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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两个方面, 即水环境中的泥沙问题和泥沙运动引起的环境问题出发, 说明了环境中泥

沙问题的普遍性, 指出了结合泥沙运动研究环境问题和结合环境科学研究泥沙问题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并将这方面的工作概括为 “环境泥沙学”。它研究受泥沙运动影响的污染物 (包括泥沙颗粒

本身) 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控制及其应用, 其核心是将水利工程科学主要是水力学、泥沙

运动力学和环境科学的某些学科, 如环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等结合起来, 研究与泥沙运动有关

的环境问题, 并对其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探讨。这方面工作的深入, 必然推动环境科学的加快

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 也将推动泥沙科学的向前发展和丰富泥沙科学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　环境问题　泥沙运动　环境泥沙学

分类号　TV142; X142

文献 [ 1]、 主要讨论的是环境中的泥沙问题。在这两篇文章中已明确提出水质分析中

的悬浮物浓度 (指标) 主要是泥沙浓度。不仅如此, 在泥沙运动的过程中, 将产生一系列的

环境问题。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结合文献 、[ 1] 讨论的环境中泥沙问题的普遍性及本文讨论的泥沙运动引起的环境问

题可以看到, 研究这两方面的问题均要求将环境科学的某些学科如环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

和水利工程科学的某些学科主要是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结合起来进行。本文将这方面的工

作概括为 “环境泥沙学”, 并对其研究内容、方法等进行了讨论。

1　泥沙运动引起的环境问题

泥沙运动引起的环境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说来, 泥沙运动、河床演变本身即是

环境问题之一, 水质指标中的悬浮物指标即主要指泥沙; 狭义说来主要是指泥沙运动、河床

演变引起的水质问题。本文讨论的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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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运动引起的环境问题很多, 这一点已逐渐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如水土流失将引

起面源污染, 河流疏浚将引起污染物释放, 同时加大或减小污染物的运送速度, 因而对上下

游的水质将有不同的影响。又如筑坝建库, 将改变下游河道的水文特征、河道特征, 引起下

游河道排污能力的显著变化, 库区淤积, 将使下游来沙量减少, 减少下游河道营养物的来源,

同时库区淤积物也会引起水质的一系列变化, 等等。本文不对各种 (水利) 工程引起的环境

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作为一般起见, 只讨论下面几种简单情况。

1. 1　悬浮泥沙运动引起的环境问题

文献 、[ 1] 已提出泥沙颗粒对重金属污染物、有机污染物的吸附与解吸作用, 泥沙颗

粒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与其物质组成是分不开的。尽管泥沙颗粒是一种组成相当复杂的自然

体, 但一般均含有机质和矿物质。悬浮泥沙和氧接触时, 其中所含的有机质可能被氧化, 消

耗水中的溶解氧, 增加 BOD、COD的含量, 因而会影响水质。

一般说来, 泥沙颗粒上的有机质含量相当低 (受到有机污染除外) , 因此在低含沙河流上,

不会对水质造成明显的影响, 这是不难理解的。但对黄河这样含沙量高的河流, 情况可能不

一样, 郭怀成注意到了这一点[ 2]。他对黄河中游 (潼关- 三门峡) 水质监测数据进行了系统分

析, 发现各断面浑水的COD值随着悬浮泥沙浓度的升高而增大, 水体中 COD的大小与悬浮

泥沙浓度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因而他指出, 尽管本河段悬浮物中有机质含量在 0. 6%～1%,

比较低, 但由于单位体积浑水中悬浮物含量大, 将使浑水的耗氧强度增大, 致使 COD、BOD

升高, 存在对本河段水体构成有机污染的潜在威胁。更进一步, 他对不同悬浮物浓度在搅拌

和不搅拌条件下对 BOD5的影响进行了试验, 结果如表 1。

表 1　不同悬浮物含量在搅拌和不搅拌中的 BOD5
[ 2]

　Table 1. Variations of BOD5 with suspended matter

concentration with or without stirring

条　件
悬浮物含量/ kg·m- 3

0 10 20 30

搅　拌 0. 37 3. 45 7. 20 7. 65

不搅拌 0. 29 2. 66 4. 44 4. 89

　　注: 采用培养后静止沉淀的办法, 除去悬浮物对 BOD测定

的干扰。

　　可见, BOD5 随着悬浮物含量的增加

而加大 (搅拌使泥沙全部悬浮起来, 使得

水- 悬浮物界面增大, 扩大了微生物降解

有机物的活动范围)。实际上, 悬浮物除了

耗氧作用外, 也会间接影响河流的复氧作

用。从泥沙运动的角度看, 这主要是悬浮

泥沙的存在, 将抑制水流的紊动强度, 从

而减弱水面空气向水体的掺混扩散作用。

1. 2　底泥对水体水质的影响

环境科学中的底泥相当于河流泥沙研究中的推移质和床沙, 但其组成一般是泥质。底泥

的组成更加复杂, 在其中或多或少总生活着一些生物。底泥对水体水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但

主要的过程有: A耗氧作用, 包括微生物、底栖生物的呼吸耗氧和底泥中还原性物质如亚铁、

硫化氢及有机质的氧化耗氧; B释放作用耗氧, 由于水流或生物扰动作用而使底泥再悬浮向上

覆水释放有机质和营养性物质而耗氧, 底泥间隙水中的耗氧物质通过泥—水界面向上覆水扩

散而耗氧。

刘富强等对珠江广州段员村河段的底泥耗氧特征进行了研究[ 3] , 结果如图 1。

　　可见, 耗氧过程随时间的变化是一条逐渐平缓的曲线, 他的试验还表明, 不同水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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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水期和丰水期不同温度下底泥耗氧 (引自文献 [ 4] )

F ig . 1. Oxygen consumed by bed mud at differ ent t emperature dur ing high-flow per iod and low -flow per i-

od

底泥的来源不同, 因而其耗氧过程也会有一定差别。

当底泥受到水动力作用再悬浮时, 底泥释放污染物的速率明显加大, 因而对水体水质的

影响更加显著。朱加征等的研究表明
,

, 水流流速加大时, 耗氧速率呈线性增长。

1. 3　河道成型堆积体对环境的影响

河道成型堆积体洲、滩是河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水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 特别是浅

滩、边滩, 由于流速小、泥质组成, 是水生植物、水生动物、水生微生物的重要生成地, 是

鱼类摄取饵料的重要场所和产卵地 。

在长江 [ 4] , 底栖动物多处于沿岸地带, 尤其是中下游岸边水流平缓、底质为沙质并带有淤

泥的地方, 而水流流速超过 1. 5m/ s、底质为石块或砾石的地方则极为稀少。浮游植物、浮游

动物、底栖动物不仅是鱼类的饵料生物, 而且对水域的自净也起着重要作用, 一些摄食细菌

和有机腐屑的水生物, 对水域也能起一定的自净作用。这些鱼类饵料生物一般都生长、浮游、

繁殖在洲、滩和岸边缓流带。总之, 保护水生态系统、保护水环境, 也必须保护好洲、滩。

洲、滩演变是泥沙运动力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它在环境中的作用过去的研究是不够的, 今

后应将洲、滩演变和它对环境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

1. 4　河床演变对水体水质的影响

由于大多数取、排水口布置在河道岸边附近, 因此尽管河床演变不影响总的排污量和总

的水体水质, 但对一定范围水体水质的影响不容忽视。

文献 [ 5] 报道, 某炼油厂位于 C江岸边。该厂的石化废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 集中于

总排污口自流 C 江岸边, 近岸稀释下泄。自 1958年建港以来, 由于 C江岸边逐年演变, 边滩

不断下延, 导致港区逐年淤积, 形成倒套。近岸水域在涨潮期间出现大片回流, 入江污水不

能顺畅下泄, 污染整个港区和水源 (取水口附近) , 以至该厂自来水中有明显的油味和酸渣味,

枯水季节尤甚。这是河床演变影响水体水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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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人们逐渐认识到河床演变对水体水质的影响。一般在选择取、排水口位置时, 都

对江段的河床演变特性进行分析, 并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预防不利的河势出现。

2　环境泥沙学

2. 1　环境科学和水利工程科学中的泥沙运动力学

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环境质量及其保护和改善的科学
[ 1]
。它是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

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性科学, 至今, 这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尚处

于发展之中。

本世纪 50年代, 由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许多自然科学家, 包括生物学、化学、地学、

物理学等学科的学者对环境问题开始调查和研究。他们在原学科的基础上, 运用原学科的理

论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 逐渐出现了一些分支学科如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环境地学、环

境物理学等, 正是在这些分支学科的基础上, 孕育产生了环境科学。目前, 一般将环境科学

分成七类, 但尚未统一, 即便如此, 更次一级的学科也在蓬勃发展之中。

钱宁先生等
[ 7]
认为, 泥沙运动力学是研究泥沙在流体中冲刷、搬运和沉积的科学。工农业

废水流入江河会改变水质, 同时污染江河中的泥沙, 使这些泥沙成为长期存在并不断积累的

“污染源”。并认为在环境科学研究中, 泥沙在不同条件下的扩散和离散是一个重要课题。

2. 2　环境泥沙学

时至今日, 生产实践和科学发展使我们进一步看到, 研究环境问题必须结合泥沙运动进

行 、[ 1]。这主要是因为泥沙颗粒在污染环境中的运动, 如氧化塘中泥沙颗粒的运动已很不同于

“清洁干净”水体中的运动, 仅用水利工程科学中的泥沙运动力学的观点和方法是很难描述的,

同时泥沙运动也将引起一系列环境问题。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

归宿和泥沙运动密切相关, 不考虑泥沙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便不能正确理解和完整描述污染物

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 、[ 1]。后一观点当前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要求把

环境科学的某些学科如环境化学、环境地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工程等和水利工程科学的某

些学科如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可把这方面的工作称之为 “环境

泥沙学”。因此, 环境泥沙学是研究与泥沙运动有关的 (受泥沙运动影响的) 污染物 (包括泥

沙颗粒本身) 在环境中迁移转化的规律及其控制、应用的科学。它不同于环境水力学, 因为

环境水力学
[ 8]
主要研究示踪污染物 (溶于水, 与水无密度差) 和保守物质 (没有生化降解过

程) 在水体中的扩散与输移规律; 它也不同于环境水化学, 因为环境水化学
[ 8]
研究人类活动和

水体化学性质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效应之间的互相关系, 它和上述两学科及环境水文学等

并列成为环境水利学的基础学科。

2. 3　研究内容

环境泥沙学作为环境科学与水利工程科学交叉的一门边缘科学, 具有客观、独立的研究

对象。它的研究内容是极端丰富的, 主要有: 环境中颗粒物的性质; 泥沙运动 (河床演变) 在

污染物迁移转化、归宿、治理、控制中的作用及影响; 水环境中污染物迁移转化的规律及水

环境容量的计算方法; 泥沙运动、河床演变及水利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以及水质对泥沙运动、

河床演变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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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在环境泥沙学研究中, 笔者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进行如下课题的研究:

( a) 固体颗粒的物质组成及其表面特性, 如污染和未污染水体中颗粒物质的组成、粒度分

布、水系统颗粒物的表面特性如表面电荷、聚合作用、与污染物的缔合作用等及它们的影响

因素和随时间变化的特性。

( b) 污染物和颗粒物结合的机制、影响因素和量化 (数学描述) 及污染颗粒释放污染物

的机制、影响因素和量化。需要注意的是污染物种类不同、差别很大。影响因素包括水环境

化学条件和水力学条件。

( c) 与颗粒物结合的污染物的生物效用, 同样, 不同种类的污染物可能差别很大, 对有些

污染物如重金属甚至要研究与颗粒物结合的污染物的形态及各结合态的生物效应。

( d) 泥沙颗粒 (污染或未污染) 在污染或污染水环境中的动力学, 包括沉降、起动、冲

淤变形等目前泥沙研究的各个方面 (主要是水质对泥沙运动的影响)。

( e) 泥沙在污染物迁移转化中的作用及其数学描述, 包括泥沙浓度效应、泥沙粒径效应、

混合沙的作用模式、水流紊动 (泥沙交换) 的影响及模式等。

( f ) 面源污染产生、发展及其对水质影响的研究和数学描述及其它水利工程的环境问题。

无容置疑, 由于这些研究课题均具有现实的生产背景, 因此, 研究成果一方面具有明确

现实的生产应用价值, 另一方面也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环境泥沙学本身。

2. 4　研究方法

和别的工程学科一样, 概括起来, 环境泥沙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 ( A) 现场观测调查。对

河流水体中的水流、泥沙、河床演变、水质、污染物进行直接观察和测量; ( B) 室内试验。在

实验室内对水流、泥沙、污染物进行试验研究 ; ( C) 理论分析。运用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

和环境科学某些学科如环境化学、环境地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对水流、泥沙运动、河床演

变、水质、污染物迁移转化进行理论分析, 并使用数学分析方法, 求出问题的理论解; ( D) 数

值计算。借助电子计算机求解水流、泥沙运动方程及水质、污染物迁移转化方程 , 通过数值

计算求得工程实际问题的近似解。

但环境泥沙学研究方法还有自己的特点, 这主要表现在将水利工程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环

境科学某些学科对污染物 (水质) 研究方法的结合上。如环境化学的静态试验法, 采用的容

器很小, 容器内水、泥沙、污染物通过搅拌充分接触。这种方法简单、经济、易于操作, 但

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 此时, 可采用泥沙研究中常用的水槽试验, 甚至采用实体模型试验作

进一步的研究。实际试验时, 水流、泥沙的控制、测量可采用泥沙研究中已比较成熟的技术,

如浑水系统、流速测量仪器等。污染物的检测, 则采用环境化学的方法, 如气相色谱法、原

子吸收光谱仪、离子色谱法、色谱—质谱联合分析法等。

3　结　　语

分析和总结了环境中的泥沙问题和泥沙运动引起的环境问题, 指出研究这些问题需要将

水利工程科学和环境科学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 并将这方面的内容概括为环境泥沙学。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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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工作的深入开展, 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极大的推动泥

沙科学的发展, 促使环境泥沙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成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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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Sediment Motion

and Mechanics of Environmental Sediment

Huang Suil iang and Onyx W. H. Wai

(Beij ing N ormal Iniver sity , Beij ing 100875)

( The H ong K ong P oly techr ic Univ er sity , H ong K ong)

Abstract: Sediment problems in the env ironment , and enviro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sediment mot 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Sediment pr oblems in the

environment are very common in nature and there ex ist effects of sediment mo tion

on the environment al l the t ime and everyw here. It is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combine w ith sediment mot ion to stud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o use know l-

edges of env ir onmental sciences to research on sediment mot ion. these can be inte-

grated into a subject t it led “Mechanics of Environmental Sediment”. It studies the

law ,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of pollutant ( sediment part icles included) t ranspo rt—

t ransfo rmat ion in environment . Combining hydrotechnics, that is, mainly hy-

draulics and mechanics of sediment mo tio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chemist ry , env ir onmental geochem ist ry and hydrochemist ry to stud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 elated to sediment mot ion and to r esearch on sediment

mot ion is its key point . It s reseach contents and methods w ere discussed by the pa-

per. Thor ough research on these aspects w ill further advance env ir onmental sci-

ences def initely, and to some ex tent promote and enrich sediment r esearch.

Key ward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ediment mot ion; mechanics of environmental

sedi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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