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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洋淀沼泽化趋势不断加重，本文分析了沉积物氨氮释放风险与水质效应，评估沉积物中氨氮交换通量对上覆水体水质产生的重要影

响．结果表明: 白洋淀淀区表层水氨氮( NH+
4 -N) 平均浓度在 0．0 ～ 0．49 mg·L－1 之间，硝氮( NO－

3 -N) 平均浓度维持在 0．09 ～ 0．20 mg·L－1，总氮

( TN) 浓度范围为 1．40～4．52 mg·L－1，淀区水质在 V 类水平和劣 V 类水平．沉积物 NH+
4 -N 的平均含量在 61．1～ 160．6 mg·kg－1，NO－

3 -N 含量整体

平均值较低，范围在 4．3～9．0 mg·kg－1，TN 含量平均值在 1555～4400 mg·kg－1之间．整个白洋淀淀区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 NH+
4 -N 浓度明显高于

上覆水浓度，NH+
4 -N 存在从沉积物向上覆水释放的风险．淀区沉积物-水界面潜在 NH+

4 -N 扩散通量范围为－9．3 ～ 38．3 mg·m－2·d－1，NH+
4 -N 潜在

内源释放风险非常高．烧车淀区、南刘庄区、圈头区的潜在 NH+
4 -N 平均释放通量达到 10．0 mg·m－2·d－1以上．为了避免白洋淀沼泽化过程加快，水

质氮污染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有效控制，而控制沉积物 NH+
4 -N 的内源释放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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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wamping trend of Baiyangdian Lake is increas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risk of ammonia nitrogen release from sediments and its

water quality effect，and assessed the impact posed by exchange flux of ammonia nitrogen in sediments to the overlying wa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NH+
4 -N concentration in surface water was from 0．03 to 0．49 mg·L－1，mean NO－

3 -N concentration was from 0．09 to 0．20 mg·L－1 and mean TN

concentration was from 1．40 to 4．52 mg·L－1 ． Water quality in Baiyangdian Lake were belonged to grade V and below grade V． NH+
4 -N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Baiyangdian Lake ranged from 61．0 to 160．6 mg·kg－1，the average value of NO－
3 -N content was relative low，which was from 4．3 to 9．0 mg·kg－1 ． TN

concentrations ranged from 1555 to 4400 mg·kg－1 ． For all sampling sites，NH+
4 -N concentrations were higher in the pore water than that in the overlying

water． The releasing of NH+
4 -N from sediments to overlying water clearly revealed the releasing risk of internal nutrient in Baiyangdian Lake． The NH+

4 -N

influxes across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varied from －9．3 to 38．3 mg·m－2·d－1 ． In Shaochedian Area，Nanliuzhuang Area and Quantou Area，the

NH+
4 -N fluxes across the sediment －water interface reached up to 10． 0 mg·m－2·d－1 ． Appropriat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nitrogen pollution in the water of Baiyangdian Lake，among which，the controlling of endogenous release of NH+
4 -N in sediments is the ke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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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ntroduction)

白洋淀作为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对维护

华北地区生态系统平衡、调节华北平原乃至京津地

区气候、补充地下水源、调蓄洪水以及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

来，白洋淀水质常年维持在我国水质标准的Ⅳ类以

下，根据环保监测站淀区内 8 个监测站点 3 年内同

期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淀区上覆水 NH+
4-N 平均浓度

分别为 0．52、2．77、1．14 mg·L－1，TN 平均浓度分别为

2．50、5．05、3．10 mg·L－1，NH+
4-N 与 TN 已成为淀区最

主要的水质污染指标．近年来对于中国东部湖泊水

体氮污 染 状 况 研 究 较 多 ( Wang et al．，2014; Wang
et al．，2010; Yang et al．，2015; Xu et al．，2010) ，数据

对比表明白洋淀水质与太湖、巢湖等国内东部湖泊

相比，NH+
4-N 与 TN 浓度都处于较高水平．沉积物内

源氮释放是导致水体中营养盐浓度较高的重要原

因之一，目前淀区沉积物氮磷营养盐污染十分严

重，而沉积物氮污染是白洋淀沉积物主要的污染问

题( 王亚琼等，2017) ．
水体中的氮可以季节性交替成为富营养化的

限制因子( Wang et al．，2008; Wang et al．，2009) ．过
量的氮会使得浮游藻类大量繁殖，伴随着藻类的衰

亡和沉入水底并腐败，往往会造成水体缺氧、富营

养化 等 严 重 后 果 ( Liu et al．，2012; Bhatnagar and
Sillanp，2011) ．然而白洋淀并未爆发大规模的藻华

现象，这与白洋淀自身特点有关．白洋淀作为浅湖型

湿地沼泽化严重，在沼泽化过程中，水生植物不断

生长与死亡，植物残体沉入湖底堆积，使湖底淤积

较深．虽然白洋淀水质处于富营养化状态，但白洋淀

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十分丰富，较高的初级生产

力有利于水体中氮的吸收转化，加之大型水生植物

的克藻效应 ( 唐萍等，2001) ，使淀区并未爆发大规

模的藻华现象．在此过程中水体与沉积物之间 NH+
4-

N 交换和迁移转化值得关注．然而，以往研究更侧重

于表层沉积物氮污染的时间与空间分布，沉积物氮

污染与外源输入、沉积物理化性质关系等方面( 梁

淑轩等，2013; 王珺等，2010; 梁淑轩等，2016) ，忽视

了 NH+
4-N 在沉积物氮污染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对于

NH+
4-N 由沉积物向上覆水体的潜在释放通量研究

较少．沉积物中的 NH+
4-N 主要通过扩散、沉积物再

悬浮、生物扰动等过程向上覆水体释放( Hu et al．，
2001) ．溶解态 NH+

4-N 通过沉积物-水界面向上覆水

扩散是内源营养盐释放的重要途径，对上覆水体的

化学性质和组成有重要影响( 张路等，2004) ，较高

的 NH+
4-N 潜在释放通量往往意味着上覆水体较高

的富营养化风险．
NH+

4-N 潜在释放通量的研究是解决白洋淀氮

内源污染必做的首要工作，本研究旨在说明白洋淀

淀区整体沉积物 NH+
4-N 内源潜在释放通量状况，通

过研究 NH+
4-N 在沉积物中的垂直分布更为深入地

分析内源释放风险特征( Pogodaeva et al．，2007) ，为

阻止白洋淀进一步沼泽化提供基础数据，通过研究

上覆水体和沉积物氮污染的时空分布更为清晰地

指出氮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为后期白洋淀的生态

治理和水污染防治提供帮助．

2 材料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研究区域概况

白洋淀位于保定市东 40 km，北纬 38°43' ～ 39°
02'，东经 115°38' ～ 116°07'之间( 李必才等，2012) ，

是华北平原 最 大 的 淡 水 浅 湖 型 湿 地 ( 武 士 蓉 等，

2013) ，水深平均约 2．5 m，淀区地势自西北向东南

倾斜，属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流域面积 3．1×104

km2．白洋淀淀区总面积约 366 km2，东西长 39．5 km，

南北宽 28．5 km，主要由淡水湖和草本沼泽湿地组

成，多年平均水域面积约占 41%．淀内主要由白洋

淀、马棚淀、烧车淀、藻杂淀等大小不等的 143 个淀

泊和 3700 条沟壕组成，淀内村落 39 个( 刘存歧等，

2012) ．淀区地貌景观以水体为主，水域间有苇田、台
地、村庄，三者交错相间构成独特景观．淀区水质污

染以营养盐为主，NH+
4-N 和 TN 是主要污染物，水质

长期处于Ⅳ类以下，淀区生态系统功能逐步退化，

向藻型湖泊演化的进程加快，沼泽化的趋势明显．以
芦苇植被为特征的水陆交错带约占 36%，主要由芦

苇群落、苇地间小沟以及浅水区组成，苇地和水面

的面积之比约为 1∶3．5( 王杉允等，2012) ．
2．2 样品采集与分析

2．2．1 样点布设 在淀区不同位置选择较为开阔

水面，结合水域形态特点进行样点布设并编号，功

能相似水域可采用网格法原则均匀布设，淀区西北

侧藻杂淀区域基本为沼泽地区，因此暂不布设样点．
将白洋淀淀区根据地理位置分成 7 个区域，分别为

烧车淀区、枣林庄区、南刘庄区、淀头区、圈头区、端
村区、采蒲台区，每个区域布设 3 个采样点，根据区

域各自具体情况分别布设，采样点共 21 个．采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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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及采样点分布如图 1 所示．于 2016 年 9 月采集表 层水 21 份，表层沉积物 21 份及沉积柱样品 21 根．

图 1 研究区域与白洋淀采样点分布

Fig．1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ites in Baiyangdian Lake

2．2．2 沉积物采集 利用彼得森采样器采集表层

10 cm 沉积物样品，储存于聚乙烯自封袋，样品 4 ℃
低温保存运输，到达实验室后，沉积物部分样品冷

冻干燥、研磨、过 100 目尼龙筛，密封避光储存待分

析; 其余样品于 4 ℃ 密封避光保存．用自重力采样

器( Corer 60，Uwitec，Austria) 采集沉积柱，沉积柱采

集后，现场用虹吸管自上而下对上覆水接近沉积物-

水界面处的 20 cm 按每层 5 cm 进行分层，保存于聚

乙烯瓶中; 对沉积物柱状样自上而下进行分层，最

表层 10 cm 按 1 cm 分层，10 cm 以下按 2 cm 分层，

样品低温保存运回实验室． 白洋淀淀区水样温度

( T) 、pH、溶解氧( DO) 、氧化还原电位( OＲP ) 等理

化参数利用水质分析仪现场测定．

表 1 各区位采样点表层水及表层沉积物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Basic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water and surface sediment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areas samples

区位

表层水 沉积物

溶解氧 /
( mg·L－1 )

pH OＲP /mV 水温 /℃
密度 /

( g·mL－1 )
含水率 C /N

烧车淀区 7．19±3．4 7．55±0．3 141±40 24±1．6 1．03±0．08 0．5%±0．05% 21．0±3．8

枣林庄区 3．48±0．2 7．62±0．2 138±19 25±0．5 1．04±0．2 0．33%±0．07% 18．8±4．0

南刘庄区 8．89±0．8 7．50±0．2 166±2 26±0．2 0．97±0．04 0．46%±0．13% 21．1±6．9

淀头区 3．88±2．4 7．50±0．1 127±7 25±0．2 1．06±0．06 0．44%±0．08% 24．6±4．5

圈头区 6．81±3．9 7．47±0．1 152±15 25±0．7 0．95±0．1 0．60%±0．1% 24．3±13．0

端村区 3．89±3．6 7．92±0．3 118±50 25±0．7 1．05±0．21 0．55%±0．1% 20．9±5．6

采蒲台区 3．29±4．6 7．69±0．2 92±22 24±1．0 0．91±0．09 0．62%±0．08% 25．9±13．0

注: 数据为 Mean±S．D．“Mean”为统计的平均值，“S．D．”为标准偏差．

2．2．3 样品分析 沉积物样品用 2 mol·L－1氯化钾

溶液振荡提取 1 h，0．45 μm 滤膜过滤后测定提取液

中 NH+
4-N ( Karr et al．，2001) 、NO－

3-N．表层水以及上

覆水中 NH+
4-N、NO

－
3-N 采用 0．45 μm 滤膜过滤后样

品测定，TN 采用未过滤水样测定．各项氮类指标测

定方法参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编委会，2002 ) :

NH+
4-N 的分析测定采用纳式试剂比色法，NO－

3-N 采

用酚二磺酸光度法，TN 采用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

光光度法．柱状样分层经离心后所得孔隙水 NH+
4-N

含量用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Smart Chem 2000，AMS-
WESTCO，Italy) 测定．用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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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GＲE ) 测 定 沉 积 物 中 总 碳、总 氮 含 量

( Zhao et al．，2015) ．
2．3 氮扩散通量模型

采用一维孔隙水扩散模型计算孔隙水扩散通

量．该模型假定沉积物和上覆水之间的物质交换过

程为平衡状态，此过程主要受浓度扩散控制( Müller
et al．，2003) ，其扩散通量( F) 可运用 Fick 第一定律

进行估算( Kuwae et al．，2003) :

F = φ × DS × c
x

( 1)

式中，F 为沉积物-水界面扩散通量( mg·m－2·d－1 ) ;

c
x

为沉积物-水界面物质浓度梯度( mg·L－1·cm－1 ) ;

Ds为考 虑 沉 积 物 弯 曲 效 应 的 实 际 分 子 扩 散 系 数

( m2·s－1 ) ; 与孔隙度之间的经验关系式( Ullman and
Sandstrom，1987) 为: Ds = φD0( φ＜ 0． 7) ; Ds = φ2D0

( φ ＞0． 7) ，式中，D0 为无限稀释溶液的理想扩散系

数( Falco and Vale，1998) ．对于 NH+
4-N，D0 = 19．8 ×

10－6 cm2·s －1( Krom and Berner，1980) ．φ 为沉积物孔

隙度( Urban et al．，1997) ，其计算方法见式( 2) :

φ =
( Ww － Wd ) × 100%
( Ww － Wd ) + Wd /ρ

( 2)

式中，Ww为沉积物鲜重( g) ; Wd为沉积物干重( g) ; ρ
为表层沉积物平均密度与水密度比值，一般取 2．5
( 汪淼等，2015) ．

采样点分布图及插值图用 ArcGIS 10．0 绘制; 数

据制图在 Origin 9．0 上完成．

3 结果与讨论( Ｒ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淀区水体氮分布特征

白洋淀淀区表层水 NH+
4-N 和 NO－

3-N、TN 的分

析结果如图 2 所示．表层水采样点中的 NH+
4-N 浓度

整体较低，NH+
4-N 平均浓度在 0．09 ～ 0．49 mg·L－1 之

间; NO－
3-N 浓度整体差值不大，浓度较低，平均浓度

维持在 0．09～0．20 mg·L－1 ; 淀区表层水 TN 浓度范围

为 1．40～4．52 mg·L－1．从图 2a 得出: 淀区水质以圈

头区和淀头区为界，NH+
4-N 表现为北部处于 0． 10

mg·L－1以下，南部在 0．10 mg·L－1以上的状态．南部端

村区和采蒲台区 NH+
4-N 污染重，NH+

4-N 平均浓度分

别为 0．49 mg·L－1和 0．40 mg·L－1，端村区东北部的 S18
点位 NH+

4-N 浓度较高达到 0．72 mg·L－1．白洋淀南部

的端村区和采蒲台区，水系连通性与流动性较差，

淀 中村与淀边村的污染排放是导致表层水NH+
4-N

图 2 白洋淀表层水氮分布状况( a． 氨氮分布状况; b． 硝氮分布状况; c． 总氮分布状况)

Fig．2 Distribution of nitrogen in surface water of Baiyangdian Lake ( a． distribution of ammonia nitrogen，b． distribution of nitrate nitrogen，c．

distribution of total nit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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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偏高的重要原因．而端村镇也是淀区内鸭养殖

数量最多的乡镇，此区域鸭粪便流失率约为33．8%～
67．7%( 张浩等，2016) ，养殖废水的面源排放也是造

成 NH+
4-N 浓度偏高的原因．图 2b 显示，端村区 NO－

3-
N 污染偏高，平均值能够达到 0．30 mg·L－1．结合图

2c 分析，白洋淀 TN 整体呈现较为严重的污染状况，

除淀区中部枣林庄区和淀头区表层水 TN 浓度维持

在 2．01 mg·L－1 以下，其他区域 TN 浓度过高，15 个

位点中 11 个位点处于劣 V 类水质 TN 浓度标准 2．0
mg·L－1以上，端村区域点位 TN 浓度甚至能够达到

4．52 mg·L－1．较高的 TN 浓度意味着淀区水体具有

较高的富营养化风险，水质改善必须降低水体的 TN
浓度．

表层沉积物氮污染状况与上覆水体关系密切，

图 3 为白洋淀淀区表层沉积物氮分布示意图，白洋

淀淀区沉积物 NH+
4-N 的 平 均 含 量 范 围 在 61． 1 ～

160．6 mg·kg－1 ; 淀区沉积物整体 NO－
3-N 平均值较低

为4．3～9．0 mg·kg－1，各区域沉积物 TN 含量平均值

在 1555～4400 mg·kg－1范围以内．由图 3a 可得: 沉积

物 NH+
4-N 含量超过 150 mg·kg－1的重污染点位 S13、

S14 和 S16 所在区域分别是圈头乡和同口镇几个淀

中村与淀边村附近水域，人为活动产生的生活污水

等含氮污染物向淀区水体排放，水中颗粒物会对其

中的 NH+
4-N 吸附沉降( Wang et al．，2010) ，是这些

区域沉积物 NH+
4-N 的主要来源，也是造成这些区域

沉积物 NH+
4-N 污染较重的主要原因．图 3b 显示，采

蒲台区沉积物 NO－
3-N 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为

22．05 mg·kg－1 ．此区域沉积物 NH+
4-N 含量较低，往

往沉积物中较强的硝化作用，较弱反硝化作用会导

致 NH+
4-N 消耗和 NO－

3-N 的积累，所以此区域的沉

积物氮循环过程值得深入研究．

图 3 白洋淀表层沉积物氮分布状况( a． 氨氮分布状况 b． 硝氮分布状况 c． 总氮分布状况 c． C /N 和 TON /TN 分布状况)

Fig．3 Distribution of nitrogen in sediments of Baiyangdian Lake ( a． distribu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b． distribution of nitrate nitrogen; c．

distribution of total nitrogen; d． distribution of C /N and TON /TN)

从图 3c 中确定，除南刘庄区以外，淀区其他区

域沉积物 TN 平均含量处于 EPA 制定的沉积物 TN
污染标准的重污染( TN ＞2000 mg·kg－1 ) 状态( US
EPA，2002) ，高于我国东部典型湖泊沉积物总氮基

准阈值 1106．2 ～ 1115．2 mg·kg－1( 王健等，2014) ，沉

积物氮污染对白洋淀湖泊生态系统具有潜在威胁．

沉积物 TN 的含量高低分布趋势与 NH+
4-N 较为一

致，符合河流、湖泊沉积物 NH+
4-N 含量与 TN 含量呈

一致性的结论( 张淑珍等，2016; 范成新等，2004) ．白
洋淀沉积物 TN 的含量存在空间差异，北部烧车淀

区与南刘庄区 TN 含量较低，与上覆水 NH+
4-N、TN

分部趋势一致，表明沉积物氮污染状况与上覆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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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污染状况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图 3d 表明，同一位点表层沉积物中氮的形态绝

大部分都是有机态氮( 82．9% ～94．2%) ，这与国内淡

水湖泊有机氮为沉积物中氮的主要存在形态结论

一致( 李辉等，2011) ．总有机氮( TON) 主要来源于

水生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分泌及腐烂分解，以及外源

水体 携 带 的 颗 粒 态 氮 和 溶 解 性 有 机 氮 的 输 入

( Kaushal et al．，2014) ．水生植物沉水腐烂是 TON 的

重要来源，TON 又会成为沉积物中 NH+
4-N 大量释放

的来源，沉积物有机质中 TON 矿化会产生 NH+
4-N，

增加富营养化风险( 高悦文等，2012) ．Meyers 研究表

明( Meyers，1994) : 浮游藻类由于富含有机质而导致

较低的 C /N 值，一般在 4～10 之间; 维管束植物由于

富含纤维素而导致较高的 C /N，一般大于 20，实验

测得白洋淀绝大多数点位沉积物的 C /N 值在 17 ～
30 之间，说明白洋淀沉积物有机质主要植物来源是

维管束植物，这与白洋淀是以芦苇和香蒲等富含纤

维素的维管束植物构成的草型湖泊的事实高度吻

合．此结果意味着现阶段的白洋淀正处于草型湖泊

沼泽化的过程中，水生植物残体不断在湖底进行淤

积，湖底逐年淤高．在白洋淀水体较浅，溶氧较为充

足的情况下，表层沉积物的扰动往往会使沉积物氮

库中的氮释放出到上覆水体中来，造成严重后果，

此阶段有必要采取生态清淤清除氮污染过重底泥，

或是合理收割芦苇等其他手段避免淤积加重和沉

积物进一步的氮污染，避免白洋淀的衰老和消亡．
3．2 沉积物孔隙水氨氮浓度分布

通过表 2 发现，整个淀区表层孔隙水 NH+
4-N 平

均含量为 1．79 ～ 8．20 mg·L－1，对孔隙水和上覆水的

NH+
4-N 浓度进行分析: ① 上覆水和孔隙水 NH+

4-N
含量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端村区和采蒲

台区沉积物柱状样的上覆水 NH+
4-N 浓度较高，平均

值分别为 3．60 mg·L－1和 2．64 mg·L－1，这两个区域的

表层水 NH+
4-N 含量也相对较高，其他区域柱状样的

上覆水 NH+
4-N 浓度平均值在 0．10 ～ 0．63 mg·L－1．除

枣林庄与淀头区表层沉积物孔隙水 NH+
4-N 含量相

对较低以外，其他区域 NH+
4-N 含量平均值在 4．32 ～

8．20 mg·L－1． ② 各区域表层沉积物孔隙水 NH+
4-N

含量普遍高．NH3·H2O 浓度受 NH+
4-N 浓度、pH 值和

pKa影响，孔隙水较高的 NH+
4-N 含量会导致较高的

NH3·H2O 浓度，从而对底栖生物和鱼类等水生生物

产生毒性效应( Camargo and Alonso，2006) ．除淀头

区和枣林庄外其他区域孔隙水 NH+
4-N 最高值达到

10．0 mg·L－1以上，平均值也在 4．0 mg·L－1以上，烧车

淀区与南刘庄区表层沉积物孔隙水平均值能达到

6．15 mg·L－1和 8．20 mg·L－1，因为这两个区域水位较

深且常年底泥淤积严重，沉积物表面扰动较小，使

得孔隙水 NH+
4-N 积累．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作为底栖

生物生存最直接的环境，其中的 NH3·H2O 浓度范围

在 0．02～0．40 mg·L－1( 表 2) ，已经超过了一些敏感

底栖生物的耐受值( Camargo and Alonso，2006) ，这

种孔隙水高 NH+
4-N 状态会对底栖生物的生存构成

直接影响．③ 沉积物-水界面存在较高的 NH+
4-N 浓

度梯度．表层沉积物孔隙水 NH+
4-N 浓度是上覆水含

量的数倍，烧车淀区和南刘庄区甚至达到 47 倍和

60 倍，孔隙水营养盐主要来源于有机质分解和外源

输入，在底栖生物活动和界面水动力学条件的影响

下会向上覆水体释放，沉积物-水界面 NH+
4-N 较高

的浓度梯度会产生较高的 NH+
4-N 内源释放风险．

表 2 白洋淀淀区上覆水和孔隙水氨氮浓度

Table 2 Ammonia nitrogen concentration in overlying water and pore

water in Baiyangdian Lake mg·L－1

采样点
名称

上覆水
表层( 0～10 cm)

孔隙水

cMin～Max cMean±S．D． cMin～Max cMean±S．D．

烧车淀区 0．02～0．40 0．10±0．14 0．28～11．23 6．15±3．03

南刘庄区 0．01～0．53 0．17±0．18 3．27～16．68 8．20±3．03

枣林庄区 0．16～0．71 0．35±0．19 0．58～4．64 2．08±1．21

淀头区 0．11～0．53 0．34±0．13 0．35～12．43 1．79±2．23

圈头区 0．35～1．18 0．63±0．34 0．03～15．76 4．59±4．02

端村区 0．85～7．65 3．60±3．02 0．04～14．55 5．88±4．82

采蒲台区 0．01～6．24 2．64±2．49 0．02～18．29 4．32±4．99

注:“Min”为最小值，“Max”为最大值，“Mean”为统计的平均值，

“S．D．”为标准偏差．

结合图 4 中 NH+
4-N 在沉积物和上覆水中的垂

直分布特征可以得出: 15 个点位上覆水 NH+
4-N 浓

度低于沉积物-水界面处 3 mg·L－1以上，较高的浓度

差使得 NH+
4-N 具有较高的释放通量，有很强的内源

释放风险．NH+
4-N 在沉积物表层 5 cm 的范围内浓度

较高，在 10 cm 以下出现了浓度随深度增加而增大

的现象．白洋淀沉积物孔隙水中的 NH+
4-N 随深度的

积累符合浅水湖泊沉积物中 NH+
4-N 的普遍积累规

律: 孔隙水环境中 NH+
4-N 主要来源于有机氮的矿化

及外源的输入( 赵海超等，2013) ，并且与沉积物理

化性质、氧化还原环境、生物作用大小、水动力条件

及污染源等紧密相关( 古小治等，2010) ．一方面，沉

0442



6 期 朱曜曜等: 白洋淀沉积物氨氮释放通量研究

积物底层扰动较小，NH4
+易被带负电荷沉积颗粒胶

体吸附，导致在深层的累积; 另一方面，随着深度增

加，沉积物含氧量降低，还原环境更有利于有机氮

氨化作用进行，消耗氨的硝化作用减弱，高价态氮

( 如 NO－
3-N、NO

－
2-N) 通过异化还原过程向 NH+

4-N 低

价态氮转化，致使 NH+
4-N 在沉积物中发生累积，浓

度随深度的增加而升高( 刘峰等，2011) ．

图 4 白洋淀淀区沉积物孔隙水中 NH+
4 -N 垂直分布特征

Fig．4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NH+
4 -N in pore water of sediments in Baiyangdian Lake

沉积物柱状样在沉积物表层 5 cm 以内出现孔

隙水 NH+
4-N 浓度较高的现象，特别在沉积物-水界

面 1～2 cm 处 NH+
4-N 浓度有较大值．白洋淀淀区属

于草型湖泊，整个湖泊大部分区域都有沉水植物和

挺水植物，水生植物凋落腐败时就会产生所谓的生

物沉积，在白洋淀沼泽化过程中，生物沉积的贡献

最大( 任文君，2011) ．采样时间 9 月下旬，水生植物

开始凋落，沉积物表层界面处往往都有较新腐败植

物碎屑等覆盖，有更为丰富的有机质来源，沉积物

最表层溶氧相对底层较高，微生物活动较强( 高泽

晋等，2016; 潘延安等，2014) ，有利于有机质的氨化

作用产生 NH+
4-N．沉积物表层具有更为频繁的底栖

生物活动，颗粒物的悬浮沉降等过程，这些过程促

进了沉积物颗粒表面 的 NH+
4-N 向 孔 隙 水 中 释 放

( Hu et al．，2001) ．各种氮的营养盐形态中，NH+
4-N

最容易被水生植物吸收利用．沉积物中 NH+
4-N 含量

直接影响水生植物的初级生产力，关系到水生植物

残体在湖底的淤积量与分解量( 刘佩佩等，2013; 徐

德兰等，2007) ，因此，沉积物高 NH+
4-N 含量在白洋

淀的沼泽化进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不同地区孔隙水 NH+

4-N 的垂直分布也存在差

异，烧车淀区、圈头区和采蒲台区沉积物孔隙水表

层 5 cm 的 NH+
4-N 浓度与上覆水差值明显高于其他

地区，这些区域必然存在较强的生物沉积作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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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这些区域沼泽化进程正在加快． 采蒲台区的

S20 点位上覆水 NH+
4-N 浓度明显高于孔隙水，这说

明此区域沉积物是 NH+
4-N 的汇，意味着水体接受了

更多的外源 NH+
4-N 输入，应注意此区域的氮污染物

外源输入问题．
3．3 沉积物-水界面氨氮扩散通量

白洋淀沉积物-水界面 NH+
4-N 扩散通量整体平均

值( 范围) 达 12．3 mg·m－2·d－1( －9．3～38．3 mg·m－2·d－1 ) ，

见图 5，除端村区点位 S16 和采蒲台区点位 S19 通

量为负，其他区域 NH+
4-N 释放通量都为正，除枣林

庄区和端村区 NH+
4-N 扩散通量在 5 mg·m－2·d－1 以

下，其余地区 NH+
4-N 扩散通量较高，在 20 mg·m－2·d－1

以上．NH+
4-N 扩散通量大小与沉积物污染程度关系

紧密，枣林庄区沉积物 NH+
4-N 污染程度较低，孔隙

水 NH+
4-N 含量不高，沉积物-水界面浓度梯度较低，

使其 NH+
4-N 释放通量明显低于其他区域．通过图 4

得出端村区其上覆水浓度较高导致沉积物-水界面

浓度梯度较低，而使 NH+
4-N 释放通量较低．这两个

区域沉积物较低的含水率( 表 1) 等沉积物本身性质

也是致使 NH+
4-N 扩散通量较低的原因．鉴于营养盐

释放速率与水温，湖泊丰水期枯水期 ( 韩志伟等，

2017) 等具有相关性，往往在夏季释放通量会达到

最高值 ( Seiki et al．，1989 ) ，这意味着夏季白洋淀

NH+
4-N 扩散通量可能更高，水体具有更高的富营养

化的风险．白洋淀整体 NH+
4-N 释放通量水平低于太

湖的 17．8～45．7 mg·m－2·d－1( 狄贞珍等，2015) ，高于

洞庭湖的 6．32～7．78 mg·m－2·d－1( 王雯雯等，2013) ，

与巢湖的 13．06 ～ 32．94 mg·m－2·d－1( 姜霞等，2009)

水平相当．

图 5 白洋淀 NH+
4 -N 扩散通量

Fig．5 NH+
4 -N diffusion flux in Baiyangdian Lake

如图 6 所示，白洋淀沉积物 NH+
4-N 整体表现为

由沉积物向上覆水释放，除淀区西南部与东北部小

部分区域以外，NH+
4-N 的潜在释放通量都为正． S16

和 S19 点位水体溶氧较为充足，表层沉积物中微生

物硝化作用较强，导致表层沉积物孔隙水中 NH+
4-N

消耗而使其浓度较低( 图 4) ．微生物的硝化作用在

消耗 NH+
4-N 的同时产生 NO－

3-N，释放到上覆水中而

使水体 NO－
3-N 含量较高，与图 2b 一致．NH+

4-N 在沉

积物中含量低于水体，使 NH+
4-N 具有由水体向沉积

物汇集的趋势．圈头区和采蒲台区 NH+
4-N 扩散通量

达到 20 mg·m－2·d－1以上，此区域沉积物的形成历史

长、接受外源输入高，沉积物氮污染情况较重 ( 图

2) ，这两个区域是白洋淀淀区内源营养盐释放贡献

的主要区域，控制 NH+
4-N 内源释放，圈头区与采蒲

台区应该是首要关注的区域．烧车淀区和南刘庄区

NH+
4-N 的平均释放通量也都达到 10 mg·m－2·d－1 以

上，这两个区域靠近安新县城，航道纵横，水上景点

颇多，表层沉积物更易受到扰动而使 NH+
4-N 释放．

白洋淀沉积物-水界面 NH+
4-N 扩散通量整体偏高实

质上是白洋淀沼泽化过程中带来的严重水生态问

题，图 6 指出了圈头区、采蒲台区、烧车淀区和南刘

庄区等沼泽化严重区块，这些区块急需通过生态清

淤、原位修复和生态修复等手段解决 NH+
4-N 的内源

污染问题．在逐步控制外源氮污染输入条件下，沉积

物中的 NH+
4-N 内源释放风险依旧较大，这将会为后

期淀区水体与沉积物氮污染治理与修复带来困难，

亟待相关治理部门的重视并考虑沉积物氮污染特

征，采取分区、分级、分期治理的相关措施．

图 6 白洋淀淀区 NH+
4 -N 扩散通量分布示意图

Fig．6 Distribution of NH+
4 -N diffusion flux in Baiyangdian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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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Conclusions)

1) 白洋淀淀区表层水 NH+
4-N 平均浓度在0．03～

0．49 mg·L－1，其中端村区和采蒲台区污染较重，平

均浓度分别为 0．49 mg·L－1 和 0．40 mg·L－1．表层水

NO－
3-N 浓度整体差异不大，淀区整体 NO－

3-N 浓度较

低，维持在 0．20 mg·L－1以下．表层水 TN 含量范围为

1．40～4．52 mg·L－1，整体呈现污染较为严重的状况．
枣林庄区、淀头区水质在 V 类水平，其余区域的水

质在劣 V 类水质，氮污染亟待治理．对于淀区水体氮

污染程度，呈现北侧轻、南侧重的状态．
2) 白洋淀表层沉积物中的氮的形态绝大部分

都是有机态氮．各区沉积物 TN 平均值在 1555～4400
mg·kg－1，沉积物 TN 污染水平处于受污染状态，高

于我国东部典型湖泊沉积物总氮基准．
3) 白洋淀上覆水 NH+

4-N 浓度明显低于孔隙水

的含量，表明 NH+
4-N 有很强的内源释放风险．沉积

物的柱状样在沉积物-水界面处显示出了孔隙水的

NH+
4-N 含量明显偏高的现象，使沉积物-水界面与上

覆水产生较高的浓度差，从而导致了沉积物 NH+
4-N

具有较高的释放通量．
4) 白洋淀淀区 21 个样点沉积物-水界面 NH+

4-N

扩散通量平均值( 范围) 为 12．3 mg·m－2·d－1( －9．3 ～
38．3 mg·m－2·d－1 ) ，处于较高水平．除枣林庄与端村

区通量平均值较低在 5 mg·m－2·d－1 以下，其余地区

通量较高，都在 20 mg·m－2·d－1以上，淀区 NH+
4-N 潜

在释放风险非常高．对于白洋淀水体氮污染治理，控

制 NH+
4-N 内源释放应当是一项必做的基础工作，而

烧车淀区，圈头区和采蒲台区应该是首先要关注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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