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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水库沉积物磷形态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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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沉积物中磷的形态是影响沉积物-水界面磷交换过程重要的因素。本文采用连续
提取法对密云水库白河库区沉积物基本特性和磷形态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密云水
库白河库区总磷含量为 505．11 ～ 829．56 mg·kg－1，各形态磷含量从高到低排序为 HCl-P＞
BD-P＞NaOH-P＞NH4Cl-P ; HCl-P 和 BD-P 是密云水库沉积物磷的主要形态，两者在沉积物
磷中所占比例为 53%～80%; 在空间分布上，总体表现为深水区及白河与潮河之间的过渡区
域总磷含量较高，可能与该区域沉积物粒径较小有关; 根据上覆水与间隙水之间的总磷浓
度梯度，可判断出，入库( 套里) 及过渡区( 库北) 沉积物表现为源，释放总磷到水体中，而其
他地方则表现为汇，这是由沉积物磷形态组成和上覆水溶解氧和温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2013 年沉积物各形态磷形态含量比 2002 年均有所下降，表明密云水库上游综合整治措施
初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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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s of phosphorus ( P ) in sediment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xchange between sediment and water interface． A four-step extra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ana-
lyze various P forms in sediments of Baihe zone in Miyun Ｒeservoi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o-
tal P ranged from 505．11 to 829．56 mg·kg－1 ． The concentrations of various phosphorus forms
were ranked in order of HCl-P ＞ BD-P ＞ NaOH-P ＞ NH4Cl-P． HCl-P and BD-P were the main
forms of P in the sediments，together accounting for 53%－80% of TP concentration． Spatially，
TP concentrations were generally higher from the deep sites and the transitional zone between
Baihe zone and Chaohe zone． This pattern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small grain size of the sedi-
men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TP concentration in the interstitial water and overlying wa-
ter，inflow site ( Taoli) and transitional zone ( Kubei) were the sources of the internal P loading．
Other sites were the sinks of internal P loading． This phenomenon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tem-
perature and dissolved oxygen of the overlying water together． The concentrations of various P
forms in sediments were decreased from 2002 to 2013，indicating that the comprehensive meas-
ures of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the upstream of Miyun watershed were i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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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库的富营养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饮用

水安全 导 致 的 健 康 威 胁 是 全 球 共 同 面 对 的 问 题

( Smith，2003)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 调查

显示，全球有 30% ～ 40%左右的湖泊和水库表现出

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而中国的湖库富营养化问题

尤为严重: 2015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以

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为检测指标，62
个国控重点湖泊( 水库) 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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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类 水 质 的 湖 泊 ( 水 库 ) 比 例 分 别 为 69． 35%、
22．60%和 8．06%。

磷是水域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重要元素，也

是控制富营养化的关键性因子( 胡鹏飞等，2012) 。
研究表明，在外源污染源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内

源污染物通过与上覆水进行物质交换，推迟水体从

富营养化状态中恢复的时间( 周帆琦等，2014) 。然

而，不同形态的磷在环境中沉积、迁移转化规律的不

同，对水体富营养化的贡献也各有差异( Golterman，

1996; Peng et al．，2007) 。因此对沉积物中磷的不同

形态研究，对进一步了解沉积物与水界面的交换过

程和内源释放规律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

沉积物磷形态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Peng et al．，2007;

向速林等，2010; 胡敏杰等，2014) ，而密云水库作为

北京市目前唯一的地表饮用水源地，大多数研究主

要关注了其沉积物中重金属或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

( 刘晓端等，2005; 庄敏等，2005; 郭建阳等，2010; 乔

敏敏等，2013) ，针对该水库沉积物中磷分布特征的

研究较少，最新的研究结果已是十多年前( 刘浏等，

2003; 刘晓端等，2004) 。刘浏等( 2003) 对密云水库

沉积物磷的形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密云水库沉

积物 中 无 机 磷 是 主 要 的 组 成 部 分。刘 晓 端 等

( 2004) 研究了密云水库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含量与

有机磷的关系，结果显示表层沉积物有机磷和有机

质的含量显著高于底层，并且间隙水磷浓度随沉积

物深度减少而增加，在沉积物-水界面处达到最大。
范成新等( 2002) 和 Chowdhury 等( 2006) 研究也表

明，营养盐在沉积物表层达到最高值。分析原因是

由于表层沉积物微生物种类较为丰富，活动较为活

跃导致的。由此可见，表层沉积物是与水界面交换

最频繁的区域，而湖库的不断沉积过程使得沉积物

的表层性质特征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所以，对沉

积物磷形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具有实际意义，对保

障密云水库饮用水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以密云水库沉积物为研究对象，通过

Hupfer 等( 1995) 改进的磷分级的方法，将沉积物磷

分为可交换态磷 NH4Cl-P、可还原态磷 BD-P、铁铝

结合磷 NaOH-P、钙 磷 HCl-P ( Hupfer et al．，1995;

Kaiserli et al．，2002; Fytianos et al．，2005) 等几种形

态，研究沉积物中各种形态的磷含量，对进一步了解

沉积物-水界面的迁移转化过程，估算沉积物内源磷

的释放量有重要的作用。

图 1 密云水库位置图及采样点分布示意图
Fig．1 The location of Miyun Ｒeservoir and sampling sites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密云水库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属暖温带大陆季

风型半干旱半湿 润 气 候，年 平 均 降 水 量 约 为 660
mm，降水年际间差异大具有显著季节性( 李文赞等，

2013) 。它是北京市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肩负

着防洪减灾、城市供水、生态涵养和来水调蓄等重要

功能( 申校等，2015) 。水库最大库容 43．75×108 m3，

相应水面面积 188 km2，平均水深 30 m，是华北最大

的山谷型水库( 刘晓端等，2002; 秦丽欢等，2016) 。
潮河、白河是其主要的入库河流。
1. 2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2013 年 7 月，对密云水库进行了表层沉积物采

集工作，利用抓斗式采样器采集表层沉积物，每个点

位取 3～4 次表层沉积物( 0～10 cm) 现场混匀，立刻

装入自封袋中，4 ℃保存。运回实验室后，将沉积物

一部分冷冻干燥过 100 目筛，一部分测定沉积物基

本性质。采样点基本信息见表 1。
1. 3 分析方法

沉积物含水率，将沉积物的鲜样放于已称重的

铝盒中，再次称重，于( 105±2) ℃ 的烘箱中烘干至

恒重，利用烘干前后质量差来计算沉积物的含水率。
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可以用烧失量 ( loss on igni-
tion，LOI) 指示。LOI 的计算公式为:

LOI= ( m105－m550 ) / ( m105－m0 ) ×100
式中，m0为干净铝盒重，m105 为放入已知重量土后，

经 105 ℃烘干的土和铝盒总重，m550为经马弗炉 550
℃灼烧至恒重。

沉积物中 TN 测定为: 取 20 mg 左右过 100 目筛

的沉积物样，用锡舟包样在元素分析仪进行( Vario
EL III ，Elementar ，GＲE ) 。TOC 测 定 需 利 用 盐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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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采样点位基本信息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ing sites
采样点名称 深度

( m)
沉积物

含水率
( %)

LOI
( g·kg－1 )

TN
( g·kg－1 )

TOC
( g·kg－1 )

C /N
上覆水

DO
( mg·L－1 )

T
( ℃ )

pH

白河主坝 33．5 51．35 49．7 1．2 15．9 13．25 5．7 16．0 8．80

白河库区 33．0 69．70 95．7 3．1 36．7 11．84 9．0 15．9 7．94

库西 32．6 58．09 82．6 2．9 31．2 10．76 8．7 16．5 7．92

套里 26．3 63．59 78．7 2．7 29．5 10．93 4．0 14．7 7．75

恒河 21．6 63．42 86．8 3．1 34．9 11．26 6．7 18．8 7．88

库北 8．9 47．60 97．5 1．7 17．7 10．41 4．4 25．1 8．06

库东 7．5 38．32 42．0 1．0 8．9 8．90 6．0 27．2 8．44

( 1 mol·L－1 ) 去除无机碳后进行上机测试 ( 崔莹，

2015) 。标准物质选用洪泽湖水系沉积物土壤成分

分析标准物质 GSS-9( GBW 07401，国土资源部物化

探研究所) 。沉积物粒径取 0．5 g 左右新鲜沉积物

样品，用激光粒度分析仪( Mastersizer 2000) 测定其

粒度组成( 刘秀明等，2007) 。沉积物磷形态的提取

借鉴 Huper 改进的磷分级的方法，测定沉积物中可

交换态磷 NH4Cl-P、可还原态磷 BD-P、铁铝结合磷

NaOH-P、钙磷 HCl-P。具体流程见图 2。沉积物 TP
采用 NaOH 熔 融 法 进 行 ( 环 境 保 护 部 HJ 632—
2011) 。沉积物中残渣磷为总磷与各提取态之差。
各步骤的提取液，采用钼抗比色法测定磷酸盐含量。
分析 方 法 参 照 国 家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
3838—2002) 。沉积物间隙水用离心机以 5000 r·
min－1的转速离心 10 min，钼抗比色法测定总磷含

量。上覆水 TP 数据为 2002—2010 年密云水库底层

水样数据，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
1. 4 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数据统计分析借助SPSS 19．0进行显著性分析

图 2 沉积物中磷形态及其提取方法

Fig． 2 Species of phosphorus and sequential extraction
method

( K-W 非参数检验) 和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系

数) 。洪泽湖水系沉积物土壤成分分析总磷、TN、TC
标准值分别为 480 mg·kg－1、1． 3 g·kg－1、19 g·
kg－1，相对误差分别在 1%、1%、6．3%以内。具体数

据见附表 1。

2 结果与分析

2. 1 沉积物的基本性质

各采样点沉积物的含水率在 38%～69%，LOI 在

4．20%～9．75%。C /N 比在 9 ～ 13( 表 1) 。利用沉积

物中位径 d( 50) 代表沉积物的平均粒径分布特征。
由图 3 可知，密云水库沉积物 d( 50) 粒径分布在 7～
13 μm，白河库区、套里、库西平均粒径较小，分布在

7～9 μm，而白河主坝、库北和库东的沉积物粒径较

大，分布在 12 ～ 14 μm。粒径分布整体表现为受水

流影响较大，细颗粒物有向水动力条件较弱的深水

区域聚集的特征( 李艳等，2014) 。
密云水库各采样点沉积物间隙水 TP 与上覆水

TP( 2002—2010 年) 如图 4 所示。间隙水总磷的分

布范围在 0．017～0．036 mg·L－1，上覆水总磷分布在

图 3 密云水库沉积物中位径 d( 50) 分布
Fig．3 The d( 50) distribution of the se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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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密云水库沉积物间隙水与上覆水总磷含量

Fig．4 TP concentration of interstitial water and overlying
water in the sediment of Miyun Ｒeservoir

0．018～0．023 mg·L－1。间隙水与上覆水之间 TP 的

浓度梯度，根据 Fick 第一定律，可用来指示沉积物-
水界面 TP 的扩散方向，当 TP间隙水 ＞ TP上覆水 时沉积

物表现为源，反之则表现为汇( 徐清等，2005) 。从

图 4 可以判断，库北、套里间隙水与上覆水的浓度差

分别为 0．018、0．005 mg·L－1是正值，表现为源。而

白河主坝和恒河间隙水与上覆水的浓度差，分别为

－0．002 和－0．007 mg·L－1表现为汇。库西上覆水和

间隙水浓度近似认为相同。
2. 2 沉积物总磷及其他磷形态含量

密云水库沉积物总磷的分布在 505．11 ～ 829．56
mg·kg－1，平均值为 708．30 mg·kg－1( 表 2) 。其中

沉积物中 NH4 Cl-P 含量分布在 0． 70 ～ 2． 48 mg·

kg－1。所占总磷的比例为 0．24% ～ 0．35%。以库西

和 白河库区总磷含量最高，分别为829．56和797．36

mg·kg－1。BD-P 含量在 43．83 ～ 110．856 mg·kg－1，

占总磷的比例为 8．68% ～ 16．16%。其中，套里和库

区含量较高，分别为 110．85 和 109．65 mg·kg－1，而

库北和白河主坝含量较低，分别为 63．53 和 64．05
mg· kg－1。NaOH-P 的 含 量 40． 15 ～ 108． 17 mg·
kg－1，所占总磷的比例为5．45%～15．17%。其中，套

里( 108．17 mg·kg－1 ) 、恒河( 102．85 mg·kg－1 ) 含量

较高。白河主坝含量最低( 40．15 mg·kg－1 ) 。HCl-
P 的含量在 293．90 ～ 533．60 mg·kg－1，所占总磷的

比例为 41．00% ～72．49%。其中，白河主坝含量最高

和恒河含量最低。
2. 3 各形态磷相关性

各形态磷之间的相关关系如表 3 所示。其中，

TP 与 BD-P、NaOH-P 与 NH4Cl-P 相关性极显著( P＜
0．01) 。BD-P 与 NH4Cl-P 显著相关( P＜0．05) ，这是

因为 BD-P 被认为是沉积物磷的暂时贮存库，在厌

氧条 件 下 可 以 改 变 成 其 他 形 态 的 磷 ( 张 远 等，

2013) 。沉积物中的 TC、TOC 和 TN 与各形态磷也

具 有 相 关 性。其 中，TC 和 TOC 分 别 与 BD-P、
NH4Cl-P、TP ; TN 与 BD-P、NH4 Cl-P、TP 显 著 相 关

( P＜0．05) ，表明 TN 与 TC 对各上述 3 种磷的分布有

显著影响，N、P 具有同源性，这与李强等( 2013) 得

到的结果一致。Trolle 等 ( 2009 ) 和 Hennemann 等

( 2015 ) 同 样 得 到 TOC 与 TP 显 著 相 关 的 结 果

( P＜0．05) ，沉积物中营养盐的高含量可能与高的初

级生产有关。考虑到 C、N 一定程度上会通过为厌

氧细菌提供碳源和氮源，影响微生物的种类和活性，

因此会促进 BD-P、NH4Cl-P 之间的转化。

表 2 各形态磷含量及比例
Table 2 The content and percentage of each extraction of P
采样点
名称

磷形态

NH4Cl-P

磷含量
( mg·kg－1 )

比例
( %)

BD-P
磷含量

( mg·kg－1 )
比例
( %)

NaOH-P
磷含量

( mg·kg－1 )
比例
( %)

HCl-P
磷含量

( mg·kg－1 )
比例
( %)

残渣磷

磷含量
( mg·kg－1 )

比例
( %)

Bio-available P =
( NH4Cl-P+

BD-P+NaOH-P)
磷含量

( mg·kg－1 )
比例
( %)

TP
( mg·kg－1 )

白河主坝 1．80 0．24 64．05 8．70 40．15 5．45 533．60 72．49 96．52 13．11 106．00 14．10 736．12

白河库区 2．48 0．31 84．47 10．59 70．58 8．85 455．15 57．08 184．68 23．16 157．53 19．75 797．36

库西 2．35 0．28 109．65 13．22 87．82 10．59 443．35 53．44 186．40 22．47 199．82 24．09 829．56

套里 2．32 0．34 110．85 16．16 108．17 15．77 362．45 52．84 102．09 14．89 221．34 32．27 685．88

恒河 2．48 0．35 88．87 12．40 102．85 14．35 293．90 41．00 228．76 31．91 194．2 27．09 716．86

库北 1．47 0．21 63．53 11．85 74．43 10．83 396．60 57．71 151．15 22．00 139．43 20．29 687．19

库东 0．70 0．14 43．83 8．68 75．35 14．92 305．45 60．47 79．77 15．79 119．88 23．73 505．11

平均值 1．94 0．27 80．75 11．28 9．91 11．54 398．64 56．43 147．05 20．48 162．60 22．97 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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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密云水库各形态磷之间的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different phosphorus fractions in sediment of Miyun Ｒeservoir
指标 TC BD-P NH4Cl-P NaOH-P HCl-P TP TOC d( 50) 间隙水 TP 残渣磷

TN 0．989＊＊ 0．864* 0．842* 0．726 －0．323 0．837* 0．986＊＊ －0．993＊＊ 0．098 0．786*

TC 0．796* 0．815* 0．669 －0．345 0．755* 0．994＊＊ －0．991＊＊ 0．067 0．734
BD-P 0．799* 0．753 －0．323 0．937＊＊ 0．814* －0．850* 0．136 0．939＊＊

NH4Cl-P 0．959＊＊ －0．669 0．734 0．767* －0．841* 0．353 0．591
NaOH-P －0．604 0．741 0．615 －0．708 0．429 0．491
HCl-P －0．067 －0．278 0．346 －0．155 －0．167
TP 0．773* －0．809* 0．228 0．843*

TOC －0．984＊＊ －0．003 0．780*

d( 50) －0．164 －0．789*

WTP 0．015
* 代表显著相关( P＜0．05) ，＊＊代表极显著相关( P＜0．01) 。

3 讨 论

3. 1 上覆水、间隙水、沉积物中总磷分布特征

沉积物作为营养盐的蓄积库，对湖库水质有重

要的影响。然而，影响沉积物磷与上覆水的交换过

程的因素很多，如 DO、pH、T 等，涉及了物理、化学、
生物等一系列的反应过程( Qin et al．，2016) 。表 1
列出了各采样点基本特征，其中上覆水 pH 在 7．75～
8．8; 温度在 14．7 ～ 27．2 ℃，库北、库东由于水深较

浅，水温较高; 溶解氧在空间上有较大的差异性，其

中套里和库北上覆水溶解氧最低，分别为 4．0 和 4．4
mg·L－1，白河库区和库西溶解氧较高，达到 8 mg·
L－1以上。库北、套里空间上表现为“源”，而其他区

域表现为“汇”，这说明溶解氧和温度是影响密云水

库内源磷释放的重要因素。Wu 等( 2015) 研究表明

低氧可以引发沉积物的磷释放; Cook 等( 2010) 的研

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温度增加可以

增加微生物的活性，分解有机磷从而释放磷酸盐到

水体中，另一方面，活跃的微生物使耗氧呼吸加大，

降低了溶解氧含量，造成厌氧状态，进一步促进沉积

物中的磷向上覆水中释放( Wang et al．，2008) 。
在空间分布上密云水库白河库区沉积物总磷的

含量分布特征是随着水深增加而增大，具体表现为

库东( 7．5 m) ＜库北( 8．9 m) ≈套里( 26．3 m) ＜恒河

( 21．6 m) ＜白河主坝( 33．5 m) ＜白河库区( 33 m) ＜库

西( 32．6 m) ，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营养盐沿水流方

向累积的特征。与刘浏等( 2003) 对密云水库沉积

物磷含量的研究结果类似，沉积物总磷含量在白河

库区和潮河库区分别表现出沿入库到出库方向( 套

里＜库西) 富集的趋势( 表 2) 。与翁圆等( 2014) 对

福建山仔水库的研究结果也相吻合。原因是因为上

游流域营养盐的输入对水库沉积物磷造成影响，与

此同时，由于密云水库沉积物的粒径大小随水深而

减小，可交换态磷、铁磷和闭蓄态磷更容易累积在细

小颗粒中( Yao et al．，2016) 。而恒河、库北和库东

作为白河区域和潮河区域的过渡段，三者之间也有

明显的渐变趋势，总磷含量沿白河到潮河库区方向

依次降低( 表 2) 。并且过渡区域总磷含量稍低于白

河区域( 白河主坝、白河库区、库西、套里) 与刘浏等

( 2003) 研究一致。
3. 2 沉积物各形态磷环境指示意义

沉积 物 中 不 同 的 磷 形 态 具 有 不 同 的 特 点。
NH4Cl-P是最活跃的磷形态，温度、pH、生物扰动都

可以导致该形态的磷向上覆水扩散，从而进一步影

响水体( 许春雪等，2011) 。由于密云水库此形态磷

含量最低，因此对水库水质影响较小。BD-P 是铁氧

化物结合的磷形态( 黄利春等，2012) ，对氧化还原

电位比较敏感，当上覆水为还原条件或者底泥三厌

氧状态时，Fe3+被还原为 Fe2+，被胶体状铁氧化合物

吸附的磷会进入水体( Amirbahman et al．，2003; 黄利

春等，2012) 。BD-P 在密云水库沉积物中所占的较

高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外部环境的改变如沉积物上

覆水的氧化还原条件的改变，好氧细菌的生长，都会

影响到 BD-P 的释放量。因此，密云水库沉积物 BD-
P 对水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NaOH-P 作为与人类

干扰相关的磷的储存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确

指示意义( 袁和忠等，2010) ，其主要来源是工业和

市政污水，少部分来自农业面源污染( Ｒuban et al．，
1999) 。由于 NaOH-P 的含量较低，表明密云水库上

游污染工业和生活污染控制较好，这也与多年来流

域内展开的一系列措施如建立生活污染处理站，稻

改旱等工程密不可分( 贾东民等，2012) 。HCl-P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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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中较为稳定的磷形态主要有磷灰石磷与碳酸

盐结合的磷和少量可酸解的有机态磷( 胡鹏飞等，

2012) 。主要来源于各种磷酸钙矿物，较难被生物

利用。一般而言 HCl-P 在弱碱性水环境中比较稳

定，在酸性环境中可以释放出来。残渣磷，主要组成

为有机磷。有机磷是可以被生物利用的磷，也是重

要的磷储存库，对湖泊水库的富营养化有重要的作

用( 何佳等，2015) ，主要来源是农业面源( 鲁婷等，

2013) 。
3. 3 密云水库各形态磷含量的历史变迁及对内源

P 释放的指示作用

湖库沉积物是流域侵蚀和环境污染物重要的寄

宿体，也是记录流域变化重要的指示器( 郭文景等，

2015) 。表 4 比较了当前沉积物( 2013 年) 各形态磷

含量与历史( 2002 年) 密云水库表层沉积物磷形态

的研究结果( 刘浏等，2003) 。二者在沉积物磷分级

中均采用了连续提取的方法将沉积物磷划分了相同

的形态，具有可比性。结果表明，2013 年沉积物各

形态磷含量均低于 2002 年，且表现出了较强的空间

变异性。这是由于密云水库建库时间较短，沉积物

还处于简单的堆积阶段( 刘浏等，2003) ，库底沉积

物的迁移更多受制于水流方向的作用，在深水区累

积( 表 2) ，因此各区域的磷形态含量空间变异性随

时间加大。而由于密云水库上游及库区在 2000 年

以来为保护水库水质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整治措施，

包括退耕还林、小流域整治工程、“稻改旱”工程以

及“禁渔”措施等，密云水库的入库磷负荷明显减少

( 申校等，2015) 。通过王晓学( 2014) 对密云水库上

游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分析，2009 年比 2000 年农

田在整个流域的面积由 21．0%下降到 17．5%，而森

林的面积由 31．5%增加到 38．5%。而根据刘亚琼等

( 2011) 对北京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源对总磷负荷

表 4 2002 年与 2013 年各磷形态含量及所占总磷的比例
Table 4 The concentration and proportion of P form in TP
in 2002 and 2013
磷形态 2002 年

磷含量
( mg·kg－1)

占总磷的
比例( %)

2013 年
磷含量

( mg·kg－1)
占总磷的
比例( %)

NH4Cl-P 12．33±2．84 1．46 1．94±0．62 0．27

BD-P 103．83±24．00 12．33 80．75±23．17 11．41

NaOH-P 116．28±16．78 13．81 79．91±21．07 11．29

HCl-P 408．06±21．08 48．46 398．64±79．62 56．31

残渣磷 202．25±28．94 24．02 147．05±51．77 20．77

TP 842．58±58．75 708．3±104．66

的贡献研究，表明农田的贡献率高于林地。因此，与

2002 年各形态磷在总磷的比例相比，2013 年的沉积

物磷含量除 HCl-P 的所占总磷的比例增大外，其他

各形态磷比例均有所下降( 表 4) 。其中，NH4Cl-P、
TP 差异性显著( P＜0．05) ，NaOH-P、残渣磷差异性

极显著( P＜0．01) 。
表 2 列 出 了 各 采 样 点 生 物 可 利 用 性 磷 ( bio-

available P) 的含量，该类型磷更容易被转化和直接

利用( Li et al．，2011) 。套里和库西生物可利用性磷

含量较高分别达到 221．34 和 199．82 mg·kg－1，表明

这些区域沉积物中磷的可能更为活跃。Nürnberg 等

( 1988) 利用统计回归的方法得出沉积物磷释放速

率与沉积物中 TP、BD-P 的具极显著关系的经验方

程，并得到广泛应用( Nowlin et al．，2005; Nürnberg et
al．，2012; Qin et al．，2016) 。因此，沉积物磷释放速

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沉积物磷来进行表征。除

此之外，上覆水中的基本性质( 如溶解氧，温度) 同

样对磷释放有重要的作用。综合考虑密云水库沉积

物磷分布情况和上覆水环境因素，厌氧高温区域如

库北，套里等具有较高活性磷含量的区域是夏季防

治富营养化的关键位置。

4 结 论

本研究利用了四步连续提取法对密云水库白河

库区沉积物的磷形态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各形态磷

的含量和分布特征，具体结论如下:

( 1) 密 云 水 库 总 磷 的 分 布 情 况 在 505． 11 ～
829．56 mg·kg－1，不同形态的磷占总磷的比例不同，

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 HCl-P ＞ BD-P ＞ NaOH-P ＞
NH4Cl-P。

( 2) 密云水库总磷在空间分布呈现随水深而含

量增加的趋势，表现出营养盐总磷随水流方向进行

沉积的特性。总体表现为深水区及白河与潮河之间

的过渡区域总磷含量较高。除此之外，根据上覆水

与间隙水之间的总磷浓度梯度，可判断出，入库( 套

里) 及过渡区( 库北) 沉积物表现为源，释放总磷到

水体中，而其他地方则表现为汇，是由沉积物可生物

利用型磷和上覆水中溶解氧和温度共同作用。
( 3) 比较分析了 2002 年与 2013 年沉积物中各

形态磷的分布特征，2013 年沉积物中各形态磷的含

量均有所降低，表明密云水库上游的综合管理措施

初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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