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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水体沉积物碳、氮、磷分布与污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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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全流域尺度上研究海河流域水体沉积物碳、氮、磷元素含量与分布特征，对研究海
河流域水环境污染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集海河流域河流与水库 163 个表层沉积物
( 0～10 cm) 样品，测定沉积物有机碳( TOC)、总氮( TN)、总磷( TP) 的含量，运用有机指数与有
机氮方法评价沉积物污染状况．结果表明: 海河流域沉积物 TOC、TN、TP 含量具有较大的空间
异质性，下游平原区明显高于山区，北四河下游平原、黑龙港及运东平原含量较高，永定河山
区、北三河山区、滦河流域含量相对较低，河流沉积物 TOC 含量显著高于水库沉积物，而 TN、
TP 含量与水库沉积物没有显著差异．TN 与 TOC、TP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r = 0．704，P＜0．01; r =
0．250，P＜0．01) ．全流域有机指数总体属于“较清洁”水平，北四河下游平原总体已接近有机污
染水平．全流域有机氮总体处在“尚清洁”水平，北四河下游平原、黑龙港及运东平原流域存在
有机氮污染．海河流域河流、水库沉积物具有相似的污染强度．沉积物 C /N 平均值为 12．71，表
明 TOC 多来源于藻类等浮游动植物，其次是高等植物，水库 C /N 值比河流高，陆源物质输入
对水库沉积物 TOC 的贡献比对河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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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and pollution status
evaluation of sediments in the Haihe Ｒiver Basin，China． CHENG Xian1，2，SUN Ｒan-hao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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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arbon，nitrogen and phosphorus of sediments on a whole-
watershed scale is important to the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Haihe Ｒiver
Basin ( HＲB) ． In this study，total organic carbon ( TOC) ，total nitrogen ( TN) ，and total phos-
phorus ( TP) of 163 sample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HＲB． Based on these data，the pollution le-
vels of sediments were assessed by using different quantitative indi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TOC，TN，and TP in the HＲB were heterogeneou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A de-
creasing trend of concentrations was found from downstream plains ( e．g．，the Beisihe Ｒiver and the
Heilonggang Ｒiver) to mountain areas ( e．g．，the Yongdinghe Ｒiver，the Beisanhe Ｒiver，and the
Luanhe Ｒiver) ． In addition，the concentration of TOC in river sedim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reservoir sediments．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showed that TN was significantly ( P＜0．01) correlated
to TOC and TP，with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704 and 0．250，respectively． The pollution level
based on organic indices was classified as the clean level in the HＲB． However，the areas with a
relatively high pollution level were still found in some spots，such as the Beisihe Ｒiver，and the
Heilonggang Ｒiver． Sediments of rivers and reservoirs were similar in the pollution intensity． The
average C /N value of sediments in the HＲB was 12．71，indicating that the TOC was derived from
algae，phytoplankton flora and fauna，followed by higher plants． The C /N value of reservoir sedi-
m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river sediments，indicating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errigenous material
inputs to TOC was larger in reservoirs than in rivers．
Key words: sediment; organic carbon; nitrogen; phosphorus; pollution evaluation; Haihe Ｒ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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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间接

反映水体污染情况［1］．沉积物是水体污染物的“源”
与“汇”，其中有机质对污染物的迁移和释放起着关

键性作用［2］．沉积物是碳、氮、磷元素的主要蓄积

地［3－4］，在一定条件下能通过形态变化、界面特性改

变而释放营养成分，影响上覆水体的质量［5－7］．因此，

沉积物有机质和营养元素受到了广泛关注［8－10］，研

究沉积物中碳、氮、磷的含量及其分布特征对控制水

体富营养化和改善生态系统状况具有重要意义［11］．
海河流域位于华北地区北部，横跨、京、津、冀、

晋、豫、鲁、蒙、辽等 8 个 省 ( 区、市 ) ，流 域 总 面 积

31．86万 km2，可划分为滦河、大清河、漳卫河等 9 个

二级子流域( 表 1) ．海河流域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

区，分布有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大中城市，流

域人口约 1．5 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诸多环境问

题受到普遍关注［12－16］．对于海河流域水环境质量而

言，富营养化问题尤为突出，已开展过较多研究．研
究表明，海河流域水体富营养化现象十分严重，即总

体上呈现富营养化，其中 44%的主要河流处于极度

富营养化水平［15，17］．然而上述研究主要关注水体，对

海河流域沉积物碳、氮、磷污染状况缺乏系统调查，

尚不能 从 沉 积 物 的 角 度 揭 示 海 河 流 域 富 营 养 化

问题．
沉积物对上覆水环境发挥着营养源作用［18－19］．

对海河干流沉积物总磷( TP) 的研究发现，在自然状

态下，TP 中约有 1 /3 的磷比较容易释放到上覆水

中，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20］．对滇池表层沉积物的

研究表明，潜在可矿化氮平均含量占总氮 ( TN) 的

32．9%，潜在释放风险较大［21］．同时，有机质对沉积

物氮、磷释放产生动力学影响［22－23］．因此，测定海河

流域沉积物碳、氮、磷元素的含量，可大致估算海河

流域沉积物对水体富营养化贡献量大小，有助于进

一步揭示海河流域水污染问题的形成原因和内在机

理．本文通过对海河全流域大量沉积物样本的测定，

分析流域尺度上沉积物有机质和氮、磷元素含量特

征、空间分布，并对污染现状进行评价，讨论污染来

源，对海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有重要意义，以期为流域

水生态恢复提供基础数据与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点布设与采集

于 2014 年 5 月对海河流域河流与水库表层 0～
10 cm 沉积物进行采样，全流域共布设有 163 个样

点，其中河流沉积物样点 138 个，水库沉积物样点

25 个( 图 1) ．样点遍布在海河流域所有( 9 个) 二级

流域，基本包括流域内主要的干、支流河流和大中型

水库，同时考虑不同的营养状况、地形条件、人类活

动强度、河流所处水库上下游位置等．因此，采样点

可以 反 映 流 域 的 总 体 状 况． 运 用 手 持 式 GPS 仪

( GPSmap62s，中国台湾 Garmin 公司) 记载采样点地

理信息．
采用抓斗式采泥器采集沉积物样品．河流沉积

物采集按照河流宽度在河流相对横截面上分成距两

岸各 1 /4 处和 1 /2 处，取这 3 处的底泥样品混合成 1
个底泥样品［24］．由于水库沉积物采样尚无明确规

范，本研究中每个水库在中央和 4 个方向共采集 5
个子样品( 少数河道型水库在其水面最大处，按中

央和 4 个方向采集) ，等比例均匀混合后取出 1 kg
形成该水库的代表性样品．采集的沉积物样品装入

自封袋中，冷藏带回实验室，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风

干，剔除砾石、贝壳、杂草等，研磨过 100 目尼龙筛

备用．
1. 2 测定方法

沉积物主要测定项目包括有机碳( TOC) 、总氮

( TN) 、总 磷 ( TP ) ． TOC 运 用 重 铬 酸 钾 容 量 法 测

定［11］，TN 运用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Ⅲ，德国 Ele-
mentar 公司) 测定，TP 运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

仪( ICP-OES) ( OPTIMA 2000，美国 PerkinElmer 公

司) 测定．

图 1 样点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各二级流域代码详见表 1 The code of each subbasin is shown in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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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河流域二级流域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bbasins of the Haihe Ｒiver Basin

代码
Code

二级流域
Subbasin

主要河流 /水库
Main rivers / reserviors

主要城市
Main cities

面积
Area

( km2 )

LＲ 滦河
Luanhe Ｒiver

滦河，伊逊河，武烈河，潘家口水库，桃林
口水库，大黑汀水库，陡河水库

唐山、承德、秦皇岛 54714

BＲ 北三河山区
Beisan Ｒiver mountain area

白河，潮河，汤河，黑河，密云水库，于桥
水库

北京密云、天津蓟县、遵
化、丰宁

22837

BSＲ 北四河下游平原
Beisihe Ｒiver low reach plain

潮白河，永定河，北运河，蓟运河 北京、廊坊、天津 15526

YＲ 永定河山区
Yongding Ｒiver mountain area

桑干河，洋河，官厅水库，册田水库，东榆
林水库，壶流河水库

张家口、大同、朔州 45110

DＲ 大清河
Daqing Ｒiver

海河，大清河，拒马河，独流减河，王快水
库，西大洋水库，安各庄水库

天津、保定、沧州 44930

ZＲ 子牙河
Ziya Ｒiver

滹沱河，滏阳河，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 石家 庄、邢 台、邯 郸、衡
水、忻州

45961

ZWＲ 漳卫河
Zhangwei Ｒiver

漳河，卫河，岳城水库 安阳、新乡、长治、鹤壁 35126

HＲ 黑龙港及运东平原
Heilonggang Ｒiver and Yundong Plain

南运河，宣惠河，南排水河，北排水河 沧州、衡水、邢台、邯郸 22623

TＲ 徒骇马颊河
Tuhaimajia Ｒiver

徒骇河，马颊河 聊城、德州 31791

表 2 沉积物有机指数与有机氮评价标准
Table 2 Sediment evaluation standards by organic index and organic nitrogen［25］

项目
Item

数值
Value

描述
Description

等级
Level

有机指数评价标准 ＜0．05 清洁 Clean Ⅰ
Organic index evaluation 0．05～0．20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standard 0．20～0．50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0．50 有机污染 Organic pollution Ⅳ
有机氮评价标准 ＜0．033 清洁 Clean Ⅰ
Organic nitrogen evaluation 0．033～0．066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standard ( %) 0．066～0．133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0．133 有机氮污染 Organic nitrogen pollution Ⅳ

1. 3 沉积物污染评价方法

采用有机指数和有机氮评价海河流域沉积物污

染状况，计算方法及评价标准如下［25］( 表 2) :

有机指数=有机碳( %) ×有机氮( %)

有机氮( %) = 总氮( %) ×0．95
1. 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沉积物数据进行相关性

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描述性统计等分析，运用 Ex-
cel 2013 和 Arcgis 10．0 软件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海河流域沉积物碳、氮、磷含量及分布特征

2. 1. 1 沉积物碳、氮、磷总体含量 从表 3 可以看

出，海河流域沉积物 TOC、TN、TP 含量空间分布差

异较大．TOC 含量在 1．563 ～ 44．379 g·kg－1，平均含

量为 11． 178 g· kg－1，TN 含 量 在 0． 131 ～ 4． 938
g·kg－1，平均含量为 1．012 g·kg－1，TP 含量在 0．010～

11．420 g·kg－1，平均含量为 0．874 g·kg－1 ．
2. 1. 2 不同二级流域沉积物碳、氮、磷分布特征 从

二级流域的尺度分析海河流域沉积物碳、氮、磷含

量，从表 4 可以看出，沉积物 TOC、TN、TP 含量具有

空间异质性，总体上表现为下游平原明显高于山区．
北四河下游平原 TOC、TN 含量在 9 个流域中均位居

最高，分别为 18．096 和 1．486 g·kg－1，远高于海河

流 域平均含量 ．大清河流域TP、TN含量排名较高，

表 3 海河流域沉积物 TOC、TN、TP 含量
Table 3 Concentrations of TOC，TN，TP in sediments of
the Haihe Ｒiver Basin ( g·kg－1 )

TOC TN TP

最大值 Maximum 44．379 4．938 11．420
最小值 Minimum 1．563 0．131 0．010
平均值 Mean 11．178 1．012 0．874
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9．118 0．775 1．240
TOC: 总有机碳 Total organic carbon; TN: 总氮 Total nitrogen; TP: 总
磷 Total phosphorus． 下同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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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海河流域二级流域沉积物 TOC、TN、TP 含量
Table 4 Concentrations of TOC，TN，TP in sediments of subbasins of the Haihe Ｒiver Basin ( g·kg－1 )

二级流域
Subbasin

样点个数
Number

of
samples

TOC

最大值
Maximum

最小值
Minimum

平均值
Mean

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TN

最大值
Maximum

最小值
Minimum

平均值
Mean

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TP

最大值
Maximum

最小值
Minimum

平均值
Mean

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滦河
LＲ

39 44．379 1．821 10．294 8．858 2．841 0．236 0．905 0．522 2．250 0．020 0．368 0．555

北三河山区
BＲ

18 36．532 1．673 9．228 8．510 4．938 0．300 1．148 1．203 0．670 0．020 0．203 0．172

北四河下游
平原 BSＲ

8 34．016 7．083 18．096 9．650 2．569 0．514 1．486 0．758 0．680 0．120 0．349 0．211

永定河山区
YＲ

21 18．590 1．563 8．688 4．750 2．032 0．193 0．735 0．469 3．132 0．010 0．850 0．725

大清河
DＲ

19 20．086 1．890 8．473 4．981 3．154 0．267 1．196 0．851 11．420 0．070 1．797 2．421

子牙河
ZＲ

17 42．700 2．954 12．881 13．390 4．210 0．140 1．071 1．146 3．760 0．369 1．349 1．067

漳卫河
ZWＲ

16 40．516 2．480 11．154 9．002 1．867 0．131 0．751 0．409 6．480 0．090 1．509 1．847

黑龙港及运东
平原 HＲ

12 40．170 4．462 17．223 12．774 3．180 0．496 1．400 0．770 2．350 0．286 0．861 0．550

徒骇马颊河
TＲ

13 26．275 3．390 12．467 6．870 1．759 0．270 0．921 0．484 1．458 0．506 0．949 0．283

其中 TP 含量位居第一，为 1．797 g·kg－1，是海河流

域平均含量的 2．06 倍．滦河流域 TOC、TN、TP 平均

含量均低于海河流域平均含量，在 9 个二级流域中

排名比较靠后．
2. 1. 3 不同水体类型沉积物碳、氮、磷含量比较 在

SPSS 19．0 软件中，分别将 TOC、TN、TP 作为检测变

量，将河流、水库作为分组变量，运用独立样本 t 检

检的方法对比分析海河流域河流与水库沉积物碳、
氮、磷含量的异同．从图 2 可以看出，河流与水库沉

积物 TOC 含量存在显著差异，河流沉积物 TOC 显

著高于水库．对于 TN、TP 而言，河流沉积物含量虽

然比水库高，但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
2. 2 沉积物碳、氮、磷相关性分析

沉积物 TOC、TN、TP 含量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 图 3) ，TN 与 TOC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r = 0．704，P
＜0．01，n= 163) ，线性方程为［TOC］= 8．290×［TN］+
2．786，TN 含量随着 TOC 的增加而增加，TN 与 TOC
沉积具有协同性． TN 与 TP 显著相关 ( r = 0． 250，P
＜0．01，n= 163) ，但相关性系数不高，表明沉积物 TN
和 TP 的来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TOC 与 TP ( r =
0．024，P＞0．05，n= 163) 无显著相关性．
2. 3 海河流域沉积物 C /N 值

沉积物的 C /N 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 TOC 来

源的差异性［26］，因此 C /N 值常被用来指示沉积物

中 TOC 的物源分布［27］．一般认为，高等植物的 C /N
值 为14 ～ 23，水生生物为2．8 ～ 3．4，浮游动植物平均

图 2 海河流域河流与水库沉积物 TOC、TN、TP 含量比较
Fig．2 Comparisons of TOC，TN，TP concentrations of rivers and reservoir sediments in the Haihe Ｒiver Basin．
TOC: 总有机碳 Total organic carbon; TN: 总氮 Total nitrogen; TP: 总磷 Total phosphorus． 下同 The same below． 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
( P＜0．05)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 at 0．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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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海河流域沉积物 TOC、TN、TP 回归分析
Fig．3 Ｒegression analysis of TOC，TN，TP in sediments of the
Haihe Ｒiver Basin．

值为 6 ～ 13，藻类为 5 ～ 14［1，3，11］．海河流域 9 个二级

流域的 C /N 平均值介于 10． 62 ～ 15． 09 之间，漳卫

河、子牙河、永定河流域 C /N 值相对较高．水库沉积

物 C /N 值高于河流( 图 4) ．海河流域沉积物 C /N 平

均值为 12．71，65．0%的比值介于 5 ～ 14 之间 ( 其中

50．9%介于 6～13 之间) ，19．0%介于 14 ～ 23 之间．表
明海河流域沉积物 TOC 多来源于藻类等浮游动植

物，其次是高等植物．
2. 4 海河流域沉积物污染状况评价

有机指数和有机氮方法的评价结果表明 ( 表

5) ，全流域有机指数介于 0．003～1．714 之间，平均值

为 0．154，总体上属于较清洁水平．北四河下游平原、
黑龙港及运东平原、子牙河流域有机指数相对较高，

属于尚清洁水平，其中北四河下游平原最高，已接近

有机污染水平．在全流域采样点中，有 7．4%的样点

处于有机污染水平，有机指数最高的样点位于还乡

河上，高达 1．724，可能的原因是该样点河段呈现湿

地状态，水位较低，水流不畅，水体长时间难以交换，

图 4 海河流域沉积物 C /N 值空间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C /N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Haihe Ｒiver
Basin．
二级流域代码详见表 1 The code of each subbasin is shown in table 1．
AＲIS: 所有河流样点 All river samples; AＲES: 所有水库样点 All
reservoir samples; AS: 所有样点 All samples．

水中有机物质沉积，使得有机指数达到污染水平．
全流域有机氮介于 0．012% ～0．469%之间，平均

值为 0．096%，总体处在尚清洁水平，19．6%样点属于

有机氮污染水平．北四河下游平原、黑龙港及运东平

原流域有机氮最高，属于有机氮污染水平．河流、水

库沉积物有机指数和有机氮所属污染等级分别相

同，表明河流、水库沉积物具有相似的污染强度．

3 讨 论

3. 1 不同二级流域沉积物氮、磷含量差异原因

北四河下游平原地区沉积物 TN 含量在 9 个二

级流域中排名最高，面临着较高的污染风险．该区域

采样点布设在温榆河、凉水河、蓟运河、凤河、泃河等

河流上，流域内有北京、天津、廊坊等城市，城市人口

数量大，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对环境产生了较大压力．
以温榆河为例，该河作为北京市最主要的排污河道，

每年有大量未处理或处理过的污水排入河中［28］，水

体氮、磷 等 元 素 严 重 超 标，处 于 极 度 富 营 养 化 状

态［15，17］，使得沉积物 TN 含量较高．凉水河是北京市

第二大排污河和通州区主要灌污渠，早年间汇集了

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水体 TN、TP 超过劣Ⅴ水

标准［29］，水体 TN 严重超标是沉积物 TN 含量较高

的重要原因．北四河下游平原内的北京顺义、天津蓟

县、宝坻，均是华北乃至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基地，

农业面源污染也加剧了河流沉积物 TN 含量．北四河

下游平原闸坝众多，造成水流缓滞，加速了水体氮的

积累与沉积［15，17］．黑龙港及运东平原、大清河、子牙

河、漳卫河、徒骇马颊河等流域城镇密集，工业发达，

河流接纳了大量生活、工业废污水，富营养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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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海河流域沉积物污染状况评价结果
Table 5 Evaluation results of sediments of the Haihe Ｒiver Basin

二级流域
Subbasin

有机指数 Organic index
最大值
Maximum

最小值
Minimum

平均值
Mean

类型
Type

等级
Grade

有机氮 Organic nitrogen ( %)

最大值
Maximum

最小值
Minimum

平均值
Mean

类型
Type

等级
Grade

滦河
LＲ

1．066 0．006 0．127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0．270 0．022 0．086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北三河山区
BＲ

1．714 0．015 0．160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0．469 0．029 0．109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北四河下游
平原 BSＲ

0．760 0．035 0．313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0．244 0．049 0．141 有机氮污染
Organic nitrogen
pollution

Ⅳ

永定河山区
YＲ

0．283 0．004 0．071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0．193 0．018 0．070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大清河
DＲ

0．290 0．011 0．096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0．300 0．025 0．114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子牙河
ZＲ

1．708 0．005 0．261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0．400 0．013 0．102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漳卫河
ZWＲ

0．719 0．003 0．104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0．177 0．012 0．071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黑龙港及运东
平原 HＲ

1．024 0．028 0．304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0．302 0．047 0．133 有机氮污染
Organic nitrogen
pollution

Ⅳ

徒骇马颊河
TＲ

0．439 0．009 0．137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0．167 0．026 0．088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所有河流
All river samples

1．714 0．003 0．172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0．469 0．012 0．100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所有水库
All reservoir samples

0．147 0．006 0．058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0．268 0．018 0．075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全部样点
All samples

1．714 0．003 0．154 较清洁
Comparative clean

Ⅱ 0．469 0．012 0．096 尚清洁
Still clean

Ⅲ

重［15］，上述区域沉积物 TN 或 TP 含量也较高．同样，

上述区域农作物种植面积大，也面临着农业面源污

染造成水体、沉积物氮磷元素超标的风险．海河流域

水库较多，全流域共建成各类水库 1900 多座，且养

殖型水库数量较多，人工投放的过剩饵料和鱼类排

泄物沉积，使得表层沉积物氮磷营养盐含量较高．
3. 2 沉积物 TOC 的来源

沉积物 TOC 来源广泛，简单地可分出内源和陆

源两部分．内源 TOC 主要是河流自身浮游生物的贡

献，陆源 TOC 是通过汇流搬运入河流或水库，主要

是流域范围内陆生植物的贡献［30］．基于 C /N 值的沉

积物 TOC 来源分析表明，海河流域沉积物 TOC 多

来源于藻类、浮游动植物以及高等植物．前人研究发

现，C /N ＞12 代表沉积物中有陆源有机碳［31］，且 C /
N 越大，说明陆源输入的有机碳成分越大［18］．海河

流域 C /N＞12，表明陆源有机碳也是海河流域沉积

物 TOC 的重要来源．漳卫河、子牙河、永定河流域 C /
N 相对较高，可能是由于上述 3 个二级流域均位于

海河流域西部山区，地形落差大，水流速度相对较

快，河流或水库搬运、汇集陆源有机物的能力相对其

他二级流域较强，陆源有机碳对沉积物 TOC 的贡献

更大．太湖流域的研究显示，河流沉积物 C /N 值比

水库高［18］．与太湖流域不同的是，海河流域河流与

水库沉积物 C /N 平均值分别为 12．09 和 16．10，水库

C /N 值比河流高．原因是: 一方面本研究所选水库是

大中型水库，水库集水区面积较太湖流域所选水库

大，相对于太湖流域水库较封闭而言，海河流域通过

入库河流汇入，给水库带来丰富的陆源有机碳; 另一

方面，在海河流域河流总体呈现富营养化的情况下，

陆源物质输入对水库沉积物 TOC 的贡献较大．
污染排放对沉积物 TOC 含量也有重要影响，北

四河下游平原 TOC 含量在 9 个二级流域中最高，如

前文所述，流域内的温榆河、凉水河接纳了大量的生

活、工业废污水．研究表明，城市生活污水的长期排

放是沉积物 TOC 含量较高的原因之一［32］．子牙河流

域 TOC 含量也较高，本研究在该流域内滏阳河上布

置的 5 个采样点中，有 3 个样点 TOC 含量超过了 35
g·kg－1，最高达 42．7 g·kg－1，在野外调查中发现，滏

阳河沿岸分布有制药、化工、皮革等污染企业，河流接

纳上述污水是造成沉积物 TOC 含量较高的可能原因．
水产养殖对沉积物 TOC 含量也产生重要影响，在本

研究中，镇子梁、潘家口、邱庄、壶流河、册田水库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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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型水库 TOC 含量普遍较非养殖型水库高．

4 结 论

海河流域沉积物 TOC、TN、TP 含量具有显著的

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下游平原明显高于山区，北四河

下游平原、黑龙港及运东平原含量较高，永定河山

区、北三河山区、滦河流域含量较低．海河流域河流、
水库沉积物 TOC 平均含量有显著差异，河流沉积物

TN、TP 含量与水库沉积物没有显著差异．
沉积 物 碳、氮、磷 具 有 一 定 的 关 联 性． TN 与

TOC、TP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全流域有机指数总体上

属于较清洁水平，北四河下游平原总体上已接近有

机污染水平; 全流域有机氮总体处在尚清洁水平，北

四河下游平原、黑龙港及运东平原流域总体属于有

机氮污染水平，海河流域河流、水库沉积物具有相似

的污染强度．
海河流域 C /N 平均值为 12．71，水库 C /N 值比

河流高，陆源物质输入对水库沉积物 TOC 的贡献比

对河流大．海河流域沉积物 TOC 多来源于藻类等浮

游动植物，其次是高等植物，陆源有机碳也是沉积物

TOC 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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