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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位于浙江省中部的义乌市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县级市，也是第一批入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地区的城市。义乌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受水资源制约的问题突出，存在水质型饮用水短缺和水系统功能受损的问
题。自 2013 年浙江省提出“五水共治”创新治水方针以来，义乌市发扬勇于争先、勇于谋略和勇于立标的精神，积极开展
“五水共治”工作，在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个方面均取得了优异的成果，探索出了一套以“零排放
强投入、促效果升标准、重工程抓过程”为特色的治水义乌经验。治水之路任重而道远，重在实践、贵在坚持。为促进国内
水务工作者交流治水经验，本刊编辑部与 E 方知库旗下期刊《环境工程学报》《生态学报》共同推出本专题，通过报道义
乌市在“五水共治”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以及面临的挑战与难题，一方面促进义乌水资源与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态策略的形
成，同时以期为我国中小城镇水环境治理和长江小流域综合治理提供借鉴和案例，并探讨未来如何持续践行两山理论和水
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本刊本专题由 3 篇文章组成，涉及水库型水源地保护及水质提升、富营养化特征分析、河湖生态修
复的模式构建探讨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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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于 2013～2018 年对岩口水库流域逐月监测上游 4 条支流与水库的主要水质指标，分析水质因子的时空变
化规律，并采用单因子评价法与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法对岩口水库水质和富营养化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上游
4 条支流的水质较差，而水库的水质情况稍好，多数月份水质优于地表水Ⅲ类标准，并且水库汇水区与中下游区域水质相
似。单因子评价法显示，上游支流的总氮与总磷超标严重，超过 90% 的月份为富营养化状态，并且总氮也是岩口水库富营
养化的主要贡献因素。综合指数法结果表明，上游支流大部分时间处于富营养化状态，而水库处于中营养状态。相比而
言，氮是岩口水库富营养化的主要贡献因素，控制氮浓度能有效地治理水库富营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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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roal changes and eutrophic characteristics on water qu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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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ter quality of Yankou Reservoir was monitored monthly from 2013～ 2018 on the four main upstream
tributaries and the reservoir itself.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the water quality factors were analyzed. And the water quality and
the eutrophic conditions were also assessed through the single factor evaluation method and the comprehensive eutrophic index
evalu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ter qualities of the reservoir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four tributaries, and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upstream reservoir were close to those of middle and lower areas, which were collectively superior than the Class
III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for Surface Water. According to the single factor evaluation results, the TN and
TP were greatly above the eutrophic limits in over 90% months, thus resulting in the upstream tributaries under eutrophic conditions,
and TN was also the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 for eutrophication in Yankou Reservoir. Similarly, assessment through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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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rophic index evaluation method showed that the tributaries were collectively eutrophic, while the reservoir was mesotrophic for
the most time during the monitoring period. In comparison, nitrogen was still the major controlling factor for reservoir
eutrophication, and further measures were needed to mitigat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in Yankou Reservoir.
Keywords：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water quality；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single factor evaluation method；
comprehensive eutrophic index evaluation method；eutrophication of reservoir
CLC number： X321

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和不断扩大的人

法从多维角度对岩口水库上游溪流和水库水质、富

类生产活动规模给河流、湖库饮用水源地带来了极

营养化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为岩口水库水质评价、

大的生态风险，过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在水体中

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控以及水生态可持续发展提

积累，导致水质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

供支撑。

重

。相比河流，湖库水体更新时间更长，氮、磷

[1 − 2]

等营养元素更容易积累而导致湖库富营养化，已有
研究表明，我国水库的富营养化问题不容乐观[3 − 5]。

材料与方法

1
1.1

研究区域概况

岩口水库位于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岩口村（29°17'25"～

岩口水库年平均库容 3 590 万 m3，集水面积

29°18'49" N，119°54'11"～119°55'13" E），是钱塘江

5 715 km2，其上游有 4 条主要溪流汇入，分别是斯

东阳江支流航慈溪的上游水体，总库容为 3 590 万 m3，

何溪、溪华溪、金傅翟溪和黄山溪，这 4 条溪各自

是一座以饮用供水、灌溉和防洪为主的中型丘陵水

流经水库周边的村落，如斯何村、溪华村、金傅翟

库 。岩口水库保护对象为上溪、义亭两个乡镇，根

村、黄山村、五星社村、周村和桃花坞村等，带来大

据义乌市规划，这两个乡镇纳入义乌十分钟经济

量氮、磷等营养物质，成为岩口水库主要的污染源

圈，处于浙中城市群“金义主轴线”的中心区域。近

之一；根据岩口水库汇水情况，将水库分为 3 个区

年来，以城镇建设为依托，该区域内工业发展势头

域：库坝区、库中区、库尾区，见图 1。根据义乌市

强劲，形成了塑胶、玩具和五金为主导产业的特色

当地情况，本研究中四季划分为：春季（3～5 月）、

制造基地，由此可见，岩口水库的地理位置十分重

夏季（6～8 月）、秋季（9～11 月）和冬季（12 月～次

要，直接关系到义乌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岩

年 2 月）。

[6]

口水库上游有 4 条主要支流，即斯何溪、溪华溪、
金傅翟溪和黄山溪，流域内主要村落则依溪而建，
主要包括斯何村、溪华村、金傅翟村、黄山村、五星
社村、周村和桃花坞村等，产生的农村生活污水则
经几条溪流最终汇入岩口水库。由此可知，水库周
边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会导致岩口水库污染严
重，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日趋提高，严重威胁到岩口
水库作为重要饮用水源地的生态功能以及周边居
民的饮用水安全 [7]。为了有效控制水体污染，需要
对岩口水库的水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明确岩口水
库流域各水体的污染状况。
自 20 世纪以来，水质评价方法不断出现并发
展完善，其中单因子评价法、多元统计评价法、模

图1

1.2

岩口水库流域主要上游溪流及水库分区示意图

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糊综合评价法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法等是比

本研究在各个支流的入库口以及水库分区中

较主流的评价方法
。本文于 2013～2018 年间，
在岩口水库上游溪流的入湖口设置采样点，并根据

心设置采样点（图 1），逐月采集水体样品，水库中，

岩口水库地理特点将水库分区，分别设置采样点，

库坝区有上游支流汇入，另采集水库库坝区深层水

逐月监测上游汇入溪流以及水库的主要水质指标，
分析上述水体水质因子的时空变化规律。在此基

体样品（距离水面 4 m）。本文中水体样品采集参考

础上，采用单因子评价法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

采样点分别采集 100 mL 水样，装入干净的聚乙烯

[8 − 12]

采集表层上覆水（距离水面 0.5 m 深处），由于水库

《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494—2009》 [13] 进行，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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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瓶，密封后置于 4 ℃ 保温箱中保存，并运送回

表2

实验室进行水质分析。采集水样的同时，在现场使

综合营养指数范围

营养状态标准

用便携多参数水质仪（哈希 SL1000 多通道便携式

TLI（Σ）<30

寡营养

水质分析仪）测定各个采样点的 pH 值和溶解氧

30≤TLI（Σ）≤50

中营养

（DO）。带回实验室的水样分别采用碱性过硫酸钾

50<TLI（Σ）≤60

轻度富营养

联合消解法和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体总氮

60<TLI（Σ）≤70

中度富营养

TLI（Σ）>70

重度富营养

（TN）和总磷（TP）的质量浓度[14]。
评价方法

1.3

单因子评价法比较常见，主要是对比单一水质
指标与目标标准之间的差别进行评价，本文不再赘
述，详见已有研究和标准[8, 15]。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TLI（Σ））则参考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导则》（讨论稿
18 页），对岩口水库支流和水库水体进行评价。综
合营养状态指数计算，见式（1）。
T LI (Σ) = Σmi=1 Wi · T LI(i)

（1）

式（1）中，TLI（Σ）为综合营养状态指数，Wi 为
第 i 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TLI(i) 为
第 i 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以叶绿素 a（chl a）为
基准值，则第 i 种参数均一化后的相关权重计算，见
式（2）。

数据分析

1.4

本研究使用 Excel 2016 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
使用 GraphPad（V7.0）作图。采用综合营养指数评
价法评估水体的营养状态后，对不同营养状态赋
值，“5”、“4”、“3”、“2”、“1”分别代表“重度富营
养”、“中度富营养”、“轻度富营养”、“中营养”和
“寡营养”状态。赋值后的数据作热力图，展示不同
水体营养状态的时空变化。

2

结果与讨论
岩口水库流域水质因子时空变化规律

2.1

本研究于 2013～2018 年间，逐月监测岩口水
库上游支流及水库水体的主要水质指标，生成
72 组监测数据，监测结果见图 2～5。

r2
Wi = m ni
∑
rni

（2）

溶 解 氧 与 pH 值 时 空 变 化 规 律

2.1.1

2013～

2018 年上游支流与岩口水库水体溶解氧检测结果

i=1

见图 2。

式（2）中，rni 为第 i 种参数与基准值叶绿素 a 的
相关系数，m 为评价参数的个数。

图 2 可见，监测期间，上游支流的 DO 浓度大
部分时间基本相同（图 2a），在 5～12 mg/L 之间波

我国湖库的叶绿素 a 与其他参数之间的相关
关系rni 及rni2 见表 1。
表1

水库营养状态分级标准

动，变化规律也基本一致。相似地，水库的库坝、库
中和库尾区的 DO 浓度大部分时间基本相同，在

我国湖库部分水质指标与叶绿素 a 的
相关关系rni和rni2 值

6～13 mg/L 之间波动，并且变化规律也基本一致
（图 2b）。整体而言，上游支流的 DO 浓度在春、夏

参数

叶绿素a

TN

TP

季波动明显，这与这两个季节内，当地降雨较多，地

rni

1

0.820 0

0.840 0

表径流携带氮、磷等营养元素进入水体，增加了水

2
rni

1

0.672 4

0.705 6

体微生物的耗氧量以及底层有机物分解的耗氧

本文中，营养状态指数计算，见式（3～4）。
T LI (TN) = 54.53 + 16.94 · LN (TN)

（3）

T LI (TP) = 94.36 + 16.24 · LN (TP)

（4）

量 [16]。但在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间，几条
支流的 DO 浓度波动极小，并且斯何溪的 DO 浓度
优于其他几条溪流；同样地，在此期间水库各分区
的 DO 浓度波动也较小，库坝区表层水体 DO 浓度

式（3～4）中，TN 与 TP 质量浓度单位为 mg/L。

高于库坝区深层水体，并且高于库中区与库尾区的

本文采用 0～100 一系列连续数字对岩口水库

DO 浓度。综合而言，这可能与当地该段时间的降

的营养状态进行分级评价，具体分级标准见表 2，在
相同营养状态下，指数数值越高，其营养程度越高，
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风险越高。

雨较少有关。
2013～2018 年上游支流与岩口水库水体 pH
值的动态变化，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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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3～2018 年上游支流与岩口水库水体溶解氧检测结果

图3

2013～2018 年上游支流与岩口水库水体 pH 值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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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是衡量水环境水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对

（pH>7），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间，不同支流

水体中的各种物理化学反应均有重要影响 。图 3

间 pH 动态变化差异明显，而之后的 pH 动态变化

可见，支流与水库水体大部分时间内偏碱性

趋于一致（图 3a）；而在整个监测期间内，水库不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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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的 pH 值动态变化规律更为一致，显示出水库

加 水 库 水 体 的 富 营 养 化 风 险 [7, 18]。 因 此 ， 根 据

具有更好的 pH 缓冲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监测

2013～2018 年监测数据，应对岩口水库 pH 值的动

期间，岩口水库的 pH 值每年 4 月至 9 月较高，超

态变化规律提高关注度。

过 8.5，水体碱性较强，这会影响磷与水库沉积物的

2.1.2

吸附和离子交换作用，增加底泥的磷释放，从而增

游支流与岩口水库水体 TN 的动态变化，见图 4。

图4

TN 与 TP 时空变化规律

2013～2018 年上

2013～2018 年上游支流与岩口水库水体 TN 检测结果

图 4 可见，监测期间，上游各支流总氮浓度的

地表Ⅲ类水，只在少数时间段超过限值，特别是在

时空变化规律较复杂，各支流出现 TN 浓度峰值的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4 月 以 及 2018 年 年 底 之

时段并不完全一致（图 4a），显示出时空上的差异

后，具体原因需结合当地情况进一步分析。

性；相反地，岩口水库不同分区的 TN 变化规律一致
性很高（图 4b），时空上的差异性不明显。

2013～2018 年上游支流与岩口水库水体 TP
的动态变化见图 5。

黄山溪、金傅翟溪、斯何溪和溪华溪多年 TN

上游各支流 TP 浓度分析显示，其时空变化规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0.869、 0.678、 0.884 和 1.404 mg/L，

律更复杂，一致性较差（图 5a）。黄山溪、金傅翟

其中以溪华溪的 TN 水质最差，多年平均 TN 浓度

溪、斯何溪和溪华溪多年 TP 平均值分别为 0.15、

超过地表Ⅲ类水限值（TN≤1 mg/L），成为岩口水库

0.11、0.13 和 0.16 mg/L，多年平均 TP 浓度未超过

主要的 TN 污染来源，但是也应注意到，其他支流也

地表Ⅲ类水限值（TP≤0.2 mg/L），但是各个支流在

有部分时段的 TN 浓度超过地表Ⅲ类水限值，这也

部分时段内 TP 浓度依然超过了地表Ⅲ水限值，并

与各个支流周边居民的生活活动密切相关，生活污

且溪华溪的 TP 超标情况明显。与 TN 类似，TP 的

水的直排导致过量的氮汇入水体，因此仍需关注和

峰值一般出现在冬季，但是夏季也偶有超标，如

研究相应的治理方案及措施。深入分析发现，各个

2013 年和 2015 年的金傅翟溪。

支流的 TN 浓度峰值基本出现在冬季，而夏季的

水库的 TP 时空变化规律也比较复杂，其中库

TN 浓度较低，这是因为低温条件下水体中原位微

尾区的 TP 浓度波动较大，其次是库中区（图 5b）。

生物群落的活性较低，不能有效地去除水体中的氮。

其多年平均 TP 浓度介于 0.02～0.03 mg/L 之间，但

岩 口 水 库 不 同 分 区 的 多 年 TN 平 均 值 介 于
0.52～0.53 mg/L 之间，水库水质绝大部分时间优于

是部分时段 TP 的峰值也超过了地表Ⅲ类水限值
（湖库，TP≤0.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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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3～2018 年上游支流与岩口水库水体 TP 检测结果

综上分析结果，虽然大部分时间内，多数水体

岩口水库流域水体营养状态评价

2.2

的 TN 和 TP 浓度尚优于地表Ⅲ类水，但是水库水

2.2.1

质恶化的风险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评价不同水体

生 富 营 养 化 的 TN 浓 度 为 0.2 mg/L、 TP 浓 度 为

的营养状态，从而对水体的污染程度有更清晰的

0.02 mg/L[19]，因此本研究选用这两个限值评价岩口

认识。

水库各水体的 TN 及 TP 富营养化风险，见图 6。

图6

单因子评价法

国内外一致认可的水体发

单因子评价法评估岩口水库水体营养状态

图 6 可知，监测期间 72 个样品中，黄山溪、金

品中，库坝表层、库坝深层、库中区、库尾区分别有

傅翟溪、斯何溪和溪华溪分别有 67、65、66 和 70

65、68、68 和 65 个样品的 TN 浓度超过 0.2 mg/L，

个样品的 TN 浓度超过 0.2 mg/L，而上述支流分别

但 相 应 水 体 分 别 有 29、 22、 32 和 35 个 样 品 的

有 70、71、71 和 71 个样品的 TP 浓度超过 0.02 mg/L，

TP 浓度超过 0.02 mg/L，即超过 90% 的样品中氮超

即超过 90% 的样品中氮、磷超过富营养化限值，存

过富营养化限值，相对而言，低于 50% 的样品中磷

在极大的富营养化风险。各支流具有一定的流动

超过富营养化限值。

性，减轻了“水华”的暴发，但各支流汇入岩口水库

上述结果分析可知，氮仍是目前岩口水库流域

后，由于水库的更新周期较长，这会给水库本身带

水体富营养化治理的关键，但上游支流持续地汇入

来极大的富营养化风险。对岩口水库而言，72 个样

带来超量的磷，因此由磷导致的富营养化问题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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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起注意。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

2.2.2

7

流域不同水体 2013～2018 年间的整体营养状态。
本研究以 TN 和 TP

上游 4 条溪流的整体富营养化程度由高至低依次

为核心指标，采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进一步分

为：溪华溪（评价总计 232）、黄山溪（评价总计 211）、

析上游支流及岩口水库营养状态的时空变化规律，

斯何溪（评价总计 203）和金傅翟溪（评价总计 187）

将不同的营养状态赋值后加和，用以反映岩口水库

（图 7a～d），而库区的整体营养状态尚可（图 7e～h）。

注：“5”、“4”、“3”、“2”、“1”分别代表“重度富营养”、“中度富营养”、“轻度富营养”、“中营养”和“寡营养”状态

图7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评估岩口水库水体营养状态

图 7 可知，上游支流中，溪华溪整体的水质较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水体富营养化程度

差，处于轻度至重度富营养化状态的时段较多

明显上升，但大部分时间处于中营养至轻度富营养

（图 7d），这与本研究前述结果一致；2018 年后，溪

化状态（图 7c）。

华溪水体营养状态呈现变好趋势，全年大部分时间

相比而言，岩口水库大部分时间水质较好，营

处于中营养状态。黄山溪大部分时间处于中营养

养状态较低，处于寡营养至中营养状态（图 7e～h）。

至 轻 度 富 营 养 化 状 态 ， 但 2016 年 冬 季 （ 2016 年

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底，岩口水库的营养状态明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水质较差，富营养化程度上升

显上升，成为轻度富营养化，这与上游支流营养状

（图 7a），这与本研究前述结果一致，即冬季水质变

态上升有密切关系（图 7a～d）。整体分析来看，

差，TN 浓度较高，水体富营养化程度上升。金傅翟

2018 年之前，氮、磷营养元素由上游支流汇入岩口

溪大部分时间处于中营养状态，2018 年之前水体富

水库，彼时岩口水库有较大的环境承载力，因此水

营养化状况时有发生，如 2013～2015 年，但水体营

库的营养状态变化不大；随着时间推移，氮、磷在水

养状态整体呈现变好趋势（图 7b）。斯何溪水体营

库中持续累积，终会降低水库的环境承载力，导致

养 状 态 变 化 规 律 与 黄 山 溪 类 似 ， 2014 年 冬 季

水库的营养状态上升以及富营养化，在岩口水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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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水环境治理中应予以高度关注。
2.3

岩口水库流域水体富营养化防治措施建议
结合分析结果，本文认为现阶段岩口水库水体

防治应遵循“先控外源污染汇入，再治内源积累”的
基本原则，并且未来 2～3 年内岩口水库的防治工
作重点仍应以外源污染控制为主，建议如下。
1）进一步控制上游支流农村污水排放，加强当
地村落手工小作坊排污监管力度，杜绝生产污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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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与单因子法相似，上游支流特别是溪华溪的
富营养化程度较高，而岩口水库的营养化程度较
低，但应关注岩口水库营养化程度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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