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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水库型水源地保护与水质提升策略研究
——以岩口水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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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水库群为基础的水源地供水保障体系是义乌市水资源利用典型模式，但现状是水库型水源地多分布在义乌
城区周边的低山、丘陵区，受地表径流影响，长期存在外源污染输入，导致部分水库水体发生富营养化，甚至间歇性暴发
藻华，影响供水安全。文章以义乌市岩口水库水源地为例，在分析水库水质问题基础上，科学解析水库水质污染主要来
源，最后提出针对岩口水库水源地保护与水质提升的关键治理策略，为探索符合义乌特征的水源地保护与水质提升成套技
术和流域环境管理模式提供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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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for drinking water sources protection and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of reservoirs in Yiwu City
——A case study of Yankou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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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ter supply guarantee system based on the reservoir group is a typical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mode in
Yiwu City. However, the reservoirs as water sources a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regions of the low mountains and hills around
Yiwu City. Affected by the surface runoff, there is a long-term external pollution inputting in the water sources, resulting in the
eutrophication of some reservoir water bodies, and even intermittently appearing algae bloom. The water supply safety is impacted
seriously. Taking Yankou Reservoir water source in Yiwu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water quality problem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sources of water pollution in reservoir scientifically. Finally, the key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the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nd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are proposed.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xploring the complete set
of technology of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nd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as well as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ode of the basin.
Keywords：watersourceprotection；eutrophication；nonpointsourcepollution；pointsourcepollution；waterquality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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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位于浙江省中部，金衢盆地东缘，属半

达，是浙江省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密集的县级市，也

丘陵地带，市域总面积 1 105.0 km 。义乌市商贸发

是浙中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义乌市多年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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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总量为 8.2 亿 m3，按照常住人口约 123.4 万计

状，结合现场调查与数据资料分析等手段，对水库

算（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人均水资源

水质污染的来源及其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系统解析

占有量约 665 m ，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的 1/3，由于区

与科学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岩口水库水源地

域水资源承载力不足、水资源短缺尤其优质水资源

保护与水质提升的综合治理策略，为保障义乌市饮

缺乏，且现有水资源的利用水平不高等问题导致乌

用水供水安全，构建义乌市五水共治 2.0 中水库型

市成为典型的水资源型、水质型缺水城市，这也严

水源地的保护与水质提升长效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3

重影响和制约着义乌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
义乌市域河流属钱塘江水系，境内主要有东阳
江、大陈江和洪巡溪, 属山源型、雨源型河流，源短

1
1.1

岩口水库水源地水质问题
富营养和与藻华是库区水质主要风险

流急，暴涨暴落，储水能力差且水质不稳定，导致水

自 2011 年 9～11 月，岩口水库发生大面积蓝

资源利用难度大 。在此背景下，构建以水库群为

藻水华[4]，截至目前，每年 4～11 月期间岩口水库都

基础的水源地供水保障体系成为义乌水资源利用

会不定期发生间歇性藻华事件，严重影响到周边居

模式的首要选择，但现状水库水源地分布较分散，

民饮水安全，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主要分布在义乌城区周边的低山、丘陵区，各水库

藻华的发生与水库水质长期处于富营养化水平有

库容规模能基本满足城市供水水源的需求，在丰

直接关系，深水型湖库中总磷被很多研究认为是藻

水、平水期间可正常供水，但在枯水期由于来水不

华发生的主要限制因子 [5 − 6]。多年监测数据显示，

足、调蓄能力差、河流水质较差等原因导致供水能

岩口水库水体大部分水质指标能够满足地表水

力不足。目前，义乌市小型以上水库 107 座，总库

Ⅱ类标准，但水中总磷存在超标现象，甚至间歇性

容 2.32 亿 m ，正常库容 1.65 亿 m ，其中作为饮用

出现Ⅳ类水平，尤其库区水质受到降雨地表径流的

水水源地水库主要有横锦水库（位于东阳境内）、八都

影响十分显著，更加导致水质不稳定。库区磷浓度

水库、柏峰水库、卫星水库、长堰水库、枫坑水库、

的变化与降雨量变化规律基本一致，说明库区水质

巧溪水库、王大坑水库和岩口水库等。但水库受到

主要受降雨影响，丰水期外源地表径流中污染负荷

地表径流汇入的显著影响，导致库区水质不稳定，

输入是库区水质污染的主要风险源，见图 1。

[2]

3

3[1]

各水库均呈现出富营养化加重的趋势，主要因为水
库上游农村生活污染及农业面源污染等造成入库
溪流水质受到污染所致，其中以岩口水库最为严重。
岩口水库是义乌市内最大的饮用水水源水库，
位于义乌市上溪镇岩口村，其所在河流为钱塘江流
域东阳江支流航慈溪上游，坝址以上合计控制流域
面 积 54.74 km2， 总 库 容 3 590 万 m3， 正 常 库 容
3 140 万 m3。岩口水库是以供水、灌溉、防洪为主，
结合发电、养鱼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尤其
承担着上溪镇、义亭镇和城西街道部分区域内约

图1

岩口水库原水总磷（TP）含量月际变化
及其与降雨的关系

30 万人口的供水任务。岩口水库一级水源地保护

2011～ 2018 年 ， 岩 口 水 库 年 均 入 库 流 量

范围内的现行水质管控目标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

4 141.51 万 m3，出库流量 3 774.93 万 m3，年蒸发量

标准：GB3838—2002》[3] 中Ⅱ类水标准，但库区水质

276.9 万 m3，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处于轻到中度富营养化水平，且波动较大，并间歇

2002》[3] 中湖库Ⅱ类水标准，参考《水域纳污能力计

性暴发藻华，如 2011 年 9～11 月期间发生大面积

算规程：GB/T25173—2010》[7] 计算得到岩口水库总

蓝藻水华，严重影响到周边居民饮水安全[4]。因此，

磷环境容量为 1.04 t/a。但由于水库 4～9 月泄洪量

针对岩口水库水源地保护和水质提升的科学施策，

显著增加，尤其 7～9 月出流量大于入库流量，导致

对改善区域内居民人居环境质量和饮用水安全保

水库环境容量的月际变化明显。

障都至关重要。
本文针对岩口水库水源地地表水环境污染现

每年春、秋季节水体中叶绿素 a 浓度常超过
25 μg/L，优势种群为蓝藻，这也导致水库每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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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期间存在间歇性藻华暴发的风险。岩口水库

10 m 左右，藻类生物量集中在水深 4 m 范围内，尤

丰水期库尾平均水深在 5 m 左右，库中和库坝在

其是 2 m 左右藻类生物量最多，见图 2。

图2

1.2

2019 年 5 月岩口水库不同藻类生物量在不同水深的分布

降雨径流是影响集水区地表水系水质的主要

显升高。以 60 h 内平均降雨量 120 mm 时的黄山

因素

溪为例，雨后 12 h 监测数据表明，同一监测断面水

降雨及其产生的径流是岩口水库唯一的补水
来源，因此岩口水库的水质受到集水区内的地表径

量由降雨前的 0.46 m3/s，骤增到 8.54 m3/s，同时浊
度由<50 NTU，增加到>700 NTU。

流影响十分显著，本研究中分别对水库上游集水区
域内地表溪流和库塘类地表水进行了取样和现场
监测：溪流断面 73 个、水塘 90 个，见图 3。

图4

2016～2018 年不同月四条入库溪流的总磷浓度变化

此外，降雨前与降雨产生径流至 90 min 内的水
质变化，见图 5。
图3

随着降雨径流的产生，同一断面的水质指标包

岩口水库集水区地表水水质监测布点

岩口水库共有 4 条主要的入库溪流，由北向南

括 CODMn、NH3-N、TP 和 TN 均明显升高，该结果

依次是黄山溪、金傅宅溪、溪华溪和斯何溪，其中

表明，降雨过程中对水系周边地表的冲刷携带了大

黄山溪流域面积和流量最大，其次是斯何溪、溪华

量的污染物进入河流，其中颗粒态污染物是主要形

溪和金傅宅溪。现阶段，4 条主要的入库溪流仍缺

态，这些污染物随入库溪流最终进入岩口水库，这

乏相关的水质管控标准，总磷浓度基本在地表水

可能是导致水库水质污染的主要来源。研究中以

Ⅲ类水平，结果显示，四条溪流从 1～12 月总磷浓

2019 年台风“利奇马”降雨过程中黄山溪各断面水

度逐渐增大，其中，溪华溪磷浓度相对较高，见图 4。

质和水量监测数据为基础，初步估算了 60 mm/12 h

而集水区内分布众多的水塘水质参差不齐，从Ⅱ至

的降雨强度对黄山溪水量和水质的影响，发现黄山

劣Ⅴ类都有出现。总体上，下游区域因人为活动和

溪入库水量增加 31 万 m3，总磷负荷输入约 1.8 kg。

农业用地较多，导致地表水系水质较差，上游区域
的溪流和山塘水库等水质情况较为良好。

2

水库水质污染来源解析

更重要的是，由于降雨导致的地表径流水量骤

为了进一步探明水库水质污染的主要来源及

增，同时水质急剧变差，包括降雨后地表水浊度明

不同污染来源的贡献率，2019 年和 2020 年期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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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岩口水库库区及集水区（58 km2）范围内的农村

充分调查研究，初步明确了内、外源污染的时空分

点源、农业面源以及入库溪流的污染负荷情况进行

布特征及其对水库水质污染贡献，见图 6。

图5

图6

黄山溪同一断面降雨前与降雨后不同阶段水质变化情况

不同污染来源对岩口水库水质总磷（左）和氨氮（右）的贡献

结果显示，现阶段岩口水库水质污染来源主要
是外部输入为主，其中岩口水库总磷污染负荷中，
外源污染输入占 81%，内源释放占 19%；氨氮污染
负荷中，外源污染输入占 48% 左右，内源释放占
52%。外源污染中农业面源是最主要来源，其次是
上游农村生活点源。与此同时，水库磷的污染负荷
已经超过水库自身的环境容量，也说明外源污染负
荷的输入是水库水质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
2.1

外源污染贡献
在空间分布上，将岩口水库集水范围空间划分

为 5 个子流域，包括黄山溪流域、金傅宅溪流域、

图7

岩口水库污染风险区

黄山溪流域对岩口水库的污染负荷贡献主要

溪华溪流域、斯何溪流域和库区流域，并将每个流

因为该区域面积最大，农业用地分布最广，汇集的

域根据人口分布、汇流特点和污染物负荷进一步划

雨水量最大。

分为 12 个小区，见图 7，以便后期对高风险污染区

时间分布上，按照各月核算各区域对岩口水库

进行重点防控和关键节点控制。结果表明，黄山溪

的污染负荷贡献情况如图 6，降雨集中的 4～8 月为

流域的氨氮和总磷均对岩口水库的污染负荷贡献

岩口水库受到 NH3-N 和 TP 污染的主要月份，因为

最大，分别为 50% 和 44%，见表 1。

4 月中下旬开始进入梅雨季节，总降雨量较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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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累 计 平 均 入 库 外 源 NH3-N 和 TP 总 量 分 别 为

是优先削减外源磷污染负荷，以农村点源与面源的

3.98 和 2.84 t/a。除了降雨外，区域内的人为活动

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处置为总体思路，构建以

如 3～4 月的桃花旅游节会导致相应月份出现较高

梯级多水塘系统为核心的多级屏障污染控制技术

的外源污染负荷。总之，外源污染中生活污水和农

体系，具体包括了生活污水源头削减-强化收集-终

田面源为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端处置，农业面源生态恢复-多级屏障控制技术，规

表 1 岩口水库分区氨氮、总磷污染负荷
污染分区
子流域
面积/ha 氨氮/t 总磷/t
子流域1
1 015
1.5
0.6
子流域2
黄山溪流域
970
1.4
0.6
子流域3
445
0.6
0.2
子流域4
353
0.5
0.2
金傅宅溪流域
子流域5
101
0.1
0.1
子流域6
541
0.7
0.3
溪华溪流域
子流域7
277
0.5
0.2
子流域8
425
0.6
0.2
子流域9
330
0.4
0.2
斯何溪流域
子流域10
404
0.6
0.2
子流域11
341
0.5
0.2
库区流域
子流域12
534
0.6
0.2

络构建，生态湿地-滞蓄系统提升技术，实时监控-智
慧化管理平台构建和红线规划-水资源优化调度七
大核心技术，为实现库区人居环境、水资源和环境
协调发展的目标提供技术保障。
3.1

针对面源污染的治理策略
本研究数据显示，岩口水库农业面源污染导致

的总磷污染占外源全部总磷输入的 64% 以上。结
合岩口农田分布及耕作特征，建议农耕模式与施肥
减量相结合，同时在关键区域实施农田排水系统改
造、溪流岸带整理、功能湿地建设和生态恢复等近
自然修复，实现区域面源污染源头削减和过程控

内源污染贡献

2.2

范管理-科学预防-合并处置技术，流域生态水系网

底泥承担着外源污染物的沉积和向水体释放

制；对主要入库溪流开展综合整治措施对污染物在

的双重角色，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切换，在水生态

传输过程中进行逐级削减；最后，结合入库河流末

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端现有湿地系统如黄山溪湿地、斯河溪湿地与库尾

用 。内源氮、磷含量的变化是氮、磷沉积和释放

水位波动区，构建库尾前置库生态净化系统，最终

两个过程动态平衡的结果 ，阐明底泥中氮、磷含量

保障入库水体水质达标。

及变化规律在防控内源污染释放及富营养化过程

3.2

[8]

[9]

针对点源污染的治理策略

，一般而言，富营养化程度越

本研究中，岩口点源污染中生活污水占最大比

高的湖库中，其底泥中的氮、磷含量越高 。本研

例（氨氮 75.3%、总磷 62.3%）。虽然该区域污水网

究发现岩口水库底泥 0～60 cm 深度范围内，总氮

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但由于居民习惯在塘、溪中

和总磷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且总氮的污染程度

直接洗涤，加上现状污水管网存在“跑、冒、滴、漏”

高于总磷。调查过程中对底泥中氨氮和总磷的释

等现象，导致污水管网不能实现日常生活污水全收

放进行了静态模拟实验，结合该实验结果，按照对

集，导致部分生活污水的排放，见图 8。

中具有重要意义

[10 − 11]

[12]

水库底泥的氨氮、磷释放潜力进行估算结果见表 2。
指标

表 2 岩口水库底泥氨氮和总磷释放量估算
释放速率
面积 库容
释放量 释放量
/mg·(m2·d)−1
/km2 /104m3
/kg·d−1
/t·a−1

氨氮

6.54

2.29

2 848

14.98

5.47

总磷

0.80

2.29

2 848

1.84

0.67

调研结果与已有岩口水库相关文献 [13] 结果一
致，且底泥中有机质主要来源于陆源性污染物，进
一步证明了外源污染输入是岩口水库水质污染的

图8

主要来源。

由于部分生活污水可能通过地表径流汇入水

3

岩口水源地保护与水质提升的关键策略

岩口集水区生活污水月均排放量与收集量

库，建议针对生活点源污染治理首先从管理方面应
加强居民节水意识，调整生活用水习惯，杜绝塘溪

针对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现状，建议现阶段岩口

内洗涤的污染现象，再结合污水管网排查整治、重

水库应以“先控外源、再治内源”为基本原则，尤其

点村庄雨污分流、农村污水终端改造提升、管网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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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治理和区域内垃圾、散养家禽污染整治等措施，

此外，从流域水平上优化水系网络格局，提升流域

实现生活点源污染负荷的削减。

水环境自净能力和水量滞蓄能力也是岩口水库水

虽然有效控制外源污染的输入是保障水库水
质安全的必要基础，但目前国内外很多案例

量和水质保障的重要途经。岩口区域地表水系中

也

溪流与坑塘众多，见表 3，呈明显点-线分布特征，格

明确显示，在外源得到有效控制后，内源污染释放

局纵横交错，建议以优化岩口集水区现状水系格局

也会导致水库或湖泊长期处于富营养化状态这种

为基础，以降低区域污染负荷、提升区域水环境容

恢复的迟滞效应甚至可以长达几十年。因此，建议

量、增强区域环境净化功能为目标，提出在岩口上

当实现外源污染输入的有效控制后，持续监测

游构建岩口流域梯级生态水系格局，对每个主要流

1～2 年以彻底更新水库库容，届时科学评估水库水

域进行污染高风险区域划分，明确关键控制区和节

质改善情况和底泥内源释放风险，论证采取底泥清

点，并制定梯级水质控制目标，最终保障入库污染

淤等措施减少内源污染负荷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负荷控制在水库环境容量阈值以下。

[14 − 15]

表3
溪流名称
黄山溪
斯何溪
溪华溪
金傅宅溪
总数量

4

总数/个
10
12
6
4
32

岩口上游主要流域内不同类型坑塘规模及数量

山塘
>0.067 ha
10
10
6
4
30

总数/个
72
15
16
10
113

结论

文章以岩口水库多年数据资料的分析和多次
现场调研为基础，明确了岩口水库水质目标及现状
问题，对水库污染来源时空动态规律进行了充分调
研和科学解析，对现阶段岩口水库水质污染的内、
外源各自的贡献进行了定量化分析，据此提出现阶
段岩口水库水质提升“先控外源、再治内源”的基本
原则。此外，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岩口水库外源污染
负荷的时空分布特征和规律，并提出针对不同外源
污染类型的“源头消减-过程控制-末端处置”的多级
屏障综合治理策略。本研究结果可为后续开展针
对性的治理方案和工程技术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
时将对义乌市构建以水库群为基础的供水保障体
系成为义乌水资源利用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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