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科学进展

第２２ 卷第２ 期
２０１１ 年
２月
ＤＯＩ

，
，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２
Ｍａｒ． ２０１１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ＮＫＩ：３２１３０９ ／ Ｐ ２０１１０１１５ ２２４２ ０１０

波浪扰动对太湖底泥磷释放影响模拟
丁艳青， ，朱广伟，秦伯强，王永平， ，吴挺峰，申 霞，洪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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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９ ；３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００３９ ）

摘要： 为揭示波浪扰动对湖泊底泥磷释放的影响，在波浪水槽中模拟了不同波高情况下扰动对水体、水土界面、底
泥间隙水的磷、溶解氧等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大波扰动下，沉积物大量悬浮，水体总磷随之增加，溶解性磷增加
却不显著；波浪扰动显著增加了水体和沉积物界面的溶解氧浓度，并增加了溶解氧在沉积物的侵蚀深度；波浪扰动
降低了沉积物表层１０ ｃｍ 内间隙水中的磷浓度，而１０ ｃｍ 以下沉积物中间隙水中磷浓度基本保持不变。研究表明，
波浪扰动可迅速增加水体中颗粒态的营养盐，但是对于溶解态营养盐，尤其是水体中活性磷浓度的影响，则受沉积
物性质、水沉积物间隙水磷浓度差，以及水沉积物中氧含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浅水湖泊；波浪扰动；波浪水槽；磷释放；沉积物；反应活性磷；溶解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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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湖泊具有单位体积水体拥有较大水土界面面积的特点，容易受到风浪扰动而频繁发生再悬浮。沉积
物的再悬浮把沉积物中营养盐带入水体，增加了水和沉积物间物质能量的交换，极大地促进了营养盐的循环
利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浅水湖泊动力扰动引起的沉积物内源释放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包括野
外原位观测和室内模拟试验［ ］。研究发现在太湖中波浪是沉积物再悬浮的主要动力因子［ ］。从此利用波浪
水槽对营养盐释放的研究开始出现［ ］。风浪扰动引起沉积物再悬浮，水体中悬浮颗粒物的浓度大幅度增加，
颗粒态的营养盐也大量释放［ ，］，但是生物易利用的溶解性营养盐，特别是反应性活性磷的变化，不同实验
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甚至互相矛盾［ ］，且水体中溶解态活性磷（ｓｏｌｕｂｌ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ＳＲＰ ）浓度的
增减并不能说明沉积物是否释放ＳＲＰ。本文利用溶氧微电极检测波浪扰动对溶解氧的变化过程，以及检测波
浪扰动前后沉积物间隙水中ＳＲＰ 的变化，结合水体中ＳＲＰ 浓度变化，试图解释动力扰动下水体ＳＲＰ 变化机
制，为浅水湖泊内源释放的机理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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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研究所用底泥采自太湖贡湖湾北部（１２０°２４′Ｅ ，３１°２６′Ｎ ），试验在波浪水槽［ ］中进行。将采回的底泥充分
搅匀后铺设到水槽的中心段，铺设长度约７ ｍ ，试验铺设泥厚为２０ ｃｍ 。底泥铺设完成之后，加注自来水至
水深３０ ｃｍ ，静置一周使底泥逐渐恢复层理结构，平衡后作为上覆水。
１ ２ 试
验方法
太湖中８ ｍ ／ ｓ 的风速出现的频率较高，而且历时大于６０ ｍｉｎ 的频率也较高［ ］。在太湖，虽然大风浪天气
常见，但由于历时较短不能使水体充分混匀。室内水槽中波高１０ ｃｍ 所产生的切应力，相当于野外８ ｍ ／ 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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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浪扰动［ ， ］。本次试验模拟太湖中等风浪过程，分两个阶段，首先是小波扰动（波高２ ｃｍ ）阶段，持续６０
ｍｉｎ ，随
后是大波动（波高１０ ｃｍ ）阶段，持续１２０ ｍｉｎ。据太湖中波周期的范围［ ］，试验中设定为周期１ ５ ｓ，
具体采样的时间频率见图１ 。将微电极安装在微电极操作器上，
溶氧微电极（ＰｒｅＳｅｎｓ，德国）每隔５ ｓ 获得一组溶氧数据。试验前
后，监测沉积物中ＤＯ 随深度的变化。试验过程中，溶氧微电极
一直固定在沉积物界面以上１ ｃｍ 处，监测该点ＤＯ 的变化过程。
试验前，环刀法测定沉积物容重１ ５５ ｇ ／ ｃｍ ，采集背景水样和泥
柱，试验结束后采集泥柱，每次采３ 个平行泥柱。柱状泥样从表
层至底部，按照１ ｃｍ 、２ ｃｍ 、２ ｃｍ 、２ ｃｍ 、１ ｃｍ 、１ ｃｍ 、１ ｃｍ 、１ 图１ 波高变化过程以及采样时间点
ｃｍ 、２ ｃｍ 、２ ｃｍ 进
行分层，共分１０ 层，将泥样离心获得间隙水， Ｆｉｇ １ Ｗ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测定间隙水中ＳＲＰ 的浓度。试验中分３ 层（分别为沉积物界面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以上１ ｃｍ ，５ ｃｍ ，２０ ｃｍ ）采集水样，每层取３ 个平行水样。试
验期间温度约１８℃ 左右。
１ ３ 分
析方法
总磷（ＴＰ）、溶解性总磷（ＴＤＰ ）的测定为碱性过硫酸钾消解后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方法检测限为０ ０１
ｍｇ ／ Ｌ ）。 ＳＲＰ 的
测定为水样经Ｗｈａｔｍａｎ ＧＦ ／ Ｃ 膜过滤后冷藏，用Ｓｋａｌａｒ 流动分析仪测定（方法检测限为０ ００２
ｍｇ ／ Ｌ ）。沉
积物中间隙水中的ＳＲＰ 测定为分层切割的沉积物经离心取其上清液，然后用ＧＦ ／ Ｃ 膜过滤后
Ｓｋａｌａｒ 流
动分析仪测定。悬浮物浓度（ＳＳ）为水样经过ＧＦ ／ Ｃ 滤膜过滤，滤膜物质在１０５℃ 条件下烘４ ｈ 至恒重
后的质量。悬浮物烧失量（ＬＯＩ）近似代表悬浮物中有机质含量，将１０５℃ 烘后的滤膜放入马弗炉中５５０℃ 烧４ ｈ
至恒重后再次称重，两次质量之差即为ＬＯＩ。沉积物容重（表层２ ｃｍ ）测定方法为环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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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

波浪扰动对水体悬浮物及营养盐的影响
小波扰动，沉积物界面的颗粒物没有被悬浮起，只有小幅度的左右晃动，图２ 显示水体中ＳＳ、 ＬＯＩ、 ＴＰ
及ＴＤＰ 没有显著变化。大波扰动，沉积物大量悬浮，水体中ＳＳ 随着波浪扰动而逐渐增加， ＳＳ 浓度由４ ５２
至１４６ ８９ ｍｇ ／ Ｌ，水体ＳＳ 中有机成分含量维持在６ ４２％ ，说明虽然水体中有机质的绝对量逐步增
ｍｇ ／ Ｌ 增
加，但悬浮物质总体上以无机颗粒物为主。 ＴＰ 随着波浪扰动强度的增大显著增加，浓度由０ ０４ ｍｇ ／ Ｌ 增至
波浪扰动过程中变化不显著，最大变幅为０ ００５ ｍｇ ／ Ｌ。ＴＰ 的变化过程与ＳＳ 基本一致，
０ ０８ ｍｇ ／ Ｌ 。而
ＴＤＰ 在
ＳＳ 与
ＴＰ 呈
显著正相关（γ ＝ ０ ８０ ，ｎ ＝ ７２ ，ｐ ＜ ０ ０１ ），与ＴＤＰ 相关性不显著。说明沉积物再悬浮释放的磷绝
大部分是颗粒态的。

２ １

图２ 水体中ＳＳ、ＬＯＩ、ＴＰ 及ＴＤＰ 变化
， ，

Ｆｉｇ 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Ｓ ＬＯＩ ＴＰ ａｎｄ ＴＤＰ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波浪扰动对ＤＯ 的影响
溶氧微电极高频观测波浪扰动过程中水沉积物界面以上１ ｃｍ 处ＤＯ 随波浪扰动的变化（图３ （ａ）），小波阶
段，扰动初期ＤＯ 呈上下振荡性变化，可能动力扰动打破水体中ＤＯ 浓度平衡状态，随后ＤＯ 逐步稳定地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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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阶段，ＤＯ 随着波浪扰动缓慢增至７ ６０ ｍｇ ／ Ｌ。小波阶段ＤＯ 均值为６ ２９ ｍｇ ／ Ｌ，大波阶段ＤＯ
均值为７ ２２ ｍｇ ／ Ｌ，说明水体中ＤＯ 随波浪扰动强度的增加是显著的。图３ （ｂ）显示波浪扰动开始前和波浪停止
后，ＤＯ 从上覆水到沉积物的剖面变化，随着深度的降低ＤＯ 逐渐减小，说明越接近沉积物，ＤＯ 的含量越低。
波浪扰动开始前和停止后的两条曲线对比发现，波浪扰动停止后上覆水中ＤＯ 的浓度显著增加，沉积物中ＤＯ
也相应增加，其中在沉积物和水的交界面处ＤＯ 由扰动前２ ９０ ｍｇ ／ Ｌ 增至扰动后４ ０９ ｍｇ ／ Ｌ。

６ ６２ ｍｇ ／ Ｌ

（ａ）波浪扰动过程中水沉积物界面上１ ｃｍ 处

图３ 波浪扰动对ＤＯ 的影响

（ｂ）波浪扰动开始前和停止后
上覆水和沉积物中剖面变化

Ｆｉｇ 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ｖ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ｏｎ ＤＯ

波浪扰动对ＳＲＰ 的影响
图４ （ａ）显示水体背景值中１ ｃｍ 和５ ｃｍ 层中ＳＲＰ 的浓度为０ ０１５ ｍｇ ／ Ｌ，低于２０ ｃｍ 层０ ０１９ ｍｇ ／ Ｌ，说明
沉积物表层对底层水体中ＳＲＰ 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小波阶段，１ ｃｍ 和５ ｃｍ 层中ＳＲＰ 的浓度有小幅增加，２０
ｃｍ 层
中ＳＲＰ 浓度没发生变化。大波阶段，初期１ ｃｍ 和５ ｃｍ 层中ＳＲＰ 浓度有下降趋势，后期又回到背景值，
２０ ｃｍ 层
ＳＲＰ 浓
度变化不显著。水体中ＳＳ 和ＳＲＰ 进行相关分析，相关性不显著（ｎ ＝ ７２ ，ｐ ＞ ０ ０１ ）。图４ （ｂ ）
显示了波浪扰动前后，沉积物间隙水中ＳＲＰ 垂向剖面变化。沉积物表层１０ ｃｍ 间隙水中ＳＲＰ 浓度随深度降
低，而１０ ｍ 以下沉积物间隙水中ＳＲＰ 浓度保持不变。波浪扰动后，沉积物表层１０ ｃｍ 间隙水中ＳＲＰ 浓度明显
降低，由初始的（０ ０２８ ± ０ ００５ ）ｍｇ ／ Ｌ 减小为扰动后（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３ ）ｍｇ ／ Ｌ，１０ ｃｍ 以下沉积物中变化不显著。

２ ３

（ａ）波浪扰动过程中上覆水中ＳＲＰ 变化

图４ 沉积物间隙水中ＳＲＰ 的变化

（ｂ）波浪扰动开始前和停止后
沉积物间隙水ＳＲＰ 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ｖ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ＲＰ

３

讨 论

波浪扰动对水体中ＳＳ 和营养盐的影响
秦伯强等［ ］提出了太湖单次大风浪过程能够将沉积物中大量的营养盐带入水体，引起水体中营养盐迅
速增加。从本次试验结果看，大波扰动能引起沉积物大量悬浮，朱广伟等［ ］通过野外观测估算了一次８ ｍ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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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风速的风浪过程中，波浪扰动引起全太湖水体中ＴＰ 的表观释放量为９８７ ｔ。本次实验中，获得的大波
条件下，ＳＳ 和ＴＰ 同步增加的趋势，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太湖是一个典型大型浅水湖泊，具有非常开阔的敞水区，因此风浪扰动易引起营养盐的大量释放，虽然
营养盐以颗粒态为主，但是据高光等［ ］的研究，在水体缺磷时，总磷中５８ ２％ 可通过酶解生成生物易利用
的磷，补充营养盐以维持藻类、细菌等持续生长。一些研究认为太湖春冬季Ｐ 是限制性营养盐，夏秋季Ｎ 、
Ｐ共
同限制［ ］。因此，如果风浪持续足够长，或者水体中Ｎ 、Ｐ 出现缺乏，这样一种营养盐的释放对水体生
态系统仍然有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３ ２ 波
浪扰动对ＤＯ 的影响
水土界面上的溶解氧含量反映了水土界面上的氧化还原环境，影响微生物的有机物降解、矿化速率。同
时，水土界面处的氧化状态，也会限制营养盐从沉积物中扩散到上覆水中［ ］。但是，迄今为止，有关水
动力导致水土界面溶解氧变化的相关研究不多。本次试验获得波浪扰动对界面处溶解氧的高频检测过程。初
步认识到，小波扰动初期，ＤＯ 呈上下振荡的现象，可能是湖泊沉积物扩散边界层（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ＤＢＬ ）层
受到破坏［ ］，直到新的ＤＢＬ 层达到稳定之后，ＤＯ 才逐步增加。波浪扰动显著增加了水体中、界面
处和沉积物中ＤＯ 的浓度，其中界面处ＤＯ 增幅可以达到４２％ 。波浪扰动前，沉积物界面处ＤＯ 浓度小于３
浪扰动后，沉积物界面处ＤＯ 浓度大于３ ｍｇ ／ Ｌ，处于弱氧化状态。这样的变化，可以显著地改变
ｍｇ ／ Ｌ ，波
水土界面上的氧化还原环境，从原来的弱还原状态转变为弱氧化状态。
按照胡春华提出的当量厚度的概念［ ］，试验中水体悬浮物的当量厚度为１ １３ ｍｍ ，即试验结束时波浪
扰动侵蚀了表层１ １３ ｍｍ 厚的沉积物。波浪扰动后对沉积物中ＤＯ 的检测，发现ＤＯ 消失的深度为２ ６０ ｍｍ ，
加上波浪侵蚀了１ １３ ｍｍ 深度，因此波浪扰动后ＤＯ 的侵蚀深度应为３ ７３ ｍｍ （图３ （ｂ）），比波浪扰动前增加
了０ ５３ ｍｍ ，所以波浪扰动增加了ＤＯ 在沉积物中的侵蚀深度。
３ ３ 波
浪扰动对ＳＲＰ 的影响
本次试验发现动力扰动后沉积物间隙水中ＳＲＰ 浓度显著降低，说明动力扰动对水环境中磷的循环有显
著的影响。水体中ＳＲＰ 浓度没有出现以往研究大幅增高的现象［ ， ］，反而呈现出轻微降低的趋势。水体中
ＳＳ 和
ＳＲＰ 相
关分析表明，水体中ＳＲＰ 的浓度增减与动力扰动强度的关系不大，而是由其它多方面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分析可能因素有：
（１ ）沉积物间隙水中ＳＲＰ 的浓度与水体中ＳＲＰ 浓度的浓度差 如果间隙水中ＳＲＰ 浓度远大于水体中
ＳＲＰ 浓
度，动力扰动下水体ＳＲＰ 浓度呈现升高现象［ ］。本次试验中，表层１０ ｃｍ 沉积物间隙水ＳＲＰ 浓度为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０５ ）ｍｇ ／ Ｌ，而水体中ＳＲＰ 浓度为（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３ ）ｍｇ ／ Ｌ，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大。本次试验中，
表层１０ ｃｍ 沉积物间隙水ＳＲＰ 浓度降低了０ ０１１ ｍｇ ／ Ｌ，即单位体积沉积物中ＳＲＰ 减少了０ ００５ ｍｇ ／ Ｌ，水槽
内铺设沉积物的体积为７００ Ｌ，如果沉积物间隙水中减少的ＳＲＰ 都释放到水体，则单位水体ＳＲＰ 浓度会增加
过简单的计算发现动力扰动下，水体中ＳＲＰ 浓度增量非常小，甚至超过了仪器Ｓｋａｌａｒ 的检
０ ０００ ３ ｍｇ ／ Ｌ ，通
测限０ ００２ ｍｇ ／ Ｌ。
（２ ）溶解氧的水平 试验开始前沉积物界面处仍处于还原或弱还原状态，试验开始后小波扰动初期ＤＯ
呈现上下振荡现象，ＤＯ 的忽高忽低可使沉积物间隙水中ＳＲＰ 释放出来，试验中观测小波阶段到１ ｃｍ 和５
ｃｍ 层
ＳＲＰ 有
增加的现象。大波扰动，不仅增加了水体中ＤＯ 的浓度，也增加了ＤＯ 在沉积物中的侵蚀深度，
这两方面的作用不利于ＳＲＰ 释放。
（３ ）沉积物性质 试验所用底泥采自太湖贡湖湾，太湖沉积物中铁磷比都大于１５ ［ ］，因此沉积物中铁
含量较高，易吸附水体中ＳＲＰ。虽然试验中沉积物间隙水中的ＳＲＰ 显著降低，但是悬浮起的颗粒物对释放
的ＳＲＰ 有较强的吸附能力。试验处于气温１８℃ 左右和ＤＯ 含量较高的环境中，这样的环境条件不利于微生
物的代谢矿化。在野外环境中，影响水体ＳＲＰ 浓度不仅包括动力扰动强度，还包括藻类生物量，磷的形态，
颗粒物对磷的吸附容量等多种因素，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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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１ ）随波浪扰动强度的增大，沉积物大量悬浮，水体中ＳＳ 浓度逐步增加，悬浮颗粒物以无机成分物为
主。ＴＰ 与ＳＳ 变化趋势一致，而ＴＤＰ 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水体中沉积物悬浮释放的磷以颗粒态为
主。
（２ ）波浪扰动过程中利用微电极高频观测界面ＤＯ 浓度，波浪扰动显著增加了水体和沉积物界面的ＤＯ
浓度，界面由初始的２ ９０ ｍｇ ／ Ｌ 增至扰动后的４ ０９ ｍｇ ／ Ｌ，通过侵蚀当量的计算，可得出波浪扰动增加了ＤＯ
在沉积物的侵蚀深度，增加了０ ５３ ｍｍ 。
（３ ）波浪扰动能引起沉积物表层１０ ｃｍ 间隙水中ＳＲＰ 浓度降低，由初始的（０ ０２８ ± ０ ００５ ）ｍｇ ／ Ｌ 减小为
扰动后（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３ ）ｍｇ ／ Ｌ，而１０ ｃｍ 以下沉积物中ＳＲＰ 浓度保持不变。波浪扰动强度对水体中ＳＲＰ 的影
响不显著，波浪扰动下水体中ＳＲＰ 的浓度受沉积物性质，水沉积物ＳＲＰ 浓度差，水沉积物中氧化还原条件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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