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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排污交易削减非点源污染

操家顺1 , 薛人杰2

( 1. 河海大学环境工程系, 江苏 南京 210098; 　2. 江苏省环境保护局,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 主要介绍采用排污交易的方法削减非点源污染的实施方法、条件及其应用, 重点讨论了太

湖磷污染的削减对策, 并进行了效益评估, 认为排污交易是解决太湖富营养化问题的有效方法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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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点源污染已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地表水、地下水及近海岸水域, 损失十分巨大。据统

计, 美国有近 50%的江河受到非点源污染, 农业因此损失每年高达 30亿美元, 间接经济损失 20

～60亿美元。我国的太湖和黄浦江上游地区等也存在着严重的非点源污染, 已极大地影响了这

些地区的水资源利用。

非点源污染具有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变化广泛, 随机性大, 涉及面广, 对江河、湖泊等水

体的污染影响大等特点, 因此单纯控制点源或对点源提出更高的削减要求甚至实现 “零”排放,

仍很难使区域的环境质量保持和提高。美国环保局于 1979年提出的排污权交易为解决非点源污

染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的方法: 点源-非点源排污交易, 即允许用非点源控制方法代替点源的

进一步控制, 以减少达到区域水质控制目标的投资及运行费,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有机统一。

1　采用排污交易控制非点源污染

1. 1　排污交易实施的条件

采用排污交易控制非点源污染是有条件的, 一般来说应满足:

·区域内点源排放已达到要求的排放标准, 且在一定时间内不论从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已

达到或接近最佳控制程度, 但区域内环境质量仍不能达标;

·需削减的污染物 (如总磷) 既在点源又在非点源同样以极大的量排放, 即交易应是相同

的污染物。

·非点源污染物的削减比点源采用更高级处理技术削减要经济效益显著, 即边际治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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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差异;

·非点源污染治理的方法和技术是可靠的、稳定的。

1. 2　排污交易的实施

排污交易是以区域总量控制负荷分配为前提, 点源在满足要求削减的条件下有选择处理方

法的自由, 即或采用更高级处理技术, 或选择用削减非点源来代替自身的控制。若政府批准了

这个交易, 则排放口就按实行交易后的新的排放标准进行管理; 若点源没有达到原先允诺的非

点源控制目标, 则点源污染负荷削减就回到交易前所要求的水平, 并执行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

同时处以罚款。可见, 这种许可证制度就能保证点源为非点源的处理设施的安装、有效运行和

维护负起责任。

点源与非点源之间的排污交易, 可通过确定一定的交易比例来实现, 不同的交易比例就能

产生不同的处理方案和不同的节省费用。点源有充分选择处理方案的自由, 从而可提高实现点

源为区域环境质量目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实践表明: 通过点源和非点源的排污交易, 可以解决重要的、影响大的污染问题, 如湖泊、

河流、港湾等的富营养化问题。

1. 3　美国研究实例简介

在美国, 环保局已明确要求各州把非点源的进一步控制看作是城市污水处理厂高级处理的

预选方案[ 1, 2] , 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科罗拉多州 Dillon 水库磷污染控制便是成功的一例。

Dillon水库 (水面积 300英亩) 主要供滑冰、水上运动及城市供水。1983年监测表明, 其

主要污染源为城市非点源主要超标污染物磷, 导致了水库的富营养化, 据统计, 水库中的磷有

19%来自四个城市集中污水处理厂, 45%为城市非点源径流, 36%为未控制非点源。由此可见,

即使四个污水处理厂经高级处理达到饮用水的程度, 也不可能解决 Dillon 水库的富营养化问

题。

经研究, 认为采用氧化塘控制城市径流就可去除 70%的非点源磷, 且去除每磅磷只需67美

元, 仅为污水处理厂升级处理费用的 1/ 12。采用排污交易, 四个污水处理厂 (点源) 以 1∶2的

比例削减 51%的非点源磷, 每年可节约 75万美元; 以 1∶3的比例, 每年仍可节约 42万美元。

此外, 美国对Cherry Creck水库、Wicom ico 河及T om Beall河等实施排污交易控制非点源

污染, 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2　我国控制非点源污染的设想

2. 1　现状

我国的许多水域也受到非点源污染的侵害,由此造成的环境损害和经济损失也十分惊人。然

而令人遗憾的是, 我国的非点源污染控制仍末采取实质性的措施。

据统计, 我国的第三大谈水湖——太湖, 由污染源排入水体的废水总量为 397 802. 28万

t / a, 其中总氮和总磷分别为 95 622. 74 t / a和 8 642. 43万 t / a (据测算, 太湖水环境允许排入的

总氮和总磷分别仅为 7 729. 8 t / a 和1 284 t / a, 分别超过了其允许量的11. 3倍和 5. 7倍) , 由此

引起的富营养化等环境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取水和水产养殖等水资源利用。据报道, 无锡梅园水

厂于 1995年 7月因蓝藻泛滥造成水厂被迫关停数日, 无锡市 1/ 5的居民因此断水。

经分析, 造成太湖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物总氮和总磷的分布如表 1所示。可见, 非点源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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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也是造成太湖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 1　太湖与富营养化有关的主要污染

物总氮、总磷分布[ 3]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Major

pollutants (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ous) int

the Taihu Lake

污染源 总氮/ % 总磷/ %

工　　业 33. 0 21. 0

农用非点源 29. 0 13. 0

生活污染源* 20. 8 62. 0

其　　它 17. 2 13. 0

　　注:据统计,太湖沿岸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达

3. 23亿 t / a, 其中少数经污水处理厂处理, 而现有

的生活污水处理厂都没有单独设置脱氮除磷装

置。

2. 2　控制方法

近年来, 我国实施总量控制政策, 建立了有中国特色

的排污许可证制度, 这为排污交易的实施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加之非点源污染的削减比点源的削减一般要经济、容

易。因此, 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 用控制非点

源污染来部分代替点源控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理由, 笔者对太湖流域的污染情况进行了分

析, 提出在控制点源的同时, 实施点源与非点源之间的排

污交易, 以较小的投入实现总量控制目标。

2. 2. 1　控制太湖磷污染的对策

经调研, 提出对点源和非点源排放磷采取的对策:

( 1) 对点源所排放的磷可采取的对策

·原有点源增加脱磷设施, 或采用技术改造使其达标排放, 并按区域削减目标提出进一步

削减的方案、措施;

·新增点源应在排污交易市场购得一定的排污权, 或采用新技术实现 “零”排放。

( 2) 对非点源排放的磷可采取的对策

·生活污水　使用少磷或无磷洗涤剂。据统计, 采用这一措施可削减原单位磷 146

g / (人·a) (按 4kg / (人·a) 含磷洗衣粉计) ;

·农业排水　减少化肥使用量, 提高磷肥利用率, 依靠土地处理系统使排出物肥料化, 垃

圾肥料化, 可削减肥料中的磷流失 90%, 同时还可间接减少磷肥厂排出的磷。

图 1　太湖总磷削减排污交易技术流程总图

F ig . 1. Scheme o f the po llutant dischar ged tr ade

for reducing phospho rus in the T ai Lake

·家畜排水　处理或土地还原, 可削减 70%以上的磷。

·水产养殖　改善饵料中磷的释放速度, 提高营养物质的利用率, 同时改变投饵方式。

·底泥　底泥挖出制砖或作肥料, 据调查, 每挖出 1t 底泥, 可去除 0. 5～1kg 的磷。

·雨水　及时清扫路面, 垃圾集中处理, 并且日清日干。

2. 2. 2　实施排污交易削减非点源磷污染

由于太湖地处沪宁杭三角中心, 入湖河道 70

余条, 涉及二省一市, 因此太湖环境的综合整治

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 笔者建议太湖的污染控

制实行总量控制、负荷分配到区域的模式, 然后

在区域内实施排污交易, 其主要的技术路线可用

图 1表示 (以磷污染削减为例)。

几点说明:

·采用排污交易削减太湖总磷可分两个阶

段: 准备阶段——负荷分配、点源达标

( 1998年 12月底前) ; 实施阶段——点源

与非点源的排污交易。

·区域的划分可按水域的特性或行政区划等

来考虑。如, 据报道, 总磷排入太湖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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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湖港 (占 19. 44%)、武进港 (占 8. 59%)、城南河 (占 8. 40% ) , 可分别将它们作为

区域重点整治对象。

·区域之间的交易可按一定交易的系数进行, 可待区域内部交易取得一定经验后进行。

2. 3　实施排污交易控制非点源磷污染的效益评估

日本中西弘对造成湖泊富营养化的磷、氮的削减费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对点源中的磷进

行深度处理, 削减每吨磷需 15. 2万元, 而削减非点源中的磷的费用仅为点源的 1/ 6。

以直湖港为例, 由直湖港排入太湖中的总磷为 1 680 t / a, 假定总磷的分布如表 1所示 (生

活污水总磷点源、非点源各占一半) , 实施排污交易前点源增加脱磷设施并达标排放, 假定点源

磷减少 50% , 则直湖港的点源和非点源排放磷的比例分别为 28. 2%和 71. 8%, 故削减非点源磷

可节约的费用分别为:

·点源与非点源按1∶2比例进行排污交易, 则削减40%、50%的非点源磷的费用最大每年

可分别节约 3 180万元和 2 665万元。

·点源与非点源按 1∶3比例进行排污交易, 则削减 40%的非点源磷仍可节约 401万元。

由此可见, 实施排污交易削减非点源磷污染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3　结　　语

实施排污交易削减非点源污染, 有利于优化治理方案, 减少实现环境目标的费用。

实施排污交易削减非点源污染, 可使点源在选择治理方案时有更大的灵活性, 有利于调动

点源削减非点源污染的积极性, 使非点源污染的削减稳步推进, 从而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

供了可能性。

实施排污交易削减非点源污染, 可使单纯的政府行为变为社会行为, 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

环境意识。

但是, 也应该看到, 实施排污交易削减非点源污染也是有条件的, 既有政治上的, 如相应

的政策、法规和居民的环境意识等, 又有技术上的和经济上的。因此采用排污交易来实现区域

的环境目标应择时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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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lutant Discharged Trade for

Reduc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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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mainly intr oduces the complement , the condit ion and the use

of applying the way o f pollutant dischar ged trade to reduce the nonpo int source

pollution, especially discusses the w ay to r educe the pho spho rus pollution in T ai

Lak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po llutant discharg ed trade is one o f the effect iv e

w ays w hich solves the pollutant in Tai Lake nour ish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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