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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三个方面, 即泥沙颗粒本身的性质, 污染水体中泥沙运动特点如污水氧化塘中的泥沙

运动、河口段的泥沙运动, 天然水体中污染物如重金属、难降解有机污染物、营养性污染物和油

污染物迁移转化、归宿现象, 阐述了将环境科学主要是水环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水化学和水

利工程科学主要是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结合起来研究水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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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颗粒 (实际是无机固体颗粒) 在水体中的运动遵循水利工程科学的规律, 一直是泥

沙工作者研究的对象。在实际的水环境中, 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既有物理迁移也有化学迁移, 而

且还往往伴有化学及生物化学的转化过程。因此, 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既有遵循环

境科学规律 (主要是化学、地学和生物科学) 的一面, 也有遵循水利工程科学规律的一面。在

以往的研究中, 环境科学工作者注意强调了污染物迁移转化遵循环境科学规律的一面 (这是

十分必要的) , 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遵循水利工程科学规律的一面。由于大多数污染物以泥

沙颗粒为载体迁移转化, 绝大多数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过程受泥沙运动的强烈影响, 因此, 只

有将水利工程科学和环境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和描述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过

程。

在文献 中, 详细论述了在污染物产生、治理、控制、迁移转化和归宿研究的各个方面

泥沙运动的痕迹和影响。本文仅讨论在水环境容量 (水质) 研究中结合泥沙运动、泥沙在污

染水体中运动的研究结合水质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 这一问题两个方面的研究

均需要将环境科学的某些学科, 如水环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水化学、水污染控制工程和

水利工程科学的某些学科, 如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结合起来。

1　结合环境科学研究泥沙运动

泥沙作为水质悬浮物浓度指标的主要部分, 在研究它对水质产生影响时, 结合泥沙运动

进行研究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值得注意的, 过去泥沙科学研究的泥沙实际指的主要是 “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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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颗粒”。在污染水体中, 泥沙颗粒的运动, 特别是细颗粒泥沙的运动与 “清洁干净”水体

中的运动可能有较大的不同, 因此需要结合环境科学研究泥沙运动。泥沙科学工作者早已注

意到, 在研究河口区的泥沙运动时, 必须考虑 “盐度”对细颗粒泥沙絮凝的影响。这是泥沙

工作者 “自觉”结合 “水质”研究泥沙运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污水氧化塘是常用的处理污

(废) 水的工程措施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 进入氧化塘的废水中有大量的悬浮物, 导

致氧化塘大量淤积, 影响氧化塘的出水水质和氧化塘的使用寿命, 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

费。污水氧化塘中的泥沙由于受到高度的有机污染, 其性质不同于以往概念中的 “泥沙”。实

际上, 在污水氧化塘中的泥沙有很大一部分是有机质, 在冲淤变化的同时会由于生物化学作

用而降解, 一般可降解的量点总固体量的 40%左右。因此, 用一般的泥沙数字模型来研究污

水氧化塘的悬浮物浓度和沉积规律, 会夸大水中的泥沙浓度和淤积量 [ 1]。在重金属污染水体中

泥沙颗粒的运动, 特别是细颗粒泥沙的运动会受到重金属的显著影响, 如沉降会由于重金属

的存在而引起大规模的絮凝, 因此, 也不同于一般概念中的泥沙运动。总之, 污染水体中泥

沙颗粒的运动有新的特点, 需要结合环境科学来研究泥沙运动。

2　结合泥沙运动研究纳污水域水环境容量

纳污水域水环境容量研究中的泥沙问题是目前水利界和环境界在泥沙和环境关系问题上

最关注的热点之一。早在 80年代初, 张书农教授率先在国内明确提出 “利用泥沙分析河流金

属污染”的观点。

2. 1　水环境容量

在一定的环境目标下, 某一水域所能承担外加的某种 (类) 污染物的最大数量, 称为该

污染物在这一水域的水环境容量
[ 1]
。研究水环境容量, 首先应研究进入水体污染物的迁移转化

状况。

由于污染物种类繁多, 可按其对水环境造成污染危害的不同进行分类: A 固体污染物, 主

要是泥沙; B 需氧污染物, 能通过生物化学作用而消耗水中溶解氧的物质。绝大部分有机物为

需氧物, 可称为生化有机物。可生化有机物根据被微生物分解利用的难易程度, 可分为难降

解有机物和易降解有机物; C毒性污染物, 废水中对生物引起毒性反应的化学物质, 主要有三

大类: 无机化学毒物重金属, 有机化学毒物和放射性污染物; D 营养性污染物, 主要是氮和磷

的盐类。氮和磷的浓度分别超过 0. 2和 0. 02mg/ L 时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E 生物污染物, 主

要指废水中的微生物及其它有害的有机体; F 感官污染物, 废水中的异色、浑浊、泡沫、恶臭

等现象能引起人们感官上的极度不快; G酸碱污染物, 主要是进入废水中的无机酸和碱造成;

H 油类污染物, 包括矿物油 (石油) 和动植物油中的液体部分; I 热污染, 废水温度过高引起

的污染。毫无疑问, 不同类的污染物和同类中不同种的污染物和泥沙运动的关系程度是不同

的 , 有的十分密切, 如固体污染物, 其在水体中运动 (或说迁移转化) 正是泥沙运动力学研

究的核心; 有些不那么密切, 如热污染, 当然, 严格说来仍是有关的。本文主要讨论当水环

境中几种主要的污染物 (除固体悬浮物) 在水体中迁移转化与泥沙运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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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重金属污染物和泥沙运动

当前, 重金属污染物在水环境中迁移转化规律在所有污染物中研究得最充分, 取得的成

果也最多。文献 详细总结重金属污染物在天然水体中迁移转化的基本现象和实验室中研究

的基本结果, 进一步说明 “重金属污染物绝大部分都富集在泥沙颗粒上 ( 80%～90% ) , 以泥

沙颗粒为载体迁移转化”这一基本观点的正确性, 因此, 研究水环境的重金属污染必须和泥

沙运动相联系; 并从我国重金属污染的普遍性、严重性、河流众多且河流含沙量高的特点以

及我国主要的河流上都有极其丰富的水文、泥沙、水质同步观测资料的实际出发, 论述了在

我国结合泥沙运动开展水环境的重金属污染研究的特殊重要性及有利的客观条件。

2. 3　难降解 (有毒) 有机污染物和泥沙运动

由于石油工业和有机合成工业的蓬勃发展和有机合成产品的广泛应用, 人类向环境投放

的有机化学品迅速增加
[ 2]
。1950年世界生产的有机化学品为 500万 t , 到 1985年达 2. 5亿 t。

人类长期向环境投放化学品, 估计在过去 100年间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在全球环境中, 已造成

背景浓度由稍大于零增加到 1 ppb 的后果, 而今后 100年将使浓度由 1 ppb增加到 1 ppm 的

严重程度, 并且引起一系列危害深重的环境污染事件。

2. 3. 1　有机污染物毒性的认识过程

人们对污染物的毒性有一个认识过程。早期污染物的量以综合指标 ( BOD生化需氧量、

COD 化学需氧量、T OC 总有机碳等) 来反映。直至 60年代, 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是制定环

境质量标准还是实行监测与控制, 都还只有上述综合指标。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

到, 只有综合指标, 不足以说明环境问题, 更不能反映环境质量状况, 一大批有毒污染物特

别是占有毒化学品较大比例的有毒有机物没有包括在内。而现代医学恰恰证明, 即便在低浓

度下, 有毒有机物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到了 70年代,

随着气相色谱技术和色 -质联用技术等痕量有机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有毒有机物的监测、控

制和研究才真正开始实施。

由于有毒污染物为数众多, 不可能对每一种污染物均指定标准、限制排放、实行控制, 而

只能针对性极强地从中选择一些重点污染物加以控制。一般把这些优先选择的有毒污染物称

为 “环境优先污染物”。这些污染物的特点是, 难于降解, 在环境中有一定的残留水平, 具有

生物积累性, 有三致作用 (致癌、致畸、致突变) 或毒性, 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构成潜在

威胁。

有毒有机物在环境优先污染物中占的比例最大。现已查明, 许多痕量有毒有机物对综合

监测指标BOD、COD、T OC 等的贡献极小, 但危害很大。

2. 3. 2　研究水环境的有机污染必须和泥沙运动相联系

上面已指出, 有机污染物毒性强、环境行为复杂, 因此, 世界各国的环境科学工作者都

开展了有机毒物 (污染物) 在天然水体中迁移转化规律的研究, 当前重点是有机物在这种体

系中的吸附分配行为。目前, 有机物在这种体系中的吸附机理基本上以表面吸附和分配理论

两种观点相争于世[ 3, 4]。本文不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评述, 只列举一些事实说明结合泥沙运动研

究水环境有机污染的必要性。

酚是易挥发的有机化学毒物, 俗称 “挥发酚”, 是当前水质常规监测中的一种污染物, 这

里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可降解有机物的代表。徐云麟的研究表明[ 5 ] , 挥发酚的自净速度常数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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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含沙量与 K 值的关系[7]

F ig . 1. Relationship betw een Sedi-

m ent concentation and K

(自净遵循 c t= c0e
- K t

, 式中 t为时间; c0为初始浓度; ct 为 t时

刻的浓度; K 即为自净速度常数) 与悬浮泥沙浓度密切相关,

泥沙浓度升高, 自净速度加快, 如图 1所示。

邻苯二甲酸脂是邻苯二甲酸的一类重要衍生物
[ 6]
, 一般

可用着农药的载体、驱虫剂、化妆品、香味品和去泡剂的生

产原料及塑料的增塑剂, 是当前生产量大、应用广泛的合成

有机化学品之一。由于它具有低水溶度、低挥发性的特点, 因

而倾向于附着在固体颗粒物上,表现出很强的吸附亲和性,如

莱茵河荷兰段水中的浓度为 0. 41 ppb, 而沉积物中高达2100

ppb。

多环芳烃是被最早发现的环境致癌物, 至今仍是数量最

多、分布最广的一类致癌物。近年来的调查表明[ 2 ] , 空气、水体、植物等无不受到多环芳烃的

污染。多环芳烃的主要来源是焦化和石化工业的废水及现代交通工具各种机动车的废气中。水

体中的多环芳烃可能是呈三种状态: 吸附于悬浮固体上, 溶解于水和呈乳化状态。未受污染

的水体中苯并 [ a] 芘 (多环芳烃中的典型) 的溶解度为 0. 01 g / L , 而有悬浮固体物时其浓

度高达 50～2000 g / L。

DDT、六六六曾在我国农药施用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文献 [ 7] 提到, 在自然条件下,

曾观察到当湖水位很低时, 由于大风搅起底泥而使水中六六六含量明显降低的事实。笔者认

为这可能是由于水中悬浮泥沙增加对水中六六六吸附的缘故。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 DDT、毒

杀酚等在湖中的分布时, 发现这些农药能较快地进入沉积物中。该文作者用氧化塘底泥进行

试验, 表明底泥对六六六有很高的吸附能力, 分配系数高达 117. 6, 因此作者指出, 在沉积物

界面发生的吸附分配作用是六六六由水相向底泥相转移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

莫汉宏等整理蓟运河 1979～1980年有机氯农药污染的资料表明[ 8] , 河水中六六六和

DDT 的含量低于地面水标准, 但在底泥中, 两种农药的残留量仍然很大, 一般分别为 10～20

mg / kg 和 100 mg / kg。

曾前东等在苏州河底泥中采取 33个样品对 34种有机化合物进行了检测
[ 9]
。这 34种有机

污染物中多环芳烃 13种、氯苯 7种、多氯联苯、六六六 4种、DDT 两种、氯酚7种。定量检

测结果表明, 多环芳烃、六六六、氯酚、氯苯等存在于所有底泥样品中。至于底泥中这些污

染物是否会释放出来, 造成对河水的二次污染, 需要进行动态模拟试验才能确定。

丁蕴铮、郎佩珍等分别对第二松花江的有机污染进行了研究[ 10]。在第二松花江沉积物中

共检测出13类 51种有机物,而且沉积物中污染物浓度较水中相应污染物高 103～104 左右。上

述天然水体中发现的现象在实验室里也得到证实, 如六氯乙烷在松花江沉积物上的吸附分配

系数高达 2360。

综上所述, 水环境中有毒有机污染物 (难降解) 绝大部分富集在泥沙颗粒上, 以泥沙颗

粒为载体迁移转化。研究水环境中有毒有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必须结合泥沙运动进行。问题

的另一方面是, 影响水环境中有毒有机污染物迁移转化、归宿的机理还有生物降解 (富集)、

光解、水解等, 目前对这些机理的研究一般是在蒸馏水中进行 [ 11, 12] , 这和天然河流水体的实

际情况有较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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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营养性污染物、油污染物和泥沙运动

富营养化是湖泊、水库等水域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引起湖泊、水库富营养化的主要物

质是磷和氮的盐类。乡村氮、磷等营养物以泥沙颗粒为载体, 这是不难理解的。对城市, 施

为光的研究表明
[ 13]

, 成都市区地表累积物主要是小于560 m 的微粒, 而污染物氮、磷、重金

属、有机物等绝大部分吸附在泥沙颗粒上。

王晓蓉等对玄武湖水中磷的存在形态进行了测定并和太湖中的进行了比较[ 14]。结果表

明, 两湖中颗粒态磷的含量较高, 玄武湖水中总磷的平均值为 439 g / L , 颗粒态磷占 406 g/

L , 太湖水中总磷为 145 g / L , 颗粒态磷占 87. 9 g / L。研究中还发现, 颗粒态磷与藻类生长

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

图 2　太湖底泥磷扰动释放曲线[ 18]

Fig. 2. Release of P in the Taihu Lake

寥文根等研究了太湖底泥中磷的时空分布和释放速

率[ 15 ]。结果表明: A底泥中磷的分布趋势与水体的水质

分布规律相吻合, 在接纳大量污水的区域, 底泥中磷的

积累也多; B 底泥被扰动再悬浮明显促进了底泥磷的释

放, 如图 2所示。

随着扰动增加, 悬浮泥沙浓度增加, 在相同的环境

条件下, 底泥磷释放量加大。

戴树桂等研究了 NO
-
3 - N、NH

+
4 - N 在底泥的扩

散、吸附以及 NO
-
3 - N 的反硝化过程

[ 16]。在泥水界面,

NH
+
4 - N 主要向上覆水中扩散, NO

-
3 - N 主要向间隙水

中扩散, 扩散到间隙水中的 NO
-
3 - N 45%被吸附, 30%

因反硝化作用而失掉。

油是常规水质监测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一种疏水粘性物质, 在水中的溶解度非常小。王

宏等的研究表明
[ 17]

, 在有悬浮物 (泥沙) 存在时, 不能忽视悬浮物对油的吸附分配, 其分配

系数在 1000左右。

以上数位研究者的结果均表明, 氮、磷等富营养化污染物和粘性疏水污染物油在水环境

中的迁移转化也必须考虑泥沙运动的影响。

3　结　　论

以上主要讨论了污染水体中结合环境科学研究泥沙运动及水环境容量 (水质) 研究中结

合泥沙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当指出, 泥沙运动引起的环境问题及水环境中的泥沙问题

很多, 如在环境监测中, 水质分析是取清水 (浑水过滤的清液) 还是直接取浑水对黄河差别

是很大的。在黄河水质检测中业已发现, 对重金属污染物取清水水质能达标, 而取浑水则水

质一般不能达标。如取浑水, 该取水面还是河底? 另外, 浑水中的重金属在一定条件下会释

放出来, 此时又该如何考虑? 后一问题在制订底质污染物监测标准时尤为重要。因为底质受

到扰动再悬浮时, 大多数污染物会释放出来。又如在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中, 泥沙问题更多, 本

文只对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提一点疑问, 其它不再赘述。当前, 对工程的环境影响进行

评价时, 均采用工程前的水文、泥沙及河道地形资料, 不考虑工程建设成功运用后, 对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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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的影响。这一点对某些水利工程显然是不全面的, 如大型的河道治理工程, 更合理的做

法也许是, 在进一步定量预估工程对河道演变影响的基础上, 再评价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河流水体众多, 且水体含沙量较高的国家, 在我国的主要河流水体上均有比

较系统的水文、泥沙、水质同步观测资料; 同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人口众多, 经济还

不发达, 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因此, 在我国结合泥沙运动研究水环境污染、结合环境科学研

究污染水体泥沙运动, 既势在必行, 也具有有利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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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ant Transport-Transformation in Aquatic

Environment and Sediment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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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of thr ee aspects, propert ies of sediment part icles, charac-

teristics of sediment mo tion in polluted w aters, such as, sediment mot ion in the

sew age oxidat ion pond and in river mouths, and transport-t ransformat ion of heavy

metal pollutants, non-degr adable org anic mat ters, nut rit io nal sustances and o il pol-

lutant in natural w aters, w 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se discus-

sion, it is necessary to us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uch as, w ater environment

chemist ry , environmental g eochemist ry and hydrochemistr y, and hydr aulic sci-

ences, for ex ample, hydraulics and mechanics of sediment mot ion to study the

pr oblems in aquat ic environment .

Key words : aquatic env ironment ; pol lutants; tr ansport-t ransformat ion;

sediment mo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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