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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揭示南水北调总干渠水体耗氧物质的种类及其潜在来源，对总干渠沿线进行了水样采集，并分析了总干渠水体的耗氧因子的分布及其

耗氧成因．结果表明，从渠首到北盘石监测断面，高锰酸盐指数低于国家地表水Ⅰ类水质标准值( 2 mg·L－1 ) ，北盘石以北( 除惠南庄断面) 几乎

全部高于 2 mg·L－1 ．溶解性有机质( DOM) 、NH3-N 和 NO－
2 -N 浓度在总干渠沿程呈波动特征; Fe2+和 Mn2+浓度在北盘石以南断面较为稳定，之后

分别呈降低和升高趋势．基于上述物质耗氧的化学计量关系，DOM 耗氧量均值为 1．86 mg·L－1，对高锰酸盐指数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了 70%; 无机

物质中 NH3-N 耗氧量最高，平均为 0．134 mg·L－1，而 NO－
2 -N、Fe2

+及 Mn2+的耗氧量均低于 0．1 mg·L－1 ．对主要耗氧因子 DOM 的三维荧光分析结

果表明，荧光指数( FI) 、自生源指数( BIX) 、腐殖化指数( HIX) 变化范围分别为 1．68 ～ 3．62、0．68 ～ 1．22、1．47 ～ 3．04，表现出较强的自生源特征，

DOM 内源输入占比达到了 71．63%～80．94%，并且在藻类爆发期，藻密度突变点与高锰酸盐指数的突变点高度吻合．上述结果表明主要来源于

自身藻类和微生物的 DOM 是导致总干渠沿程高锰酸盐指数升高的主要原因，干渠自身生物化学过程对水质的影响值得长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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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 analysis of oxygen consumption substance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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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oxygen-consuming substances and trace their possible sources of the main channel of Middle Ｒoute of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wat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sections along the main channel，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oxygen-consuming factors and their

causes were analyzed． Ｒ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manganate index in the main channel is under the threshold level of Grade Ⅰ( 2．0 mg·L－1 ) from the

source to Beipanshi monitoring cross section，However，almost all ( except the Huinanzhuang) were higher than 2． 0 mg·L－1 for the northern of the

Beipanshi sections． The concentrations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 DOM) ，NH3-N，and NO－
2 -N in the main channel displayed 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route． The concentration of Fe2+ and Mn2+ was also stable in the south of Beipanshi section，and then showed a downward and upward trend．

Based on the stoichiometry of oxygen consumption of the substances above，the average oxygen consumption for DOM was 1．86 mg·L－1，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70% of permanganate index． For these inorganic substances，the oxygen consumption of NH3-N was highest，which consumed 0．134 mg·L－1

oxygen averagely，while the consumption of NO－
2 -N，Fe2+，and Mn2+ all less than 0．1 mg·L－1 ． Three－dimensional fluorescenc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ranges for Fluorescence Index ( FI) ，Biological Index ( BIX) ，and Humification Index ( HIX) were 1．68 ～ 3．62，0．68 ～ 1．22，and 1．47 ～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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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which showed strong autogenic characteristics．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al input of DOM ranged from 71．63% to 80．94%，and the mutation

point of algal density wa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permanganate index．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DOM mainly derived from its own algae and

microorganisms might be the probable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permanganate index along the route of the main channel，and the influence of its own

biochemical process on water quality deserves long－term attention．

Keywords: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main channel;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 ; permanganate index; oxygen consumption

1 引言( Introduction)

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宏伟的生态和民生工程，

对于解决我国南北方水资源分布不均，尤其是华北

地区经济发展和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其中，中线工程承担着为京、津、冀、豫 4 省

市调水的任务( 田勇，2019) ，在受水区供水安全、水
生态保护、地下水超采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力地支撑了受水区经济社会发展( 仲志余等，

2018) ．中线工程作为一条贯穿南北的生命线，保证

其正常运行及水质安全是工程的基础．在未来长期

时间内，水量的输送及水质的好坏便成为了工程成

败的关键( 李原园，2014; 陈伟，2016) ．
围绕长距离输水的水质变化，自 2014 年总干渠

通水以来，国内学者围绕干渠沿线污染源分布及潜

在水质风险( 王卓民，2017; 梁建奎等，2017) 、输水

的区域生态环境影响( Yang et al．，2018; 赵楠楠等，

2019) 、水量输送规律( 仲志余等，2018; Liu et al．，
2018; 孙甲等，2019) 等开展了较多的研究． 2015—
2018 年常规监测数据显示，总干渠水体中的氨氮、
总磷、溶解氧等指标优于Ⅰ类水质标准限值，但高

锰酸盐指数在河南境内开始有缓慢升高趋势，到河

北、天津和北京境内的监测断面时多数时段超过了

国家Ⅰ类水标准限值( 2 mg·L－1 ) ( 孙甲等，2019) ．高
锰酸盐指数是反映水体耗氧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

代表了水体中可被高锰酸盐氧化的有机和无机物

质浓度( 孙婧妍等，2018; 方锐缨，2018) ．上述监测结

果意味着总干渠北京段和天津段存在潜在的水污

染风险．
总干渠是相对封闭的输水干线，其外源污染输

入主要包括道路、桥面、农田径流和大气沉降等潜

在的污染源( Tang et al．，2016) ; 此外，总干渠渠道化

和湖泊化特征非常明显，其输水周期为 20 d 左右．
因此，总干渠水质变化规律与自然河湖均有较大差

异．为弄清总干渠北段高锰酸盐升高的水质问题成

因，本研究首先于 2018 年 10 月对总干渠沿线水质

进行采 样，分 析 有 机 耗 氧 物 质 ( 溶 解 性 有 机 质，

DOM) 和无机耗氧物质 ( NH3-N、Fe
2+、Mn2+、NO－

2-N

等) 的分布特征、耗氧量大小及对高锰酸盐指数的

贡献．针对主要耗氧物质 DOM，分析其组成成分并

解析其来源，并于 2019 年 4 月总干渠部分断面藻类

增殖期间进行采样，分析藻密度和高锰酸盐指数的

变化关系，以期为南水北调总干渠水质保障和潜在

风险防控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2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总长 1277
km，天津输水支线长 155 km，共计 1432 km．总干渠

地跨河南、河北、北京、天津 4 个省( 直辖市) ，为沿

线十几座大中城市提供生产生活和工农业用水，供

水范围内总面积 15．5 万 km2，重点解决上述 4 省市

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总干渠沿线设有常规监测断面

30 个，对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

需氧量、营养盐、重金属、有机物等 20 项水质指标进

行常规监测．
2．2 样品采集

本研究共进行了 2 次水样采集，第一次于 2018
年 10 月进行．在总干渠沿线共布设采样断面 18 个，

从南到北包括丹江口水库、陶岔、程沟、沙河南、兰

河北、郑湾、纸坊河北、侯小屯西、漳河北、侯庄、北

盘石前、北盘石后、大安舍、北大岳、西黑山、惠南

庄、团城湖、天津外环河，并按照 Z1 ～ Z18 从南到北

依次编号( 图 1) ．第二次采样工作于 2019 年 4 月进

行，在藻类异常增殖期，选取陶岔、沙河南、郑湾、漳
河北、大安舍、西黑山、惠南庄、天津环城河 8 个重点

断面进行采样，本次采样与断面常规监测时间一致．
样品采集方法为: 在断面水下 20 cm 处采集水样约

500 mL( 平行采集 3 份后混合为一个水样) ，并立即

分装．于棕色玻璃瓶中放入 50 mL 水样，用于检测

DOM 总量和组成成分; 然后分别于 5 支离心管中分

别 装 入 50 mL 水 样，用 于 检 测 高 锰 酸 盐 指 数

( CODMn ) 、氨氮( NH3-N) 、亚硝酸盐氮( NO－
2-N) 、二

价铁( Fe2+，加 2 mL 盐酸，以防止被氧化) 、二价锰

( Mn2+，加 2 mL 盐酸，以防止被氧化) ; 最后再向 2
支 离心管中装入50mL水样作为备份 ．上述分装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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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采样布点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ampling locations in the main channel of Middle Ｒoute of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品均放于车载冰箱 4 ℃ 暂存，1 ～ 2 d 内带回实验室

进行分析．
2．3 样品分析方法

2．3．1 基础指标的测定和分析 样品分析指标和

分析方法见表 1．样品常规指标分析在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水质学实验室完成．每个样品在室

内分析时设置 3 个平行样，结果以均值表示，相对标

准偏差均控制在 10%以内．样品的藻类密度由南水

北调中线管理局测定．

表 1 水样各指标监测分析方法

Table 1 The analytical methods for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监测指标 分析 /测定方法 文献 /标准

DOM 全量 有机碳分析仪测定 张金波等，2005
DOM 组分 三维荧光分析 韩宇超等，2009
CODMn 酸性高锰酸钾氧化法 GB 11892-89
NH3-N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NO－

2-N N-( 1-萘基) -乙二胺盐酸盐分光光度法 GB 7493-87
Fe2+ 邻菲罗啉分光光度法 HJ /T 345—2007
Mn2+ 过氧乙酰硝酸酯法( PAN) 邵跃宗等，2016
藻密度 镜检法 吴馨婷等，2017

2．3．2 耗氧量计算方法 本研究中无机物质的耗

氧计算主要根据各物质与氧气反应时的化学计量

比，即 1 mol 亚硝酸盐消耗 1 /2 mol 氧气，换算成质

量为 1 mg 亚硝态氮消耗 1．143 mg 氧气，也就是耗

氧当量为 1． 143．依次类推，亚铁盐的耗氧当量为

0．143，二价锰的耗氧当量为 0．291，氨氮的耗氧当量

为 4．571．对于 DOM 耗氧，首先要确定其可氧化组

分．利用三维荧光光谱技术确定水体 DOM 的荧光光

谱特征和组成成分并推测其组成，该方法被广泛应

用于各种水体 DOM 性质研究( 蔡文良等，2012; 王

晓江，2018; 朱倩，2018 ) ．三维荧光分析 方 法 可 将

DOM 分为 5 种成分: 蛋白Ⅰ( Aromatic Protein Ⅰ) 、
蛋 白 Ⅱ ( Aromatic Protein Ⅱ ) 、类 微 生 物 残 体

( Soluble microbial by product-like) 、类富里酸( Fulvic
acid-like) 及类胡敏酸( Humic acid-like) ，其中两种

蛋白主要来源于水体浮游植物及沉水植物的生长

释放和死亡降解( Chen et al．，2003; 姚昕等，2014) ;

类微生物残体是与生物有关的类蛋白等物质，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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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氧化而耗氧．本研究先利用有机碳分析仪得到

DOM 的总量，再利用三维荧光分析得到其组成成分

的百分比，计算其易氧化成分( 蛋白Ⅰ、蛋白Ⅱ和类

微生物残体) 的含量．参考高锰酸盐对葡萄糖( 高锰

酸盐指数测定的标准物质) 的氧化率在 40%左右

( Chen et al．，2003; 孙婧妍等，2018) ，DOM 中易被氧

化部分的氧化率按 40%计算，得到 DOM 的耗氧量．
2．3．3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

验来分析南水北调总干渠南北断面高锰酸盐指数

是否发生变化．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t 值法) 是

用样本的平均数来检验其所代表的总体是否有显

著性差异的统计方法，其 t 值计算方法见式( 1) ．
t= ( X1－X2 ) /SX1－X2 ( 1)

式中，X1、X2 分别为两样本的平均数，SX1－X2 为均数

标准偏差．
通过查临界 t 值可判断两组样本差异是否显

著．若 | t | ＞t0．05，则 p＞0．05，两组样本无显著差异; 若

| t | ＜t0．01，则 p＜0．01，则两组样本均值差异极显著．
2．3． 4 三 维 荧 光 光 谱 解 析 方 法 荧 光 指 数

( Fluorescence Index，FI ) 、自 生 源 指 数 ( Biological
Index，BIX) 、腐殖化指数( Humification Index，HIX)

是三维荧光光谱参数中常被用来表征水体 DOM 腐

殖质成分来源、自生源贡献率及腐殖化程度的重要

指 标 ( Mc Knight et al．，2001; Huguet et al．，2009;

Birdwell et al．，2010) ，均可表征 DOM 来源特征，其

值在各范围内指示意义见表 2．

表 2 荧光指数、自生源指数、腐殖化指数范围和指示意义

Table 2 Implications of fluorescence index ( FI ) ， biological index

( BIX) ，and humification index ( HIX) in different ranges

参数 范围 指示意义

FI
FI＜1．4 DOM 中腐殖质以陆源输入为主

FI＞1．9 DOM 中腐殖质以自生源为主

0．6＜BIX＜0．8 自生源贡献率较低，陆源贡献率高

BIX 0．8＜BIX＜1．0 新生的自生源 DOM 占 比 比 较 大，陆 源 贡 献
率低

BIX＞1 DOM 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生物活动

HIX＜4 DOM 由内源物质产生

HIX
4＜HIX＜6 DOM 具有较强自生源特征，腐殖化特征较弱

6＜HIX＜10
DOM 具有较强腐殖化特征及较弱的自生源
特征

HIX＞16 DOM 具有强腐殖化特征

3 结果与分析( Ｒesults and analysis)

3．1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水体高锰酸盐指数及耗

氧指标分布特征

总干渠水体高锰酸盐指数为 1．80～2．13 mg·L－1，平

均值为 1．93 mg·L－1( 图 2a) ．在空间分布上，高锰酸

盐指数从源头丹江口水库( Z1) 到北盘石( Z11) 呈波

图 2 总干渠沿程各采样断面高锰酸盐指数及各耗氧指标浓度( 2018 年 10 月)
Fig．2 The content of permanganate index and oxygen consumption substances in sampling sections along the main channel in Octo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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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特征，而在北盘石以北断面呈明显的升高趋势，

此后均基本维持在国家一类水标准限值( 2 mg·L－1 )

附近( 除惠南庄外) ，最高值出现在团城湖( Z17) 断

面，为 2．13 mg·L－1．以北盘石( Z11) 为界，应用平均

数差异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北盘石以南和以北高

锰酸盐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1． 85 mg·L－1 和 2． 04
mg·L－1，两者差异极显著( p＜0．005) ，表现为后者平

均值显著高于前者，高锰酸盐指数在北盘石以北存

在上升趋势．
总干 渠 各 断 面 DOM、NH3-N、NO

－
2-N、Fe

2+ 及

Mn2+浓度分布如图 2b 和图 2c 所示．总干渠水体各

断面 DOM 浓度较为稳定，除在陶岔断面( Z2) 出现

较大波动外( 5．5 mg·L－1 ) ，其余断面 DOM 浓度都在

3．5～ 4．5 mg·L－1 之间，整体平均值为 3．85 mg·L－1 ;

NH3-N 浓度在 0．002～0．06 mg·L－1之间，相对来说波

动较大，但整体浓度较小，平均值为 0．035 mg·L－1，

远低于 GB 3838—2002《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的Ⅰ类水标准值限值( 0．15 mg·L－1 ) ; NO－

2-N 浓度在

0．001～0．003 mg·L－1之间，均值为 0．002 mg·L－1，在

检测限上下波动，其浓度非常低; 对于还原性金属

离子，Fe2+的浓度相对较高，在 0．35 mg·L－1左右，在

北盘石( Z11) 以南断面浓度较为稳定，北盘石以北

呈现明显的降低趋势．而 Mn2+ 与其恰好相反，浓度

相对较低，变化范围为 0．001～0．020 mg·L－1，在北盘

石以北呈升高趋势．总体来说，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

水体中无机类耗氧物质浓度相对较低．
3．2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水体主要耗氧因子分析

总干渠水体中两种蛋白组分占比在 34．73% ～
39．25%之间( 图 3) ，其在氧气和微生物的共同作用

下易被氧化而耗氧( Chen et al．，2003) ．类微生物残

体是与生物有关的类蛋白等物质，也可被氧化而耗

氧．由此总干渠水体 DOM 各组分中易耗氧成分( 两

种蛋白和类微生物残体) 的占比在 61．26% ～67．62%
之间，而不易被氧化的类富里酸和类胡敏酸占比在

32．38%～38．74%之间．

图 3 总干渠水体 DOM 各组分占比( 2018 年 10 月)

Fig．3 The proportion of DOM constituents in water of main channel in October 2018

DOM、NH3-N、NO
－
2-N、Fe

2+ 及 Mn2+ 的耗氧量结

果见表 3．其中，DOM 平均耗氧量为 1．856 mg·L－1，

在西黑山断面( Z15) 耗氧量最低( 1．546 mg·L－1 ) ，在

北盘石断面( Z11) 最高( 2．397 mg·L－1 ) ，西黑山断面

后，DOM 耗氧量有所降低．这可能是因为 DOM 易耗

氧组分的占比有所减小( 图 3) ，但河北、北京、天津

各断面的平均值( 2．060 mg·L－1 ) 明显高于河南各断

面( 1．763 mg·L－1 ) ．对于无机类耗氧因子，NH3-N 的

耗氧量平均值为 0．134 mg·L－1，在无机类耗氧因子

中耗氧量最高; NO－
2-N、Fe

2+和 Mn2+的耗氧量变化范

围分别为 0．001 ～ 0．006、0．037 ～ 0．057、0．001 ～ 0．006
mg·L－1，均低于 0．1 mg·L－1．总体而言，DOM 耗氧量

最高且远高于其它耗氧因子，是高锰酸盐指数的主

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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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干渠各断面水样中 DOM、NH3-N、NO
－
2 -N、Fe2

+ 及 Mn2+ 的耗

氧量估算( 2018 年 10 月)

Table 3 Estimation of oxygen consumption values of DOM、NH3-N、

NO－
2 -N、Fe2

+ and Mn2+ in different sampling sections of main

channel in October 2018

采样
断面

耗氧量 / ( mg·L－1)

CODMn DOM NH3-N NO－
2-N Fe2+ Mn2+

Z1 1．823 1．670 0．178 0．001 0．050 0．002

Z2 1．826 1．691 0．023 0．006 0．054 0．002

Z3 1．873 1．657 0．178 0．002 0．047 0．003

Z4 1．878 1．736 0．178 0．002 0．057 0．001

Z5 1．799 1．733 0．178 0．002 0．050 0．002

Z6 1．924 1．724 0．057 0．001 0．050 0．002

Z7 1．797 1．770 0．064 0．001 0．054 0．001

Z8 1．795 1．965 0．178 0．002 0．047 0．001

Z9 1．899 1．926 0．119 0．002 0．050 0．002

Z10 1．925 2．005 0．010 0．001 0．057 0．002

Z11 1．874 2．397 0．178 0．000 0．047 0．002

Z12 2．026 2．122 0．091 0．001 0．054 0．003

Z13 2．001 2．268 0．064 0．001 0．054 0．003

Z14 2．028 2．094 0．178 0．002 0．054 0．001

Z15 2．027 1．546 0．071 0．002 0．041 0．004

Z16 1．925 1．828 0．178 0．003 0．044 0．006

Z17 2．131 1．573 0．265 0．001 0．037 0．005

Z18 2．128 1．707 0．178 0．002 0．047 0．005

DOM 的耗氧量对高锰酸盐指数的贡献率超过

70%( 图 4) ，是高锰酸盐指数的主要来源．在侯小屯

西( Z8) 、漳河北( Z9) 、侯庄( Z10) 、北盘石( Z11) 、北
盘石后( Z12) 、大安舍( Z13) 、北大岳( Z14) 等断面，

高锰酸盐指数几乎全部由 DOM 贡献．总而言之，由

DOM 对高锰酸盐指数的贡献率可看出，水体 DOM
是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水体高锰酸盐指数的主要

贡献因子．
根据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的三维荧光光谱分

析数据，计算出 FI、BIX、HIX 在各断面的值( 图 5) ．
总干渠水体 FI 值在 1．68～3．62 之间，平均值为2．38，

除个别断面外，绝大多数均在 1．9 以上，表明总干渠

水体 DOM 腐殖质主要来源于内部自生源．BIX 变化

范围为 0．68～1．22，平均值为 1．02，与 FI 指数类似，

除个别断面外，绝大多数断面 BIX 值在 0．8 以上，其

中部分断面 BIX 值大于 1，表明总干渠水体 DOM 新

生自生源贡献率较高，主要来源于自生生物活动．
HIX 值处于 1．47～3．04 之间，平均值为 2．39，均小于

4，这指示总干渠水体 DOM 腐殖化程度较低，自生

源特 征 较 强． 从 上 述 分 析 可 以 看 出，总 干 渠 水 体

DOM 的 3 种指示指数 FI、BIX、HIX 均表现出较强的

自生源特征．三维荧光分析结果也表明，总干渠水体

DOM 组分中代表新生源的两种蛋白质和类微生物

残体占比在 61．26%～67．62%之间( 图 3) ，这 3 种组

分主要来源于水体自身浮游、沉水植物和微生物的

生长释放及死亡后的降解( 樊磊磊等，2015; Zhang
et al．，2009) ，且另一组分类富里酸一般是类腐殖质

成分( Lapierre et al．，2009) ，经分析也来自于水体自

生源，由此三维荧光分析表明 DOM 内源输入占比

达到了 71．63% ～80．94%．综合其光谱特性指数和三

维荧 光 关 于 DOM 的 组 分 分 析 结 果，总 干 渠 水 体

DOM 主要源于水体自身内源输入，推断为藻类微

生物．

图 4 DOM 对高锰酸盐指数的贡献率( 2018 年 10 月)

Fig．4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DOM to permanganate index in Octo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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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总干渠荧光指数( FI)、自生源指数( BIX)、腐殖化指数( HIX) 特征( 2018 年 10 月)
Fig．5 Fluorescence index ( FI) ，biological index ( BIX) ，and humification index ( HIX) in main channel in October 2018

3．3 中线总干渠水体高锰酸盐指数、藻密度、DOM
浓度同步变化特征

自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通水以来，部分时段出

现了藻类异常增殖的现象( 田勇，2019) ．已有研究指

出，在藻类生长期间，水体 DOM 组分以色氨酸为主
( 类蛋白质组分) ，而后藻类分泌释放的部分 DOM
可被微生物利用分解，再次释放出不同的类蛋白质

组分，并且在藻类爆发死亡后，又会引起大量的微

生物增殖以降解藻类残体，从而增加水体蛋白和微

生物残体等易耗氧成分的含量( 樊磊磊等，2015) ，

这一过程将导致水体高锰酸盐指数的升高．
总干渠水体藻类增殖期间，对重点断面的水质

分析结果见图 6a．可以看出，藻密度和高锰酸盐指数

呈现高度同步的变化特征，且两者的突变点高度吻

图 6 总干渠水体高锰酸盐指数、藻密度、DOM 浓度及其组分沿程变化情况( 2019 年 4 月)
Fig．6 The changes of permanganate index，algal density，DOM concentration and their components along the main channel in Apr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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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大安舍( Z13) 以北断面，藻密度基本在 100×
104 ～150×104个·L－1之间，到西黑山断面( Z15) 则迅

速增加到 250×104个·L－1，西黑山以后藻密度基本保

持稳定．高锰酸盐指数在西黑山断面之前基本维持

在 1．9 mg·L－1左右，而在西黑山断面后存在明显的

升高过程．虽然藻密度和高锰酸盐指数在西黑山断

面后有增高趋势，但 DOM 含量较为稳定，这是由于

藻类仅增加了 DOM 中易耗氧成分的含量( 图 6b) ，

其易耗氧成分( 蛋白 1、蛋白 2 和类微生物残体) 在

陶岔断面( Z2) 所占百分比为 71．33%，到天津环城

河断面( Z18) 增加到 81．61%，并因此导致了高锰酸

盐指数的升高，这与第一次采样分析结果相同．同时

对 DOM 和高锰酸盐指数的两次采样数据进行了平

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两者均表现为无显著性差异

( p＞0．05) ，表明藻类异常增殖是高锰酸盐指数升高

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由于高度渠道化，使得总干渠具有

某些湖泊的特性．由于总干渠沿程较长，其水力停留

时间约为 20 d 左右，在部分缓流区域，藻类可能在

合适的生长条件下出现增殖，这本就是自然水体中

常见的微生物过程．这一过程向水体中释放的类蛋

白质和微生物残体对水质本身不存在安全威胁．根
据我国水源地水质标准，总干渠即使执行核心区的

水质要求，其水质标准为Ⅱ类( 高锰酸盐指数为 4
mg·L－1 ) ，从管理角度，按照Ⅱ类水质要求，符合国

家水源地保护的基本要求．

4 结论( Conclusions)

1)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水体高锰酸盐指数在

北盘石以北断面呈明显升高趋势，并超过( 除惠南

庄外) 国家一类水标准限值( 2 mg·L－1 ) ; DOM、NH3-
N 和 NO－

2-N 浓度在总干渠沿程呈现波动特征，其平

均值分别为 3．85、0．035、0．002 mg·L－1 ; Fe2+ 和 Mn2+

浓度在北盘石以南断面较为稳定，之后分别呈现明

显的降低和升高趋势．
2) 总 干 渠 水 体 DOM 耗 氧 量 平 均 值 为 1． 856

mg·L－1，对 高 锰 酸 盐 指 数 的 贡 献 率 在 70% 以 上;

NH3-N 在无机耗氧因子中耗氧量最高，平均值为

0．134 mg·L－1，但 远 低 于 DOM 的 耗 氧 量; NO－
2-N、

Fe2+及 Mn2+ 的耗氧量都低于 0．1 mg·L－1．由此表明

DOM 耗氧是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水体高锰酸盐指

数的主要贡献者．
3) 总干渠水体三维荧光光谱指标 FI、BIX、HIX

变化范围分别为 1．68～3．62、0．68～ 1．22、1．47 ～ 3．04，

除个别断面，DOM 均表现出较强的自生源特征，内

源输入占比达到了 71．63% ～80．94%．总干渠藻密度

突变点与高锰酸盐指数的突变点高度吻合，表明总

干渠水体 DOM 的变化主要是由水体自身藻类及微

生物活动等自生源所引起，但这一过程向水体中释

放的蛋白质和微生物残体增加了高锰酸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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