估湖泊状况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最佳颜色 1： 淡棕色 / 金棕色至棕红色
当水体呈现这种颜色时，湖水中很大概率含有大量硅藻。当温度较低时，在有机
物浓度很高的咸水里，通常水体呈现这种颜色。透明度通常位于 25 到 35 厘米之间。
硅藻繁茂生长时，会导致水体变成这种颜色。藻类，例如角刺藻，舟形藻，菱形
藻，小环藻，曲壳藻，眼虫藻 , 经常出现在这种颜色的湖水中，特别是前三种藻类。
在夏季的月份里，没有生物蜡，是很难实现这种颜色的。硅藻富有营养，且易于
消化。

理想颜色 2：淡绿色
水体出现这种颜色是因为绿藻，特别是小球藻正在生长。此外，杜氏藻，卡特利
亚藻和衣藻也会出现。在盐度较低一些的水体中，也能找到栅藻和眼虫藻。这种
颜色的水体水质通常很稳定。

不良颜色 3: 暗绿色或者黑绿色
当湖水温度变得过高时，湖水底部逐渐腐烂，有机物质迅速积累，蓝绿藻繁殖生
长的速度比绿藻要快。蓝藻（蓝绿藻）上寄生了许多原生动物和微生物。为了当
地居民和水生生命的健康着想，这种情况出现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为了迅速清除蓝藻而采取的化学治理方法实际上会促使蓝藻在未来发生爆发性的
繁殖和蔓延，因为死去的蓝藻会成为湖泊里下一个营养富余的来源。清除蓝藻唯
一安全的方法是使用生物蜡块。
无色 4：清澈透明
这种颜色的水体是透明的。如果湖泊原来是天然透明的，一切情况良好。但是如
果湖泊原来是天然浑浊的，透明是一种情况变糟糕的迹象。这也许是湖水缺少养
分，存在重金属污染物例如铜，镁，铁和底部土壤呈酸性（PH 值是 5.5 或者更低）
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生物能够正常生长。应该一起使用生物蜡和有机油
池来减少污染物。
显而易见，一些类型的湖水颜色是理想的，另一些则不是。当藻类和微生物过度
繁殖而导致湖水颜色变得不理想时，应使用生物蜡以天然的方式使湖水系统重新
获得平衡。在已知的存在问题的湖泊中，应该在藻类和微生物出现过度繁盛的情
况之前使用生物蜡来防止其过度蔓延，因为生物蜡能促进褐藻的生长（例如硅藻），
并且能够重建湖泊的整个细菌硝化循环，培养沉积物里的固氮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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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TWC 公司 的先进技术
放置生物蜡块背后的科学
你在何处放置生物蜡块取决于你希望培养哪种细菌
基本上说来，你必须重点关注两个主要的地方：需氧菌和厌氧菌
需氧菌需要高浓度的氧气，所以它们会聚集在水柱的表层 2 厘米区域里，
那里氧气含量是最高的。
厌氧菌会因为氧气而中毒，所以你它们聚集在水柱的底部。所以，放置生
物蜡块的地方，是根据你想培养的细菌种类不同而有所区别的。
有些需氧菌擅长生产益生菌和酶，而益生菌和酶对于你的水生动物的健康
和防止致病细菌蔓延是至关重要的。
厌氧菌可用来分解有机废物，使它转变成沼气和甲烷。某些厌氧菌还能产
生天然的杀虫剂，帮助控制丝藻的蔓延。
我们的生物蜡块采用了新形状，它的设计能将它和水柱表层 2 厘米区域接
触的面积最大化，培养尽可能多的需氧菌和为微需氧细菌。
通过在盛有硫乙醇酸盐肉汤的试管里培养需氧菌和厌氧菌，我们可以识别
这些细菌：
1. 需氧菌需要氧气，因为没有氧气，它们无法发酵或者呼吸。它们聚集在
试管的顶部，在那里，氧气的浓度是最高的。
2. 厌氧菌会因为氧气而中毒，所以它们聚
集在试管的底部，在那里，氧气的浓度是
最低的。
3. 无论有没有氧气，兼性厌氧菌都能够生
长，因为无论有没有氧气，它们都能够进
行能量的新陈代谢。它们大多数聚集在试
管的顶部，因为需氧呼吸比发酵或者厌氧
呼吸能产生更多的腺苷三磷酸。
4. 微需气细菌需要氧气，因为没有氧气，
它们无法发酵或者呼吸。但是，高浓度的
氧气会使它们中毒。它们聚集在试管的上
半部分，但不是最顶部。
5. 耐氧菌不要求必须有氧气，因为没有氧
气，它们也能进行能量的新陈代谢。与专
性厌氧菌不同，它们不会因为氧气而中毒。
它们平均的分布在试管的各个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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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TWC 公司 的先进技术
收获细菌
在澳洲 MEC 公司这里，我们正采取下一个步骤，来提供终极的天然净水技术。
当应对天然细菌不断繁殖的问题时，我们有时会得出矛盾的结果，因为一种细菌的
功效可能比另一种细菌更强，但是它作用的地方不是我们治理的领域。因此，不管
什么时候，当我们使用净水机块培养天然细菌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时，我们都可以
从生物蜡块中获得丰收，追溯是哪些细菌实现了我们期望的良好效果。然后，这些
细菌可以被分离出来，进行大量繁殖，重新运用到其他效果不那么良好的地方去。
这项技术应能使我们防止新西兰丝藻发生爆发性蔓延。
在实验室里分理出能杀死疾病的细菌，将这些细菌放置在生物蜡块上，这项技术也
能用来防止疾病在水生物种之间传播蔓延。

西澳大利亚渔业动物健康实验室 2015 年 10 月细菌学检测
结果从生物蜡块上取下的主要物种
杆菌

枯草芽孢杆菌

虫。线虫有能力成功的 日本和帕劳海岸上的海

因其具有能消耗有机和 它是能分泌酶的细菌冠 适应包括从咸水到淡水 绵 和 绿 藻 中 分 离 出 来
碳氢油分的能力而为人 军，被生物科技公司运 的各种生态系统。
的，它能帮助分解有机
们所知。

用于工业，有助于有机 盐单胞菌

蜡样芽孢杆菌

油的分解。

油。

这种细菌能够迅速吞食 球形赖氨酸芽孢杆菌

是动物益生菌，能产生 不动细菌
液体金属。
球形赖氨酸芽孢杆菌能
保护性的芽孢。它的毒 它们有助于矿化。土壤 乳酸菌
将有毒的六价铬转变成
性因子包括 cereolysin 科学里的矿化指的是有 乳 酸 菌 呈 革 兰 氏 阳 性 毒性较弱的三价铬。上
和 phospholipase c.。 机物的化学成分经过分 （它们保留了结晶紫的 述能力使它成为人们清
解或者氧化转变成植物 染料），兼性厌氧生物 除工厂污水毒性的候选
短小芽孢杆菌
通常而言，它对环境压 能够吸收的形式。

（当没有氧气时，它们 方案。

力 显 示 出 强 韧 的 抵 抗 分支杆菌
能通过醣酵解和发酵产 伯克霍尔德菌
力，包括紫外线，干燥， 可以矿化有限数量的三 生能量）。乳酸菌是乳 根据细菌学法典，人们
氧化剂例如过氧化氢。 氯乙烯，并能降解三氯 酸细菌群体的一个成员 已提出建议，但未正式
它们对盐具有很强的耐 乙醇。
（它的成员能够将乳糖 提交申请以寻求官方批
受性，经证实它们对海 诺卡氏菌
和 其 他 糖 分 转 化 成 乳 准 - 这种非致病性物种
洋病原具有抑制作用， 这种细菌具有有趣而重 酸）。它们可能具有潜 可 能 会 演 变 成 新 的 菌
包括溶藻弧菌。

要的特点，例如它能产 在的治疗特性，包括抗 种，Caballeronia。
苏云金杆菌
生 抗 生 素 和 芳 香 化 合 炎症和抗癌活动。乳酸 产黄假单胞菌
通过在结晶蛋白（蛋白 物 - 一些具有分解和转 的抗菌和抗真菌活动依 这种细菌是一种能发出
质含有的物质）上生长 化作用的酶。它的标志 赖于杀菌素和低分子质 荧光的根围细菌，具有
繁殖，苏云金杆菌可用 性蛋白被认为对于此类 量化合物是否产生，这 能杀死线虫的特性。杀
些杀菌素和低分子质量 线虫剂是一种用来杀死
来消灭蚊子。
种属是独一无二的。
化合物对这些微生物具 寄生在植物身上的线虫
地衣形芽孢杆菌
拟青霉
的化学杀虫剂。
这 种 细 菌 呈 革 兰 氏 阳 它是一种食线虫真菌， 有抑制作用。
性，是嗜温的细菌，它 它的发病机理显示这种 粘着杆菌
能产生酶。

真菌能够杀死有害的线 最初，这种细菌是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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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可用的磷变成可用磷
乳牛场

重新利用污水

生物蜡降低了池水中的磷含量，水池中的水得以再次使
用
正如新西兰国家水和大气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湖泊和河流系统中两个主要
的污染物之一是溶解的活性磷 . 澳洲 MEC 公司进行的实验清楚显示，通过
使用生物蜡，乳牛场污水池里的溶解活性磷降低了 66%。后来，水池里的
水被喷洒在小围场上。流出的水最终进入湖泊和河流系统。溶解的活性磷
大幅减少，这只会有益于靠近乳牛场排污系统的所有水池和湖泊未来的健
康。
实验结果同时显示，在这个废弃物密集的环境里，生物蜡需要每隔 10 到
12 周就更换一次，一次更换与下一次更换之间需要有两周交叉时间，这样
可使水质维持在最佳水准。
经过 12 周，我们看见以下物质
数量减少了：
• 总的盐度降低了 42%
• 总的硬度降低了 29%
• 碳酸盐硬度降低了 48%
• 电导率降低了 40%
• 溶解的钙降低了 26%
• 总的铜含量降低了 81%
• 总的铁含量降低了 88%
• 溶解的镁降低了 28%
• 总的氨形氮降低了 84%
• 硝酸盐 - 氮降低了 24%
• 硝酸盐降低了 30%
• 硝酸盐 - 氮 0% 中性
• 硝酸盐 0% 中性
• 溶解的活性磷降低了 66%
• 磷降低了 66%
下列物质数量上升了：
• 自由二氧化碳上升了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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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蜡的使用
重要的是要理解生物蜡块的工作原理是利用自然环境的力量恢复治理水体。根
据现有的水质和独特的情况，效果显现的时间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水流块或
者具有水循环的地方，产品将会更快地起作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10
周内就会有结果。类似地，生物蜡是一种有机产品，在处理有机水问题（如废
物或藻类大量繁殖）时效果最好。
如果你的水质问题是由化学影响（如化肥或杀虫剂）产生的，那么 MEC 产
品将会有所帮助，但控制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将
TWC 生物蜡块与最佳管理实践相结合是至关重要的。
生物蜡块放在哪里取决于需要培养的细菌类型。基本上，有两种主要类型——
有氧和厌氧细菌。好氧细菌需要高浓度的氧气，所以它们聚集在氧气含量最高
的水柱的顶部 2 厘米处。厌氧菌被氧污染，所以它们集中在水柱的底部。因此，
蜡块的放置应该根据需要生长的细菌种类而变化。

在水项目中使用生物蜡的典型步骤
-

使用工业级别生物蜡标准号或大号。在蜡块上写一个日期，或者注意，这些块应该
在 3-6 个月的时间内被替换，或者按照本公司的建议来替换。

-

我们将建议这些蜡块是否应该被沉下去（使用加重块）或漂浮（附在一根绳子上）。

-

这些块通常是均匀分布的。每个标准蜡块用于 100 平方米水，每个大号蜡块用于
500 平方米水。

-

水深不应超过 5-6 米，以达到最佳效果。蜡块应该被放置在水的边缘，以确保它
们能够被淹没，蜡块离开水体可能会溶解。

-

如果在 10 周后没有任何有益的结果，那么我们需要分析您的水是否存在其他的污
染源，并进行额外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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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地 产 出 增 加 了 26%
科廷大学

工程科学学院
环境与农业部门

澳洲蓝魔虾农场实地实验 – 初步报告
在商业澳洲蓝魔虾养殖农场运用生物蜡产品后，对水质，自然
生产力，澳洲蓝魔虾产出和存活率的影响和效果
Anthony J. Cole 和 Ravi Fotedar 教授
在放置了生物蜡的水池里，澳洲蓝魔虾产出更高些。无论是在养殖幼年澳
洲蓝魔虾的水池里还是在养殖年长澳洲蓝魔虾的水池里，使用了生物蜡的
水池澳洲蓝魔虾产出明显高得多（见表 2）。产出平均增长了大约 26%。
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生产力的提升（未进行测量），幼年澳洲蓝魔
虾健康的改善，幼年澳洲蓝魔虾存活率的提升，或者可能生物蜡表面的微
生物生长为澳洲蓝魔虾提供了额外的食物来源。我们观察到了生物蜡生物
膜被消化掉的迹象。在幼年澳洲蓝魔虾的存活率方面，使不使用生物蜡没
有显著区别。生物蜡可能对存活率产生了影响，但是，未来实验可能需要
更大的样本才能确定生物蜡对幼年澳洲蓝魔虾存活率可能产生了哪些影响。

表 2：澳洲蓝魔虾幼体与成体的产量
变量
产量（kg）

幼体
幼株
成株
成体

普通管理
旧新
283.00
211.00±
(n=1)
7.81a
301.00±
304.50±
23.00
54.50

使用净水剂
旧新
266.50± 245.00
17.50b
(n=1)
327.50± 314.00±
62.00
15.50

显著区别用上标字母表示。n=1 表示在该次试验中只使用了一个小池的数据。

表 3：在不同试验和小池状况下的幼体存活率
变量
生存率%

幼体
幼株

普通管理
旧新

使用净水剂
全部

旧新

旧新
全部

80.52 91.22± 98.18± 92.63± 81.00± 98.18±
70.78± 100
(n=1) ±10.61 3.56
1.82
2.67
6.77
1.82
7.29

25

圣乌尔苏拉大学出版的著作
水生贝壳类动物存活率有 1000% 的增长
Bruno Meurer 博士 圣乌尔苏拉大学 海洋生态实验室
发 表 在 N ° 3.2017ISSN: 2446-9904 Thingking Magazine - BioUSU
3:44-51(2017)
完整文章见：http:/ / revistapensar.com.br/ biologia/
一周后，含有生物蜡的水箱水质有了明显改善，为水生动植物的发育提供
了条件，所有的水箱里均出现了过滤层（附着甲壳类动物）（图 2）。当
研究人员从 Rodrigo de Freitas 湖中采集湖水时，这些附着甲壳类动物是
以幼虫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水中的浮游生物能获得良好的条件，以发育成熟。
含有生物蜡的水箱中值是 38,5+21,3 附着甲壳类动物和贻贝是 17,5+8,9。
受控水箱里只出现了 5 个生物，4 个附着甲壳类动物和 1 个贻贝（图 3）。
通过对欧氏距离进行 NMDS 分析，证实了水箱 2，水箱 3 和水箱 4 发育至
成熟阶段的生物数量最多，然后是水箱 1. 受控水箱发育至成熟阶段的生物
密度要低得多（图 4）
受控水箱和含有生物蜡水箱的主要区别在于固定附着在水箱壁上的水生动
植物。受控水箱里没有水生动植物，而其他水箱在实验开始的时候，出现
了幼虫形式的底栖生物。通过对欧氏距离进行 NMDS 分析，我们有可能观
察到，在比较水箱里过滤生物的丰富程度时，受控水箱和其他水箱能区别
开来。因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刺激硝化细菌的斑块没有对水生动植物
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含有生物蜡的水箱水质有助于生物发育至成熟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这项新的生物刺激技术可以用来减轻 Rio de Janeiro 湖的
污染，同时可以联
合家庭和工业污水
的治理策略一起使
用。我们应该进行
研究来分析适用于
每个生态系统的最
佳策略，因为不同
的湖之间，动植物
的构成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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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节约农场用水
清除蓝藻（蓝绿藻），避免其过度繁殖，清洁农场大坝，使得牲畜有水可饮。

解决方案
我们在大坝里放入了 2 块大号的工业级别的
生物蜡，然后等待结果。

结果
大约 8 周后，我们只用了 2 块标准号生物蜡
就清除了所有蓝藻，水质有了显著的改变。
现在，藻类的过度繁殖消失了，羊群重新返
回大坝饮水，从图片中我们能看到羊群返回
客户找到我们时，他们面临的
问题是，围场里的羊群不愿意
靠近大坝。同样的水源流入了
农场主的家里，供日常使用，
包括清洁和冲洗马桶。
农场主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清除
不断繁殖蔓延的巨大蓝绿藻，
这些蓝绿藻有毒，而且奇臭无
比。

大坝水边吃草和饮水。农场主家里的生活质
量也恢复了原样，他的家人感到快乐，因为
现在他们有清洁的水可以饮用，且第一次水
质清澈到能看见马桶的底部。

生物蜡在农场的其他用途
化粪池
生物蜡对于化粪池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只需
在每个化粪池里放入 1 块标准号的生物蜡，
这将减少臭味和化粪池来有机废物的数量。
牲畜水槽
在水槽内放入一小块生物蜡，将能确保里面
的水保持清澈和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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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拉 尔 顿 TA F E 学 院
现场试验
锰元素缺失在生物膜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澳洲 MEC 公司一直在努力研究，为什么接受治理后，每 10 个湖泊中就有
1 个湖泊水质看起来不健康或者不清澈。通过研究，他们注意到放置在这
些湖泊和水池中的生物蜡块表面未能形成正常的生物膜。
锰是生物膜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但是，当铁的含量大于
锰含量的 3 倍时，锰无法被微生物吸收 ( 锰吸收抑制剂 )
试验人员在生物蜡块中加入锰以促进生物膜的形成，在成功进行了几次小
型的试验后，澳洲 MEC 公司进行了一个规模更大的试验。
在用生物蜡进行治理前，杰拉尔顿 TAFE 学院湖泊的水质看起来总是非常
差，鱼类不断死亡，这种情况持续了 13 年。经过 2 年的治理，湖泊的水
质看起来仍然比较差，但是不再有鱼类死亡。杰拉尔顿 TAFE 学院的工作
人员认为我们的生物蜡块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他们从湖泊中拿走了生
物蜡块，2 周之后，所有的鱼类都死亡了。
澳洲 TWC 公司在这个湖泊里进行了第一次现场试验。试验人员在湖泊中
放入了新的生物蜡块，并在生物蜡块中加入了 24 克（0.02mg/L）的硫酸
锰以促进生物膜形成，仅仅 1 周后，湖泊的水质重新变清澈了。TAFE 学
院的一位代表表示这是该湖泊 15 年来呈现的最佳状态，因为这个湖泊的
水质从来没有健康或者清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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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nells 市

保护区水域
Gosnells 市请求澳洲 MEC 公司对该市的湖泊进行治理，这个湖泊里的
蓝藻大量繁殖蔓延。治理方案包括使用 75 个大号生物蜡块和 25 公斤重
的有机油消化细菌。仅仅过了 3 周，硅藻和微藻大量生长，占据了统治
地位，整个湖泊的水质重新得以改善和恢复。

2015 年 11 月蓝藻大量繁殖蔓延

2016 年 11 月湖泊系统得以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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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nells 市
委员会

线藻问题

布满了线藻，导致外观难看和气味难闻，严重影响了附近的居民

解决方案

Gosnells Cannar Lake 市不允许天然生态系统自行运
转和演化，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没有
享受到过滤系统和化学物质清洁水体的益处。

运用

12 周后

湖泊的面积大约是 60 米 *40 米 *1 米，旁边有一个小
湖泊，面积只有 4 米 *2 米。湖泊主要来自于雨水，
它有一个通风系统（喷泉）。
我们在湖泊的每个角上共放置了 4 块大号的生物蜡块，
在通风系统（喷泉）上放置了 1 块大号的生物蜡块。
在旁边的小湖泊里放置了 1 块重标准号的生物蜡块。
总重量是 26 公斤。

结论
20 周后

12 周后：水是绿颜色的，因为藻类植物沉入湖底累
积成糊状。重要的是我们应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湖泊
需要变得浑浊不清。藻类植物需要阳光才能生长，浑
浊不清的水能够阻挡阳光。水体治理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是水体变绿，接着变成棕色，然后再变成棕
色 / 蓝色。
20 周后：相比起 20 周以前难看的外观，湖泊现在看
起来好极了。水体原先的绿色完全消失了，现在是棕
色，反射出湖泊底部的颜色。湖水现在变清澈了，你
可以看见湖底。
后续：湖泊几乎完全被治理
好了，在持续使用生物蜡的
情况下，湖泊里的藻类植物
会继续减少。我们相信，随
着微生物消耗湖底更多的有
机物，水体将会继续保持清
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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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大肠杆菌
生物刺激能够减少疾病（大肠杆菌）
发生
在未使用生物蜡的湖泊里，当地政府测得湖水里大肠杆菌的含量
比较高。

湖泊

大肠杆菌

警示

是否进行治理

1

1000+

红色

否

2

830

红色

否

3

840

红色

否

4

630

红色

否

5

192

良好

使用净水剂达6个月

正如从以上表格看到的那样，结果令人感到惊讶。政府提供了测试的结果，
他们和湖泊主人一样感到非常欣喜。

我们在第 5 个湖泊中对生物蜡进行了测试。所有这些湖泊是相连的，5，4，
3，2，1，然后水流回第 5 个湖泊。
测试最初是为了停止使用蓝色颜料，蓝色颜料使湖泊看起来更美观，并隔
离了藻类繁殖需要的阳光。
我们对湖泊进行 6 个月的治理后，当地政府对湖水进行了随机的大肠杆菌
检测。你可以清楚的看到经过我们治理的湖泊各项指标均在政府允许的范
围内，随着水从接受治理的湖泊中流走，大肠杆菌的数量显著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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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Aspen 公园和度假胜地
Monkey Mia 度假胜地喷水池测试
蓝藻的繁殖和蔓延

对蒸发塘的治理
Monkey Mia Dolphin 度假酒店正在建造
一个耗资 1000 万美元的新型巨浪系统，
Monkey Mia 管理层允许澳洲 MEC 公司
对他们即将关闭的一个潮池进行测试，这
个潮池目前正面临蓝藻过度蔓延的问题。

治理之前为蓝藻细菌

在 澳 洲 MEC 公 司 对 潮 池 治 理 1 个
月后，情况显著改善了，如果我不
知道这是一个潮池，很可能我就会
去池里游泳了。
Monkey Mia Dolphin 度假酒店总经理
Martin Greenside
这个项目清楚的说明，用生物蜡进行治理
后，潮池使得现存的有益细菌能够更有效
的消耗废物，防止了能导致疾病的蓝藻蔓
延。这个项目同时也强调突出了现有潮池
能在费用上有所节省。用生物蜡进行治理，
每个潮池每年花费不到 4000 美元，相比

池里藻类
得到改善的 20 天后

之下，要新建一个能满足政府监管标准的
新工厂，花费可能高达 1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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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索洛明矿址
线藻爆发性蔓延

对蒸发塘的治理

在 2014 年 2 月，有人向澳洲 MEC 公司寻求建议，请教如何治理他们 7 个水
库中蓝藻过度蔓延的问题，蓝藻蔓延已导致工厂关闭，造成大约 120 万美元
的损失。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治理方案，采用生物蜡块和能消耗有机油的细菌攻击这种
具有入侵性的藻类。通过清除磷酸盐里含有的养分 - 有机油，有效阻止了线藻
进一步蔓延。我们的产品使得线藻无法储存有机油，处于饥饿状态，从而控制
了线藻入侵性的蔓延。
照片清楚的显示我们抑制了线藻的蔓延，控制了线藻垫，因此防止了滤网堵塞
和工厂关闭。
根据治理计划，我们对水库进行了 3 次治理，到目前为止，计划已进行 10 个
月了。

年度治理计划

10 月 – 用生物蜡和能消耗有机油的细菌进行全面治理
这是为了阻止线藻垫储存磷酸盐。当条件合适时，线藻会释放出磷酸盐。
1 月（12 周以后）用生物蜡和能消耗有机油的细菌进行全面治理。这是为了
直接干扰线藻释放磷酸盐。
6 月（5 个月后）用生物蜡进行全面治理。这是为了冬天的到来进行初步热身，
此时，线藻开始形成和储存磷酸盐。
矿址保留着 20 公斤的能消耗有机油的细菌，如果线藻爆发大量肉眼可见的蔓
延，这些细菌就会被用来对线藻进行介入干扰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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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杰拉尔顿制革厂
如何治理老旧的尾矿坝

问题
有人请教澳洲 MEC 公司，询

实验室报告
杰拉尔顿制革厂
水中的TRH值
样品编号：
样品描述：

单位

水中的金属含量
样品编号：
样品描述：

单位

1号池

1号池

1号池

1号池

1号池

1号池

1号池

1号池

处理前

处理后

问如何治理运转了 10 年的老
旧尾矿坝，这样杰拉尔顿制革
厂就能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
以便能出售该处的房产。
制革厂总共有 4 个水池，治理
土壤的费用高达 400000 美元。
澳洲 MEC 公司对其中一个小
水池进行了治理，以进行水质
和土壤对比。

治理计划
水池 1 的治理计划，水池面积

处理前

处理后

铝
铬
铜
锰

水中的无机物含量
样品编号：
样品描述：

处理前

单位

处理后

氰化物
可控氰化物

水中的无机物含量
样品编号：
样品描述：

单位

处理前

处理后

甲醛

20 米 *20 米。
从 2014 年 10 月 开 始， 每 6
个月治理一次，使用 6 块各重

水中的无机物含量
样品编号：
样品描述：

1 公斤的工业用途级别的生物

铝

蜡块，碳氢化合物消化细菌共

铜

单位

2号池

2号池

已作处理

不作处理

铬
锰

使用 6 次。
在治理前，水池 1 呈现暗黑的颜色，散发出恶臭，土壤底下又黑又臭，碳氢
化合物和重金属含量很高。
经过治理后，水池 1 呈现出淡棕色，充满了各种动植物，土壤底下现在是健
康干净的棕色。碳氢化合物和重金属的含量大幅减少了。
我们注意到，经过 6 个月的治理，水池 1 现在生存着上百万个海猴。而没有
经过治理的水池 2 里没有任何生物，充满了各种掉入水里的死亡昆虫和细菌。
水池经过 6 个月的治理后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拍摄的照片，照片显示水池
里生长着上百万只海猴。
六个月的治理后水底出现大量
海猴（2015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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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西澳大利亚力拓集团（Rio Tinto）
Dampier Salt 公司
对主要冲洗垫进行碳氢测试的结果
Rio Tinto Dampier Salt 的冲洗产品经常被轻型汽车和重型工厂机器使用。冲
洗下来的废物盛装在一个 9000 升的锲形坑里，然后流经三层水箱拦截器，再
流入超级旋转磨光器里。
Enviroplus 公 司 介 绍 了 他 们 生 产 的 不 含 磷， 具 有 生 物 可 降 解 性 的 除 油 剂，
e-Magiclean. 然后，将能持续供应空气的泵和扩散器安放在契形坑里，这就立
即激活了需氧的碳氢消化细菌。
我们放入了公司生产的 4 块标准号的生物蜡，这样就能为碳氢消化细菌提供强
效的刺激物和栖息场所，以便它们发挥功效。
在泵开始进行的头两次运转中，按照每 1000 升污水中加入 25 升的标准，我们
将碳氢液体放入机器，这样就能较好的培育我们需要的特定微生物细菌。接着，
为保持功效，每 1000 升的污水中继续加入 5 升的碳氢液体。
每隔 8-10 周，我们就更换一次生物蜡块，因为食油细菌将会消耗完刺激剂，净
水蜡块的效果会减弱。
由于不断注入碳氢化合物，碳氢消化细菌和生物蜡块一起，显著降低了系统中
碳氢化合物的含量。
所有的测试是由位于 Rio Tinto 的 Enviroplus 公司完成的，Enviroplus 是澳洲
MEC 公司生产的生物蜡产品供应商。

分析对象

处理前
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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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程中
2014年11月

成功项目
德克萨斯州牛牧场 ( 美国 )

整治前 （2016 年 10 月）

整治后 （2016 年 12 月）

德克萨斯州一个营利性的牧牛场和一家大酒店集团有着合作伙伴关系，这家
大酒店集团主要是众多会议、婚礼和其他特别场合的举办场所。当这个养牛
场其中一个供牲畜饮水的水池中，又丑又臭又有害的藻类肆虐，这是由于附
近养牛的径流带来的，于是他们开始寻求 MEC 的帮助，向水池投入了 6 块
工业级别的净水蜡块，均匀分布，沉入水中，接下来的工作让大自然的力量
开始工作啦。四个星期之后，明显的变化就是臭味的改善。在 8 个星期之内，
大 Lyngbya 已经完全清理掉了（见上图）。在这个案例中，没有使用额外
的任何一种细菌， TWC 净水蜡块能够恢复水中原有的有益细菌到天然的状
态，到这个时候，细菌就可以进行废物的分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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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中国广西玉林市某河道
治理前水体为劣五类水，治理目标提升到五类水，再提升到四类水
项目概况描述：（地理位置、需要处理的难题、处理要注意的重点、水面积、深度、水流流速、
水温、周围污染源介绍、项目背景等 ......）：
该项目位于广西省玉林市博白县。“某河道”在以下都简称“该河道”该河道总河长为 30Km，河
宽约 15m，河深约 2m。需要治理的河段的河长为 1.2Km，宽约为 9m，河深约为 2m。感官上，
水体略发黄，轻微浑浊。该河道周边有居民区以及养殖区，平时使用的生活废水以及养殖废水
直排进入该河道，导致该河道目前水体中氨氮以及总磷超标，水体散失了部分自我净化能力。
在渠道底部均匀投放生物蜡
利用电钻在生物蜡上面钻一个孔，用绳子穿孔固定之后，另一端固定，以作投放位置的标记，
将生物蜡投入水中， 根据每隔 500 ㎡投放一块大号生物蜡的原则进行投放。政府检测点在附
近多加了 6 块生物蜡。
总结：在前一个半月河道治期间，投
放了生物蜡的测试水域的水质明显得
到大幅度提升，无论是从水体外观、
水质监测数据、周边的生态环境来看，
都有所改善改善。但后一个半月由于
水 温 降 低 的 原 因， 水 温 没 有 维 持 在
治理前

治理两个月后

18° C 以上，没有完全彰显出生物蜡的
效果。

水质数据的改善（理化指标类）：数据记录：

* 以上数据皆为客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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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河北廊坊市某黑臭水渠
治理前水体为劣五类水，治理目标为五类水
项目概况描述：（地理位置、需要处理的
难题、处理要注意的重点、水面积、深度、
水流流速、水温、周围污染源介绍、项目
背景等 ......）：
该黑臭水渠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主
要的处理难题为水体黑臭，周围有农业、
居民、工厂废水进入河道，当时还无法截
污。本质上是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导致水
体缺氧，并在厌氧条件下产生恶臭气体。
解决黑臭问题的关键在于降低水体中的营
养成分，例如氨氮，磷，BOD 等。
渠道长 11.3 公里，平均宽 15 米，平均
水深 1.3 米。治理期间选取了长 600m，

治理前

现状

宽 20m 的断面进行治理，水体几乎静止
不动。

总结：在约三个月的河道治期间，投放了
生物蜡的测试水域的水质明显得到大幅度

在渠道底部均匀投放生物蜡。

提升，无论是从水体外观、水质监测数据、 利用电钻在生物蜡上面钻一个孔，用绳子穿孔固定之
周边的生态环境来看，都看到了质的改善。 后，另一端固定，以作投放位置的标记，将生物蜡投
提示：治理期间由于降低，水位几乎只有

入水中， 根据每隔 500 ㎡投放一块大号生物蜡的原

20CM 和其他原因， 中间取出生物蜡，

则进行投放。 政府检测点分别在附近 150 平方米多

出现治理中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治理

加了 12 块生物蜡，并且撒入 TWC 独家的微生物菌

效果。否则效果更佳！

种。

水质数据的改善（理化指标类）：数据记录：

* 以上数据皆为客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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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某河道
治理前水体为劣五类水，治理目标为水质变清澈，解决蓝绿藻问题
项目概况描述：（地理位置、需要处理的难题、处理要注意的重点、水面积、深度、水流流速、水温、
周围污染源介绍、项目背景等）：
该河道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水深 1.8 米，此次治理规模 125*15 米。河道两岸基本为居民区、
农贸市场由于排污体系尚不完善，该地段没有直接向外输送的污水主干管，导致污水直排河道，同时
人为垃圾入河量较大，这些都恶化了河道水质，又造成了河床淤积，已经对治理断面进行截流。水体
缺少必要的循环，溶解氧过低，缺少水生动、植物生存的环境，使水体逐渐失去自净能力。同时存在
垃圾入河现象。由于外来人员较多，周边居民环保意识不强，造成垃圾入河现象进有发生；
河床淤积现象较为严重，加上河道底泥长期未清，使底泥不断释放分解为 N、P 等营养盐，导致水体
富营养化，水体逐渐变绿，藻类疯长，最终导致“水华”现象，产生异味，容易发黑发臭。
用绳子穿孔固定之后，另一端用浮标进行固定，以作投放位置的标记，将生物蜡投放在河底，生物蜡
将处于竖直状态。根据每隔约 63 ㎡投放一块标准号生物蜡的原则进行投放；
厌氧菌：取一盆子，装进河道水，将 3kg 的厌氧菌放在水盆中与水充分混合之后，均匀投放在放有生
物蜡的地方（河道中间共 30 处）；
好氧菌：取一盆子，装进河道水，将 3kg 的好氧菌放在水盆中与水充分混合之后，均匀投放在靠近岸
边的水域。
治理前

水质数据的改善（理化指标类）：数据记录：

治理中

总结：在投放生物蜡之后的约一个半月时间，治理水域的
水质明显得到提升，无论是从水体外观和水质监测数据上，
都看到了质的改善。直到 12 月上旬，当地气温下降明显，
水温低于 18℃，微生物处理污染物能力下降，导致水质检
测项目指标下降不明显，目前等待 2019 年春季气温回暖，
产生更好的效果。
苏总向我们 TWC 的陈经理传达喜悦结果： 附近居民表示
河道的臭味减少很多，神奇发现河道里面出现鱼类。以往

* 以上数据皆为客户提供

不在河道附近洗东西的她，渐渐会选择在河道附近洗东西。
不幸的是，2019 年 1 月份有工厂污水排入河道，破坏治理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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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广东省广业集团 河源污水厂
市政污水原水处理，2019 年 4 月 25 日投放
治理后：投放： 投一块 S 标准号生物蜡
生物蜡的处理方法是需要 氨氮先升高，重建氮循环，大约 2 个月时间，指标明显降低且稳定。

4-25 至最新检测时间 5 月 14 日，水治理时间 19
天而已，故氨氮 总氮无法稳定。时间需 1 个多至
2 个月出明显满意效果。
但总磷的处理结果 , 非常不错 . 由 0.69 降低到 0.1

* 以上数据皆为客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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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河道测试项目
居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概况描述：此河道周围是居民区，还有部分生活废水排入此河道。1-28 日投放， 四月份、五月
份去看现场， 都发现河道突然多了很多鱼儿。 臭味的减少， 现在已经几乎没有臭味，水质的改善，
使得顺德河道的生态链更加丰富，鱼也突然间多起来了。
Before

送检日期：2019 年 1 月 18 日

After

送检日期：2019 年 3 月 18 日

2019.1.28 -2019.3.18 经历一个半月月时间的治理，由劣五类上升到五类水。
CODcr 处理率为 13%； 31 -- 27
氨氮处理率为 69%； 6.19 -- 1.94
总磷处理率为 58%； 0.31 -- 0.13

*2019.5.20 第三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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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项目
广东省云浮市 新兴河流
乡村河道污水治理

Before

After

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治理
COD 处理率为 34%；
氨氮处理率为 21%；
总磷处理率为 20%

从五类水达到四类水、
再达到三类水。

No.
1
2
3
4
5

产品
TWC 生物蜡标准号S
TWC 生物蜡大号L
养殖专用生物蜡
TWC PLUS 厌氧环境专用
TWC 微生物菌种

计量单位
块
块
块
块
KG

* 以上数据皆为客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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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
8
11
0
0
12

材料安全数据表
1. 化学产品和公司身份
供应商名称：MEC Pty. Ltd (ABN 99144812804)
地址：西澳大利亚，Denham, Knight 露台 71 号 2 栋 6537
产品名称：净水剂
HS 代码：34029000 有机表面剂，无论是否用于零售
2. 成分构成和相关信息
英文名称：TWC
同义词：石蜡，微晶蜡，碳氢化合物
出口类别：碳氢化合物蜡块
成分比例：100% 重量
2009 和 2011 年，被 APVMA ( 澳大利亚农药和兽药局 ) 认证为非
化学类产品
3. 危险识别 / 生产流程和协议
总览：黑色蜡状固体，在室温下，有轻微的汽油味
健康影响：皮肤：多次或长时间接触可能会导致皮肤瘙痒
吞食：预计不会有不利影响，但可能导致呕吐和刺激
致癌性：国际癌症研究署，NTP 和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管理局
未将石蜡
和碳氢蜡列为致癌物或者可疑致癌物
放入水中时：不会分解释放出碳氢化合物
直接暴露在阳光底下时：产品会融化，请放置于阴凉处
• 所有的成份加热至 99 度，并在该温度下保持两小时，以消毒和消
除细菌
• 将微量元素在消毒柜混合成 5 种不同的类别。
• 在生产不同的阶段，将分类后的微量元素与原料混合，从而微量
元素充分储存在分子中。
• 冷却至负十摄氏度，帮助微毛细管转化

4. 使用
总览：在您把生物蜡放入水里之前，请用自来水清洗蜡块，清除运
输和储存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物

PH 值：不适用此参数
气味：室温下散发出轻微的石油气味
熔点：65 摄氏度
沸点：不适用此参数
分解温度：不适用此参数
闪点：218 摄氏度
测试方法：克利夫兰开杯闪点测试
密度：每立方厘米 0.767 克，80 摄氏度
暴露极限：阀限值，2 毫克 / 立方米可使蜡在空气中气化（8 小时，
TWA）
蒸汽压力：零
蒸气密度：不适用此参数
水溶性：固体
辛醇 / 水系数：不适用此参数
10. 稳定性与反应性
稳定性：在正常的储存和接触条件下，性状稳定
应避免的情况：高温和明火
不相容物质：强效氧化剂
危险分解：当加热至分解时，可能会散发出碳氧化物
危险聚合：不会发生
11. 毒物学信息
在水中不会释放出碳氢化合物
12. 生态学信息
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在水中不会释放出碳氢化合物
13. 清理处置信息
清理处置信息 : 生活垃圾
14. 运输信息
国际运输法规：在周围环境正常温度或者更低温度运输时，未被列
为危险品

5. 急救措施
如果误吞食：不要自行呕吐，请联系医生

15. 监管信息
适用法规
澳大利亚药品局级别 - 不是化学物品，无需注册登记
6. 防火措施
美国职业卫生和安全条例管理局：根据危害通识标准，未被列入危
合适的灭火介质：泡沫，干燥化学物和二氧化碳（当做石油产品处理） 险品范围
特别的暴露风险：像所有的碳氢化合物一样，这个产品在着火时会
猛烈燃烧
16. 其他信息
闪点：218 摄氏度
国家防火协会评级：健康 =1 火 =1 反应性 =0
燃点下限：未知
有毒物质身份识别系统评级：健康 =1 火 =1 反应性 =0
燃点上限：未知
适用法规
特别灭火程序：可用水浇在着火的容器上
APVMA 不是化学药品，无需注册登记
特别保护设备：如果火势很大或者着火空间狭小，需要有呼吸设备
无菌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加热至 90 度
装置和保护性衣物
OSHA 危险通讯标准认证为无毒产品
7. 事故性排放措施
清理方法：收回外置的固体蜡
如果蜡块溶解并溢出来，等待它固化再进行回收
8. 触摸和运输
触摸：避免长时间和反复接触皮肤，接触后用肥皂和清水清洗，特
别是在进食或者吸烟前
储存：储存在仓库里，避开高温和明火。储存在纸板箱里。
9. 物理和化学特性
外观：黑色固体
物理状态：固体

准备者签名：
修改日期：2018 年 7 月 1 日
请注意：我们相信此文中提供的陈述，信息和数据是准确和可靠的，
但是我们不对此做出任何保证和承担任何责任。关于产品使用的陈
述和建议，我们不做出任何保证，因为产品使用的环境和条件不在
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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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MEC 公司
团队介绍和产品生产信息

发明者：Robert Morgan
TWC 全球总裁：
Greg Johnson
TWC 中国总部总经理：
Bella Liu 刘丽香
国际销售经理：RogerGagliardi
顾问：
Ravi Fotedar 教授 - 科廷大学
Lee Renits 博士 - 水净化公司
Nathan Dowell- 环境安全解决方案 / 微生物专家
博士研究生
Anthony Cole- 科廷大学
互联网，品牌与设计
Andy Kahle
工厂运营
混合，调配，生产
Robert Morgan
Roy Brown
John Morgan
Jamie Morgan – 工程师
Corey Morgan
Jayden Morgan
Paul Mason – 工程师 / 装配工和车工
Billy Lang – 守夜人

工厂工人
Robert Blennerhassett
Brian McKellar
Graham Vision
George Livesey
Sherri Livesey
Peter Baguley
Laurence Bellottie
Luke Dair
Allan Eastough
Peter Francis
John Garner
Mathew Houlihan
Peter Johnson
Rod Nichols
James O’Neill
Sarah Rees
Jackson Smith
Tay Smith
Jessica Thornley
Frankie Van Esch
Dan Carlson
目前工厂产品生产能力
每年 525 吨
每年 4200 万块
我们在 8 周的时间里，对工厂进行了重建和扩张，
生产能力扩大到了每年 21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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