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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ent retention capacity by the land/ water ecotone soil o f Lake Baiy angdian was studied by means

o f simulation in situ.The results from column experiments suggested that the standard capacity fo r

pho sphorus adsorption be less than P14 mg·kg
-1

soil in order to meet the lake water quality regula-
tio n(P 0.1 mg·L-1).Thus the 9 , 333 hectares of ecotone around the lake could retain 1 , 245 tons

pho sphorus in the upper 50-cm soil without degrading the w ater quality.The amount w as nearly

24 times larg e as that of taken by annual reed harv esting.The maximum capacity for phosphorus

was measured as P 774 mg·kg
-1

soil.The isothermal equation of phosphorus was also obtained.I t

was found that temperatur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itrogen , and higher

temperature would accelerated the nitrification rate.Nitrogen retention was conducted by the micro-
bial activities in the soil and the uptake through aquatic vegetation.The research will benefit for bet-
ter utilization of local ecotone and design of the planning pro ject w hich aims to water eutrophica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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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洋淀水陆交错带的景观特征和土壤

白洋淀地处冀中凹陷 ,是处于发育后

期的草型富营养化湖泊。在整个湖区 366

km2 的范围内 ,以芦苇植被为景观特征的

水陆交错带约占 36%,分布在围堤内湖边

的洼地上和大小淀泊之间 。其精细景观类

型可划分成苇园和苇地二种类型;其中苇

园约占 1/3[ 1] , 主要分布在淀泊之间和近

围 ,特征是沟壕纵横 ,管理精细 ,景观斑块

类型较小 ,匀一化程度高;苇地约占 2/3 ,

分布在苇园外围地势较高处 ,连大片分布 ,

斑块嵌接 ,微景观结构较复杂 ,多样性程度

较高[ 1] 。

水陆交错带处于该湖泊和陆地系统

间 ,是重要的功能界面区 ,它们最重要的生

态功能是保持生物多样性和对陆源许多物

质的截留
[ 2]
,该功能是湖泊生态系统保持

自我调节的重要方面 。通过在白洋淀西部

的野外实验[ 3] ,我们曾发现水陆交错带对

来自府河的营养物质有强烈的截留作用 ,

特别是铵态氮和正磷酸态溶解磷 。水陆交

错带对有机质的截留小于对总氮的截留 ,

又小于对总磷的截留 。这种截留程度的差

别使径流能够把被截留程度较小的有机质

和氮物质运送到水陆交错带较后靠近水体

的地方 ,而磷元素较多地在水陆交错带前

方沉积 。芦苇群落的根区土壤截留作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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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主要截留以地下潜流方式入淀的营养

元素 ,这种方式是白洋淀交错带最常见的

形式 。

白洋淀的污染治理已被列入了我国

21世纪议程的优选项目。在此项目中很

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水陆交错带修筑湿地

生态工程来去除进淀水的磷氮。为此目

的 ,有必要测定白洋淀水陆交错带截留磷

氮的环境容量。此截留容量对制定白洋淀

的生态治理战略 ,设计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的结构和面积 ,以及湿地系统的寿命和管

理方式都有很大意义 。对全国其它湖泊 、

水库的富营养化防治也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王蕾[ 4] 等人对白洋淀水陆交错带氮

磷截留机理作了初步研究 ,为了进一步了

解土壤对氮 、磷的截留和转化过程 ,我们在

实验室进行了环境模拟试验 ,并结合对野

外样品的计算进行了分析 。本文报告了实

验结果并讨论了该系统对磷氮污染物去除

的吸附容量和环境容量。

2　实验方法

2.1　磷吸附平衡

实验用土壤来自白洋淀西部安新县西

向阳村北的芦苇滩地 。土质属草甸沼泽

土 ,质地较黏重。土壤是 0 ～ 20cm 的表

土 ,pH 为 7.5 ,有机质含量 3.92%,全氮含

量 0.26g ·(kg 土)-1 , 生物有 效态磷

7.59mg·(kg 土)-1 ,容重 1.21。20 ～ 50cm

的深土层有机质含量 3.1%, 全氮含量

1.85g·(kg 土)
-1
,生物有效态磷 3.9mg·

(kg 土)-1 ,容重 1.42。

称取 20g 风干土样置于锥形瓶中 ,加

入 200ml模拟府河水 ,用 25℃恒温振荡的

方法 ,使模拟水与土壤充分接触 ,定时取出

溶液离心过滤 ,测定水样中 PO4
3--P ,总 P

含量 。用该方法进行了土壤磷的等温吸附

及土壤磷吸附量与土壤重量关系的研究。

模拟水根据 1992年 10月白洋淀地区

西向阳村北的府河河水成分 ,用电渗析水

配制 , 该水样加 CaCO3 、KCl 、NaHCO3 、

M gCl2·6H2O以调整离子强度 ,鼓泡通空气

48h达到平衡 ,然后加 KH2PO4 、NH4Cl作

为氮磷营养元素 ,水中含 NH4
+-N 42mg·

L
-1
。实验中配制了其它性质基本一致而

仅含 PO4
3-不同的系列模拟水 。利用类似

方法 , 也进行交错带土壤在不同温度条件

下硝化作用的研究。

2.2　柱体动态实验

2.2.1　小柱实验 　采用长 20cm 、内径

18mm的玻璃柱 ,分别填装 5 、10 、15 、20 、

30g土 ,密实度依容重而定 。采用连续进

水模拟方式 ,控制进水量为 1L·d-1 ,定时

测定出水中 NO3
-
和 PO4

3-
浓度 。用以模

拟陆地径流水以地下潜流方式通过水陆交

错带土壤。

2.2.2 　大柱试验 　采用长 1m 、内径

66mm的塑料管 ,装 5kg 土样 ,保持进水流

量为 3L·d-1 ,实验温度保持在 5 ～ 10℃,

定时测定出水中的 NO3
--N 和 PO4

3--P

浓度 。另外 ,于塑料管的不同位置处引出

取水孔 ,进行不同层次土壤对铵态氮的转

化和吸附试验 ,测定项目同上 。所有的试

验都进行两次重复。

3　结果与讨论

3.1　磷的等温吸附

在径流水通过交错带的过程中 ,水相

中的磷能够通过被土壤固体颗粒吸附和与

其它物质形成难溶化合物而被截留。为了

评价白洋淀水陆交错带对磷的去除能力 ,

进行了交错带土壤对磷的等温吸附实验 。

根据实验结果计算 48 、72和 120h各烧杯

中土壤对磷的吸附程度。结果显示各组浓

度的实验在 72h时 , PO4
3-
-P 被吸附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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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达到了 95%以上 ,可以认为此时土壤对

磷的吸附达到了平衡状态 。所以 , 确定

72h为实验所需要的平衡时间 。将不同磷

浓度的系列烧杯实验在第 72h测定的磷浓

度 ,代入吸附等温方程 ,确定 25℃时的吸

附等温线如图 1。

图 1　土壤磷吸附等温线
Fig.1 　The isothermal adsorpt ion equat ion of soil

phosphorus

　　图 1所代表的方程为:

C/ S =1/(K ×S max)+C/ Sm ax

式中 , C 为水相中的磷浓度(mg·L-1);S

为土壤对磷的吸附量(mg·(g 土)-1);S max

为土壤对磷的最大物理吸附量[ mg·(g

土)-1] ;K 为吸附常数。

将 C和S 值代入以上公式 ,可以计算

出达到吸附平衡时 ,土壤对磷的平均最大

物理 吸附 量和 平衡 常数 为:S max =

0.123mg·(g 土)-1 , K =2.764。该结果说

明土壤对磷的物理吸附能力 。实际过程

中 ,磷的去除不仅有快速的物理吸附过程 ,

而且有较为缓慢的化学及物理化学吸附。

白洋淀土壤的最大总吸附量大约为物理吸

附能力的 3至 6倍
[ 5]
。

3.2　土壤磷的最大环境容量与标准环境

容量

在野外进行的土壤氮磷截留实验中 ,

低浓度含磷河水很难使土壤达到饱和 ,因

此无法确定交错带土壤截留磷的最大量。

设计室内模拟的方法进行环境容量问题研

究 。由于径流中的营养元素是在流动状态

中与土壤接触吸附的 ,因此 ,我们认为实验

中采用土柱法进行动态模拟可以较真实地

模拟实际过程。

由图 2可以看到 ,在小柱试验进行到

第 8天 ,进水量达到 8L 时 ,土重5g的柱中

出水浓度(1.36mg·L-1)已经接近于进水

的浓度(1.40mg·L-1)(表 1)。表明该柱

中土壤对磷的吸附已经饱和 ,而此时其它

几个柱子则尚未达到平衡状态。
　　表 1　进水量 8L时各柱出水口 PO4

3--P浓度和

土壤磷吸附量

　　Tab.1　Phosphorus absorption in soil and PO4
3--P

content at the eff luent f rom every columns

w ith 8 L w ater input

玻璃柱内的
土壤量(g)

出口 PO4
3--P 浓度

(mg·L -1)
磷吸附量
(mg)

5 1.36 3.87

10 1.26 5.44

15 1.03 6.63

20 0.60 7.93

30 0.14 10.60

图 2　装有 5g土壤的玻璃柱中出水磷浓度的变化

Fig.2 　Concent ration of P in the ef fluent from the

glass column f illed with 5g soil

　　把已达到饱和的磷吸附量除以土壤的

重量即可得出土壤对磷的饱和吸附容量

(C饱和):

C饱和=3.87mg ÷5 g 土

=0.77mg·(g 土)-1

这一饱和吸附容量代表了土壤所能承

纳的磷的最大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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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特定出水标准 ,土壤所能承受

的环境负荷更为人们所重视。根据国家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湖泊 、水库地表水中总

磷的浓度应该在 0.1mg·L-1以下 。因此 ,

我们把出水总磷浓度为 0.1mg·L-1时土

壤所能吸附的磷作为土壤吸附磷的标准环

境总量。在大柱实验中 ,我们发现在土壤

通过总计为 50 L 的模拟水以后 ,出水中才

能检测出 P 0.1mg·L -1(图 3)。

图 3　5kg 土壤土柱出水磷浓度的变化

Fig.3 　Concent ration of P in the ef f luent f rom the

glass column filled w ith 5kg soil

　　此时 ,磷输入量为 70mg ,计算交错带

土壤吸附磷的标准环境容量 C标准为:

C标准=1.4mg·L
-1
×50L ÷ 5kg 土

=14 mg·(kg 土)-1

该结果与 0.77mg·(g 土)-1的最大环

境容量相比要小得多 。

3.3　温度对硝化作用的影响

　　白洋淀地处华北 ,冬季有结冰现象 ,土

壤对径流水中的铵态氮有强烈的吸附作

用 ,在好气条件下 ,铵氮在 3 ～ 7天内可转

化为硝态氮 ,而硝态氧被土壤吸附的能力

很低 ,检测出水中硝态氮的浓度可模拟实

际反应过程。

图4 表明 ,实验进行到第 3 天时 , 在

25℃情况下已经有明显的硝化反应发生。

即使在 0℃的情况下 ,出水 NO3
-的浓度也

有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在低温的情况下 ,

土壤硝化反应并没有停止 ,只是反应的速

度较为缓慢。在相同的时间范围内 ,较高

的温度条件下硝化反应进行的速度较快。

由于土壤对铵态氮的吸附是暂时的 ,

而非固定 ,所以不能用来计算土壤对氮的

环境容量。

图 4　不同温度对硝化反应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dif ferent temperature on nit rif icat ion

3.4　水陆交错带的磷氮环境容量
土壤环境容量在环境保护 、污染物总

量控制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维持

土壤正常功能 、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稳定 ,合

理分配人类活动的依据。白洋淀地区有发

育良好的水陆交错带 ,它对来自陆地的污

染物质 ,尤其是氮 、磷营养元素具有强烈的

截留作用。在藻杂淀进行的野外实验发

现 ,当府河水通过 4m 交错带芦苇群落根

区土壤时 ,总磷的截留率可达 90%,总氮

的截留率可达 64%,表明白洋淀芦苇交错

带对陆源物质有良好的截留功能 。

截留是生物同化和土壤胶体吸附共同

作用的结果 。计算环境容量时应考虑到这

两方面的因素 。在白洋淀 ,群众收割芦苇

用作造纸和编织的原料。据测定 ,芦苇地

上部分干物质中含磷量为 0.75mg·g
-1
,含

氮量为 1.59%。以年产 芦苇和草类

7500kg·ha-1计 ,全白洋淀 9333ha 芦苇水
陆交错带通过收割方式 , 每年可截留

52.5t 磷和 1110t氮 。这一机制提供了营

养物质在陆地和水陆交错带之间形成良性

循环的途径 ,减轻了水体富营养化的速度 。

与生物同化方式相比 ,交错带土壤对

磷的持留从绝对量上来说要大得多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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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加重要。根据前文的交错带土壤磷标

准环境容量 ,在不超过国家水质标准的条

件下 ,白洋淀水陆交错带地表下 50cm 以

内的土壤共可以持留 1245t的磷 ,相当于

每年通过植物收割所带走的磷总量的

23.7倍 。

在白洋淀水陆交错带中 ,氮的去除主

要依靠生物作用 ,即植物的吸收和微生物

的反硝化作用。后者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

进一步进行。如果能够保持整个系统处于

干湿交替的状态 ,那么既能通过硝化作用

产生大量的 NO3
- ,又能在厌氧的条件下

进行反硝化作用 ,从而使交错带能够稳定

高效的发挥其除氮作用。

可以利用白洋淀水陆交错带土壤的饱

和环境容量作为人工湿地污水处理装置设

计和管理的参数 。根据测定的饱和环境容

量为 P 774 mg·(kg 土)
-1
,拟修建的处理

设施每 1ha 土壤(50cm)最多可以吸附

5.17t的磷 。如白洋淀设计的湿地处理系

统面积为 200ha ,此系统的最大吸附磷量

为 1034t。但如果要求出水达到 P 0.1 mg

·L-1的湖泊质量标准 ,200ha 湿地处理系

统 50cm 厚的土层 ,其吸附磷标准环境容

量为 18.9t 。

4　结　论

通过本研究测定得到的白洋淀水陆交

错带土壤的环境容量可以得知 ,水陆交错

带土壤是白洋淀生态系统中营养元素的最

主要的储存库。其较大的环境容量使它在

吸收陆源和水源营养物质 、稳定白洋淀水

体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另

一方面 ,它储存的营养物质也必将为交错

带中生物群落所利用 。所以保护水陆交错

带植被和土壤对白洋淀生态系统的稳定是

非常重要的 。

因此 ,结合土壤的环境容量及交错带
中植物的作用 ,在人工苇床和水陆交错带

中 ,通过适当的设计 ,控制不同季节污染物

的投放量 ,使污染物在交错带内不会造成

过度积累 ,达到延长人工水陆交错带的使

用寿命 ,使水陆交错带和水体生态系统长

期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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