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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太湖沉积物-上覆水界面为研究对象，于 2013 年夏季采集 46 个样点的沉积物柱状样，分析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营养盐( 正磷酸盐、氨

氮、硝氮) 的浓度空间分布，估算表层沉积物中磷、氮的扩散通量，明确营养盐在沉积物-水界面的分布规律，以探明内源营养盐负荷对太湖上覆

水的污染贡献，并为沉积物-水界面氮磷的转移过程理论补充证据．结果表明: 太湖西北部区域的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正磷酸盐和硝氮浓度较

高，分别达到 1．11 mg·L－1和 1．25 mg·L－1以上; 大部分湖区的氨氮浓度超过 2 mg·L－1 ．全湖区范围内，从表层沉积物的上覆水到孔隙水，氨氮含

量呈现升高趋势而硝氮含量呈现降低趋势．北部 3 个湖湾区的沉积物营养盐扩散通量最高，正磷酸盐为 2．69 ～ 4．60 mg·m－2·d－1，氨氮为 17．8 ～

45．7 mg·m－2·d－1，而湖岸河口区是沉积物硝氮内源释放显著的区域．沉积物向上覆水释放正磷酸盐和氨氮的年内源污染负荷分别为 64．6 t·a－1

和 1756 t·a－1 ; 而上覆水向沉积物汇入硝氮的年负荷为 1102 t·a－1 ．氨氮的内源污染负荷与外源污染负荷之比高达 18．7%，氨氮、总磷和总氮内

源污染为上覆水贡献的浓度分别为 0．361、0．013 和 0．134 mg·L－1，表明自由扩散带来的内源负荷会使太湖水中营养盐污染恶化，需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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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internal nutrient loads and their effects on overlying water qual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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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of Taihu Lake ( Taihu) was studied with sediment cores sampled at 46 sampling points in Taihu in the summer of

2013 to analysi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 PO3－
4 -P，NH+

4 -N，NO－
3 -N) in pore water of surface sediment，to estimate nutrient

diffusion fluxes from surface sediment，and to determine the nutri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rules at sediment － water interface，aiming at clarifying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l nutrient loads to the nutrient pollution in the overlying water of Taihu and adding evidence to the phosphorus and nitrogen transfer

theory at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centrations of PO3－
4 -P and NO－

3 -N were high in the northwest of Taihu and were more than

1．11 mg·L－1and 1．25 mg·L－1，respectively; concentrations of NH+
4 -N were over 2 mg·L－1 in most of area in Taihu． In the whole Taihu area，from the

overlying water around sediment down to the pore water in sediment，there was an increasing trend in NH+
4 -N concentration，together with a decreasing

trend in NO－
3 -N concentration． The nutrient diffusion fluxes of surface sediment were the largest in the three bay area in north Taihu，with PO3－

4 -P of

2．69～ 4．60 mg·m－2·d－1 and NH+
4 -N of 17．8～45．7 mg·m－2·d－1，while the nitrate nitrogen release from surface sediment was obvious in the estuary around

Taihu． as the nutrient release from surface sediment to overlying water，The annual internal nutrient loads of PO3－
4 -P and NH+

4 -N in Taihu were 64．6 t·a－1

and 1756 t·a－1，respectively． while the annual internal nitrate nitrogen load was － 1102 t·a－1，with surface sediment serving as the NO－
3 -N pool of

overlying water． The ratio of internal to external pollution load was as high as 18．7% for NH+
4 -N，and the overlying water contributed to internal pollution

were 0．361 mg·L－1 for ammonia nitrogen，0．013 mg·L－1 for total phosphorus and 0．134 mg·L－1 for total nitrogen，indicating that the internal loads of

nutrient by free diffusion from surface sediment can deteriorate the pollution in Taihu that need attention．

Keywords: Taihu Lake; nutrient; diffusion fluxes; internal source; pore water; overlying water; wat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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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ntroduction)

沉积物 是 湖 泊 营 养 盐 的 重 要 源 或 汇 ( Ｒeddy
et al．，1996) ．对于一些富营养化严重的湖泊，在外源

营养盐负荷得到控制后，湖泊水体中营养盐浓度不

能有效降低，这主要是蓄积在沉积物中的营养盐仍

会逐渐释放出来从而抵消外源负荷削减的效果，这

种内源负荷对富营养化湖泊水质改善的负面影响

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Schindler，2006) ．浅水湖泊因上

覆水深度较小而沉积物表面与上覆水体积之比较

大，沉积物-水界面处的营养盐迁移转化会对上覆水

水质产生重大影响( Havens et al．，2001) ．加之浅水

湖泊的上覆水没有明显分层现象，温度和光照强度

均一，沉积物-水界面处的营养盐释放更易造成藻类

爆发和富营养化现象( Sondergaard et al．，2001) ．因
此，表层沉积物的营养盐的内源污染负荷对浅水湖

泊的水质具有重要影响．
太湖是中国东部典型的浅水淡水湖泊，位于中

国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太湖流域人口集中，工农业

发展迅速，属于中国社会经济较发达地区( 秦伯强

等，2004) ．2001 年以来，太湖水质一直处于劣 V 类

到 V 类水质，且 70%以上水域面积处于中度富营养

化水平; 太湖主要入湖河流中的太滆运河、武进港、
社渎港、殷村港、乌溪港等的水质均为劣 V 类到 V
类，而营养盐一直是主要污染物之一( 水利部太湖

流域管理局，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2014) ．自 2007 年太湖蓝藻爆发导致无锡自来水污

染事件以后，太湖流域加强了节能减排措施( 朱玫

等，2007; 凌虹等，2014) ．到 2010 年，氨氮排放量控

制在 1．71 万 t，削减率为 25．7%; 湖体综合营养状况

指数从 2007 年的 62．3 下降到 58．5，由中度富营养

化变为轻度富营养化; 蓝藻水华聚集程度有所改

善，蓝藻暴发频次和最大面积分别下降 28． 8%和

44．3%( 江苏省环保厅，2009; 吕振霖，2012) ，实现了

2007 年的营养盐减排目标．可见在 2010 年太湖的外

源营养盐污染负荷已得到控制和削减，太湖表层水

的富营养化程度也得到局部控制，但太湖水质中的

总氮 指 标 仍 为 V 类 ( 水 利 部 太 湖 流 域 管 理 局，

2014) ，太湖水质的改善状况受到外源减排的影响

并不明显，这很有可能与沉积物内源营养盐负荷有

关( Schindler，2006) ．由于太湖污染的长期积累，沉

积物内源营养盐负荷可能促进了太湖形成短期内

很难改变的较为稳定的“藻型生境条件”，一旦温

度、水流、光照等外部条件适宜，太湖蓝藻生态危害

仍然可能大规模暴发( 吕振霖，2012) ．
沉积物-上覆水界面的物质通量机理包括分子

扩散、胶体扩散、生物作用、波浪作用、颗粒物再悬

浮、地下水出流和平流运动等( Eek et al．，2010) ，其

中，分子扩散是静态条件下沉积物-水界面物质迁移

的主要 形 式，且 定 量 方 法 较 为 成 熟 ( Berg et al．，
1998) ．孔隙水中溶解态营养盐通过水-沉积物界面

向上覆 水 传 送 是 沉 积 物 营 养 盐 释 放 的 重 要 途 径

( Portielje et al．，1999; Golterman，2004) ．计算湖泊内

源负荷的方法主要有质量衡算法( Kelderman et al．，
2005) 、孔隙水扩散模型法( Berg et al．，1998) 、室内

模拟培养法( You et al．，2007) 和水下原位监测法

( Bennett et al．，2012) ．其中，孔隙水扩散模型法是费

用相对较低且计算误差相对较小的一种湖泊内源

负荷估算方法，其基本反映了湖泊原位沉积物-水界

面的 自 然 条 件 ( 范 成 新 等，2002; Viollier et al．，
2003) ，是分析湖泊沉积物中营养盐释放和计算湖

泊内源负荷的理想方法．过去有学者在太湖的部分

区域对沉积物内源营养盐负荷进行了一些研究，但

这些研究采用的内源负荷估算方法不一，得到的数

据极其有限且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对内源营养盐负

荷如何影响上覆水水质这一关键问题采用量化指

标进行具体论述( 杨龙元等，1998; Kelderman et al．，
2005; Qin et al．，2006; 张润宇等，2012) ．因此，本研

究以太湖表层沉积物的上覆水和孔隙水为研究对

象，分析水样中正磷酸盐( PO3－
4 -P ) 、氨氮( NH+

4-N)

和硝氮( NO－
3-N) 浓度在沉积物-上覆水界面上垂直

分布规律，并计算沉积物-水界面磷、氮的扩散通量，

从而探明湖泊营养盐在沉积物-上覆水界面的分布

规律和沉积物营养盐内源贡献，为太湖营养盐污染

的调控和治理补充理论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区域概况

太湖位于中国东部的长江三角洲( 介于 30°55'
42″～31°31'50″N，119°53'45″ ～ 120°36'15″E 之间) ，

流域人口稠密，约有 4 千万．太湖具有饮用水源、渔

业、旅游业和船舶运输业等重要经济功能．太湖是中

国第三大淡水湖泊，其水域面积达 2338 km2 ; 同时

又是典型的浅水湖泊，其平均水深为 1．89 m．全太湖

总蓄水量为 47．6 亿 m3，总蓄泥量为 19．12 亿 m3．全
太湖沉积物厚度大于 0． 1 m 的 区 域 面 积 为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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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占全太湖面积的 69．8%．太湖出入河道众多，入

湖河流多达 70 余条，多发源于西部山区，主要有东

苕溪、西苕溪和荆溪三大水系，是太湖湖水的主要

来源; 出湖河道有 150 余条，多集中在太湖东部和北

部，包括黄浦江、吴淞江、望虞河、浏河、太浦河、梁

溪河等，形 成 黄 浦 江 和 运 河 两 大 水 系 ( 金 相 灿，

1995; 秦伯强等，2004) ．
2．2 样品的采集和测定

2．2．1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于 2013 年 8 月进行，样

点设置见图 1．在网格布点的基础上考虑水利部太湖

流域管理局划定的 8 个主要湖区、主要进出湖河流

的河口位置及湖区和河流的污染状况( 水利部太湖

流域管理局，2014) ，一共布设采样点 46 个，包括: 竺

山湾 8 个、梅梁湾 8 个、贡湖湾 3 个、西部沿岸区 6
个、湖心区 6 个、南部沿岸区 10 个、东部沿岸区 4 个

和东太湖 1 个，其中，有 17 个点分别在 17 个入湖和

出湖河流的河口附近( 图 1) ．利用自重力柱状采样

器( Corer 60，Uwitec，奥地利) 采集沉积物柱状样

( 简称“沉积柱”) ．沉积物样柱采集后迅速用橡胶塞

密封，然后保持竖直状态尽快平稳地运回实验室，

静置过夜以消除采集和运输过程中的干扰．沉积柱

沉积物-水界面上方的上覆水用虹吸管按每 5 cm 进

行分层抽取; 深度在 0 ～ 5 cm 的新鲜沉积物按每

0．5 cm进行分层，深度在 5 ～ 10 cm 的新鲜沉积物按

1 cm 进行分层，对分层后的沉积物进行快速抽滤得

到沉积物孔隙水( 3～5 mL) ．

图 1 太湖采样点、湖区和主要出入湖河流分布

Fig．1 Sampling points，lake zones and the main inflow and outflow rivers in Taihu

2．2．2 水样中营养盐测定 沉积物上覆水和孔隙

水通过 0．45 μm 的混合纤维滤膜进行过滤，然后利

用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Smart Chem 200，AMS，美国)

结合《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 4 版) 》( 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和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编委会，2002)

中钼锑抗分光光度法、靛酚蓝分光光度法和硫酸肼

分光光度法来测定孔隙水中正磷酸盐、氨氮和硝氮

浓度，每个样品重复测定 3 次，结果以均值表示．
2．3 孔隙水扩散模型

物质在沉积物-水界面的扩散边界层中的自由

扩散过程符合 Fick 第一定律( Berg et al．，1998) ，公

式如下:

F= －ΦDS
dc
dz z=0

( 1)

式中，F( mg·m－2·d－1 ) 为沉积物-水界面自由扩散通

量; Φ 为表层沉积物的孔隙度，用新鲜沉积物的相

对含水率代替; dc /dz 为沉积物-水界面的浓度梯度

( mg·L－1·cm－1 ) ; Ds为考虑了沉积物弯曲效应的实际

分子扩散系数( m2·s－1 ) ，其与孔隙度之间的经验关

系式为 Ds =D0 /θ
2，θ2 = －0．47Φ+1．91，其中，D0为无

限稀释溶液的理想扩散系数，θ 为沉积物弯曲度( 方

国仁，1988; Sweerts et al．，1991b ) ．对于 PO3－
4 ，D0 =

7．56×10－6 cm2·s－1; 对于 NH+
4，D0 = 19．8×10

－6 cm2·s－1; 对

于 NO－
3，D0 = 19×10

－6 cm2·s－1( Sweerts et al．，199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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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营养盐年负荷贡献量计算方法见下式:

W =∑
n

i
Fi × Ai × 365 / 109 ( 2)

式中，W 为全湖区营养盐的年负荷贡献量( t·a－1 ) ;

Fi表示第 i 区域沉积物的营养盐扩散通量( mg·m－2·d－1) ;

Ai表示第 i 区域面积( m2 ) ; 109 为单位换算系数; 一

年按 365 d 计算．
2．4 统计分析

利用 SPSS 18．0 软件对太湖表层沉积物的营养

盐扩散通量、上覆水和孔隙水中营养盐浓度进行

Speraman 相关性分析和显著性检验．

3 结果与讨论( Ｒ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营养盐浓度空间分布

在区域分布方面，营养盐在表层沉积物孔隙水

中的浓度存在空间差异．太湖北部区域的表层沉积

物孔隙水中正磷酸盐浓度较高，其中，在竺山湾、梅
梁湾和大浦港河口处可达到 1．11 mg·L－1以上，该结

果与 2003 年夏季在梅梁湾测得的表层沉积物孔隙

水中正磷酸盐浓度数据类似( 张路等，2004) ; 太湖

西北部和东南部区域的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氨氮

浓度较高，其中，在竺山湾、梅梁湾和东部沿岸区超

过 6．29 mg·L－1，该结果与 2003 年夏季在梅梁湾和

东南沿岸区测得的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氨氮数据

类似( 张路等，2004) ，大部分湖区的氨氮浓度超过 2
mg·L－1，超过现行的《地表水质量标准( GB3838—
2002) 》中Ⅴ类水质的最高阈值; 太湖西北部区域的

表层沉 积 物 孔 隙 水 中 硝 氮 浓 度 较 高，可 达 1． 25
mg·L－1以上( 图 2)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 ．

图 2 太湖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营养盐浓度分布

Fig．2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 pore water of surface sediment in Taihu

在垂直分布上，沉积物-水界面的各营养盐也呈

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 图 3～5) ．西部沿岸区、东部沿

岸区、湖心区( 除湖心区北的样点) 和东太湖的采样

点处上覆水和孔隙水正磷酸盐浓度基本维持在 0．1
mg·L－1，并伴有轻微波动．北部 3 个湖湾( 竺山湾、梅
梁湾和贡湖湾) 和湖心区北的采样点的正磷酸盐表

现为由沉积物向上覆水释放( 图 3a、b、c) ．这一结果

与 2001 年的研究结果类似，该研究发现梅梁湾沉积

物孔隙水中可溶性总磷( DTP) 的浓度大于上覆水中

的浓度( Qin et al．，2006) ．湖心区北部因为临近北部

湖湾区且受到上覆水湖流运输的影响( 汤露露等，

2011) ，所以呈现与太湖北部 3 个湖湾区相似的结果

( 图 3e) ．各湖区的河口处沉积物孔隙水中正磷酸盐

浓度都有较大幅度的波动，西北部入湖河口处的正

磷酸盐呈现表层沉积物释放趋势，东南部河口处的

正磷酸盐呈现汇入表层沉积物的趋势．西北部入湖

河流的水质一直较差，污染物主要包括总磷和氨氮

(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2014) ，沉积物正磷酸盐

的释放作用更加重了该区域的富营养化风险．
水样中的氨氮浓度在整个太湖区域内在垂直

剖面上从上覆水到孔隙水总体都呈现出增大趋势，

尤其是在沉积物-水界面氨氮浓度都急剧增加，在 5
cm 左右深度处后可达 3 ～ 5 mg·L－1 以上; 全部采样

点氨氮均表现为由沉积物向上覆水释放．西北部入

湖河口处上覆水和孔隙水中氨氮含量普遍比附近

湖区的对应值高( 图 4a，d) ，表明太滆运河和大浦港

5783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35 卷

的氨氮污染输入对沉积物-水界面的水质影响有衰

减趋势．湖心区中部采样点的沉积物孔隙水中氨氮

浓度比该区域其他采样点处的对应值高，表明该处

具有较大的氨氮释放风险．

图 3 太湖沉积物-水界面附近正磷酸盐浓度垂向分布( 虚线表示沉积物-水界面，下同; 向上箭头表示营养盐由沉积物向上覆水释放)

Fig．3 PO3－
4 -P profiles near sediment-water interfaces in Taihu ( Dashed line denotes sediment-water interface，the same below; up-arrow denotes

nutrient release from sediment to overlying water)

与氨氮不同，硝氮在太湖不同湖区的沉积物上

覆水和孔隙水中的垂直分布情况不同．在北部湖湾

区和西部沿岸区等富营养化严重的地区( 水利部太

湖流域管理局，2014) ，硝氮在上覆水浓度在 1 ～ 3
mg·L－1之间，通过沉积物-水界面迅速递减为 0． 5

mg·L－1左右，在孔隙水中的浓度相对稳定( 图 5a，b，

c，d) ．可见这些区域的上覆水中硝氮浓度主要受到

表层水质和外源输入的影响．在湖心区中部、南部沿

岸区和东太湖，硝氮在上覆水和孔隙水中浓度均在

0．4 mg·L－1 以下( 图 5) ．太湖上覆水中溶解氧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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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n et al．，2004) ，但沉积物中溶解氧侵蚀深度小于

1 cm( 徐徽等，2009) ，沉积物的孔隙水主要处于厌

氧状态，本研究发现从表层沉积物的上覆水到孔隙

水，氨氮浓度升高而硝氮浓度降低，这很可能与表

层沉积物的微生物代谢有关: 从好氧环境到厌氧环

境，微生物的反硝化作用和异化硝酸盐还原作用得

到加强( McCarthy et al．，2007) ，而硝化作用得到减

弱( Chowdhury et al．，2006) ．

图 4 太湖沉积物-水界面附近氨氮浓度垂向分布( 水平箭头表示孔隙水中营养盐浓度由河口向附近湖区减少)

Fig．4 NH+
4 -N profiles near sediment-water interfaces in Taihu ( Horizontal arrow denotes that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 pore water decrease from the

estuary to the lake zone nearby)

通过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发现，孔隙水中正磷

酸盐、氨氮和硝氮浓度彼此之间显著正相关 ( p ＜
0．05) ( 图 6) ，表明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的正磷酸

盐、氨氮和硝氮的具有同源性，沉积物-水界面氮磷

元素的转移过程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这与此前在

梅梁湾和东太湖发现的间隙水中氨氮和溶解性磷

酸盐具有显著的协同变化关系的结果类似 ( 张路

等，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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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太湖沉积物-水界面附近硝氮浓度垂向分布 ( 向下箭头表示营养盐从上覆水向沉积物输入)

Fig．5 NO－
3 -N profiles near sediment-water interfaces in Taihu ( Down arrow denotes nutrient input from overlying water to sediment)

3．2 营养盐自由扩散通量和内源年负荷估算

扩散通量计算结果表明( 图 7) ，北部沿岸区和

西部沿岸区样点的正磷酸盐表现为由表层沉积物

向上覆水释放，其中，竺山湾、贡湖湾和大浦港河口

处的 正 磷 酸 盐 扩 散 通 量 最 大，高 达 2． 69 ～ 4． 60
mg·m－2·d－1 ; 湖心区、东部沿岸区、南部沿岸区和东

太湖的正磷酸盐基本上都没有内源释放风险( 个别

样点除外) ．2002 年 7—9 月，同样发现正磷酸盐扩

散通量在梅梁湾小于 1 mg·m－2·d－1且在东太湖出现

负值( 张路等，2006) ．2010 年春季研究也发现磷酸

盐扩散通量在竺山湾大于 3 mg·m－2·d－1且在湖心区

为负值( 张润宇等，2012) ．本研究发现全湖区的氨氮

均表现为由表层沉积物向上覆水释放，其中，梅梁

湾、贡湖湾、湖心区和南部沿岸区的氨氮扩散通量

较大，甚至达到 17．8 ～ 45．7 mg·m－2·d－1．2002 年同样

发现氨氮扩散通量在梅梁湾和东太湖都大于 0 ( 张

路等，2006) ．全湖区只有个别样点的硝氮表现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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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沉积物向上覆水释放，这些样点呈分散状分布

在太湖东南西北的各处沿岸河口地区，而太湖其它

大部分样点处的硝氮均表现为从上覆水向沉积物

中“汇入”( 扩散通量值小于 0) ．这与过去的室内模

拟实验结果类似，该研究发现随培养时间增加，上

覆水体中 NO－
3 浓度不断下降( 杨龙元等，1998) ．本

研究发现出入太湖河流的河口处具有硝氮内源污

染风险，需要引起重视．

图 6 孔隙水中营养盐浓度的 Spearman 相关分析

Fig．6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 pore water of sediment in Taihu

图 7 太湖营养盐扩散通量区域分布

Fig．7 Nutrient diffusion fluxes in sediment of Taihu

由 于 秋 季 营 养 物 质 释 放 量 最 小，夏 季 最 大

( Seiki et al．，1989) ，因此，利用夏季数据估算的营

养盐自由扩散通量可以计算自由扩散作用对太湖

沉积物最大的内源营养盐年负荷贡献．结果表明，内

源沉积物通过自由扩散向上覆水释放正磷酸盐和

氨氮的年负荷分别为 64．6 t·a－1和 1756 t·a－1 ; 沉积

物对硝氮主要是“汇”的作用，上覆水向沉积物汇入

硝氮的年负荷为 1102 t·a－1 ．通过质量衡算法得到
1980 年太湖底泥的总磷交换量为 205 t·a－1，表现为

总磷由底泥向上覆水释放( 黄绍基等，1992) ． 2000
年太湖底泥的总磷交换量为 1035 t·a－1，表现为总磷

由上覆水向底泥沉积( Kelderman et al．，2005) ．可见

外源输入太湖的总磷量在 1980 年后大幅度增加．本
研究发现，2013 年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正磷酸盐可

向上覆水释放量约占总磷沉积量的 6．24%，虽然比

重较小，但离子态的磷具有生物有效性，更易触发

藻类爆发，导致富营养化( Scheffer，2004) ，所以仍需

受到重视．室内静态培养实验估算的太湖全湖营养

盐内源负荷为 NH+
4 10000 t·a－1和 PO3－

4 900 t·a－1，由

于该研究取样点只有 15 个，而且改变了原有环境，

所得数据距离实际情况会有较大偏差( Qin et al．，
2006) ．以前有研究考虑风浪对沉积物释放的影响，

通过沉积物再悬浮通量估算，得出 2002 年总氮年释

放量约 7773 t，总磷年释放量约 276 t，但该研究只是

估算了固着在沉积物中的营养盐含量，未考虑营养

盐的生物可利用性( 逄勇等，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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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源营养盐负荷对上覆水水质的影响

利用《太湖健康状况报告( 2013 年) 》出入湖河

流的污染负荷量数据计算 2013 年营养盐的外源污

染负荷，并将本文得出的正磷酸盐内源负荷作为总

磷的内源污染负荷，氨氮和硝氮内源负荷的总和作

为总氮的内源污染负荷，结果见表 1．在 2013 年河流

外源污染负荷中，总氮的外源污染负荷最大，达 2．58
万 t，其次是氨氮，达 0．941 万 t，总磷最小，达 0．126
万 t．在沉积物内源污染负荷中，氨氮的内源污染负

荷最大，达 0．176 万 t，其次是总氮，为 0．065 万 t，总

磷最小，为 0．006 万 t．其中，氨氮的内源污染负荷与

外源污染负荷之比高达 18．7%，可见沉积物中氨氮

的自由扩散带来的内源污染需特别重视．2013 年太

湖的平均总蓄水量为 48．6 亿 m3，则上述内外源污

染负荷对太湖水质的贡献浓度分别为: 对于外源污

染贡献，氨氮、总磷和总氮分别为 1． 93、0． 259、和

5．31 mg·L－1 ; 对于内源污染贡献，氨氮、总磷和总氮

分别为 0．361、0． 013 和 0． 134 mg·L－1 ( 表 1 ) ．参照

2002 年《地表水质量标准( GB3838－2002) 》( 国家

环境 保 护 总 局 和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2002) ，2013 年太湖表层水水质指标中氨氮和总磷

为 I 类，总氮为 V 类，但如果算上营养盐的沉积物内

源污染负荷的贡献，那么太湖水中营养盐水质指标

均会恶化，氨氮变为 III 类，总磷变为 II 类，总氮浓

度变为劣 V 类．可见，自由扩散带来的内源污染对太

湖水质的影响不容忽视．

表 1 2013 年太湖营养盐污染负荷和营养盐浓度

Table 1 Nutrient pollution loads and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of Taihu in 2013

营养盐
污染物

2013 年污染负荷 /万 t 2013 年营养盐浓度 / ( mg·L－1 )

外源a 内源 内源与外源之比 外源贡献 内源贡献 表层水水质a

氨氮 0．941 0．176 18．7% 1．930 0．361 0．150

总磷 0．126 0．006 5．13% 0．259 0．013 0．078

总氮 2．580 0．065 2．53% 5．310 0．134 1．970

注: a．来自《太湖健康状况报告( 2013 年) 》的监测数据．

通过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表 2) ，上覆水中氨

氮和硝氮分别与孔隙水中氨氮和硝氮浓度显著正

相关( p＜0．01) ，表明表层沉积物上覆水和孔隙水中

的氮元素有密切的联系; 同时，硝酸盐的扩散通量

与上覆水中的硝氮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p＜0．01) ，考

虑到太湖沉积物的硝酸盐汇入现象( 见 3．2 节) ，结

果表明，硝酸盐从上覆水向表层沉积物汇入越多，

越有利于上覆水中的硝氮降低．可见，表层沉积物的

氮释放和汇入是个十分迅速的过程，这可能与沉积

物和上 覆 水 中 有 机 氮 的 矿 化 和 微 生 物 代 谢 有 关

( McCarthy et al．，2007; Teodoru et al．，2013) ．上覆水

与孔隙水的正磷酸盐浓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表

2) ，表明孔隙水与上覆水在界面处的磷交换是个复

杂的过程，内源磷污染对上覆水水质的影响可能具

有延迟性，推测这与磷的沉积物吸附性 ( 张岩等，

2011) 和生物可利用性有关( Zhu et al．，2013) ．另外，

正磷酸盐的在孔隙水中浓度或扩散通量与上覆水

中硝氮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p＜0．01) ( 表 2) ，进一步

表明沉积物-水界面氮磷元素的转移过程存在一定

的耦合关系，这与 3．1 节的结果类似，推测可能是与

富营养化相关的浮游生物等有机体沉积和矿化的

结果( James et al．，1997; Chowdhury et al．，2006) ．

表 2 太湖沉积物上覆水和孔隙水中营养盐浓度 /扩散通量的 Spearman 相关分析

Table 2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 overlying and pore water of sediment in Taihu

孔隙水中浓度 扩散通量

PO3－
4 -P NH+

4 -N NO－
3 -N PO3－

4 -P NH+
4 -N NO－

3 -N

上覆水中浓度 PO3－
4 -P －0．118 0．204 0．1 －0．083 －0．028 0．104

NH+
4 -N 0．331* 0．382＊＊ 0．552＊＊ －0．032 0．072 －0．136

NO－
3 -N 0．458＊＊ 0．409＊＊ 0．514＊＊ 0．410＊＊ －0．012 －0．476＊＊

注: * 代表显著性水平 p＜0．05;＊＊代表显著性水平 p＜ 0．01．

4 结论( Conclusions)

1) 太湖沉积物孔隙水中的正磷酸盐和氨氮浓

度较高，在北部湖湾区的正磷酸盐浓度和大部分湖

区的 氨 氮 浓 度 高 于 现 行 的《地 表 水 质 量 标 准

( GB3838—2002) 》中Ⅴ类水质的最高阈值．北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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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湖湾区的沉积物营养盐( 包括正磷酸盐和氨氮)

扩散通量最高，而沿湖岸的河口区是沉积物硝氮内

源释放显著的区域，这些区域的营养盐内源负荷需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营养盐的沉积物内源污染负荷会使太湖表

层水中营养盐水质指标恶化，使氨氮由未污染变为

III 类，总磷由 I 类变为 II 类，总氮由 V 类变为劣 V
类．可见，自由扩散带来的内源污染对太湖水质的影

响不容忽视，太湖沉积物营养盐的内源污染调控和

治理需更新思路，需加强抑制自由扩散作用的管理

措施．沉积物营养盐基准的制定不仅要考虑沉积物

固相中的营养盐含量，更要考虑孔隙水液相中更具

有生物有效性的营养盐浓度．
3) 太湖沉积物-水界面的氮释放和汇入是与微

生物代谢有关的快速过程，孔隙水与上覆水在界面

处的磷交换具有延迟性，但沉积物-水界面氮磷转移

过程又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这可能与浮游生物等

有机体沉积和矿化有关．参与浅水湖泊富营养化过

程转变的沉积物-水界面处的营养盐生物代谢和物

理化学转化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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