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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浪作用下入湖河口内源释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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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Ｙ型沉积物再悬浮发生装置模拟３种风速条件下典型入湖河流河口沉积物再悬浮和沉降过程。结果表
明，随着风速的增大，水柱中悬浮物总量增加；３种风速条件下氨氮（ＮＨ ＋

４ Ｎ）增量均为负；小风和中风过程，正磷
酸盐（ＰＯ３ －４ Ｐ）总量呈减小趋势，大风过程，正磷酸盐总量出现了明显上升，相对于初始值增加了４６％，在５ １ ～ ８ ７
ｍ ／ ｓ的某一模拟风速条件下ＰＯ３ －４ Ｐ的释放和吸附达到动态平衡，其表观值与初始值相等。总氮（ＴＮ）和总磷（ＴＰ）总
量随着风速的增加而增大，ＴＮ最大增量是初始总量的２倍，而ＴＰ则是１７倍；风浪过后ＴＮ、ＴＰ总量基本恢复到初
始值。典型风速过程中，营养盐垂向分布无明显规律。
关键词：Ｙ型装置；营养盐；内源释放；再悬浮；太湖
中图分类号：Ｘ５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１）０４０５７４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５０７；网络出版时间：２０１１０７０９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９ １６２２ ０１３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０８ＺＸ０７１０１０１２）；水利部公益性行业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２０１００１０２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９０１２５２）
作者简介：许志波（１９８６ －），男，山东威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ｕｚｈｉｂｏ１２３４５＠ １２６ ｃｏｍ
通信作者：邓建才，Ｅｍａｉｌ：ｊｃｄｅｎｇ＠ ｎｉｇｌａｓ ａｃ ｃｎ

水体悬浮物浓度和分布是决定水质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强风浪作用于沉积物会导致悬浮物浓度大
量增加［１３］。近年来，沉积物内源释放对水体营养盐的负荷贡献已成为浅水湖泊研究的热点［４５］。对丹麦的
Ａｒｒｅｓｏ湖野外调查研究发现，风浪等水动力使湖水中营养盐浓度显著增加，可达到风浪未作用前的２０ ～ ３０
倍［６］；朱广伟等采用野外原位观测法对太湖梅梁湾一浅水区营养盐、悬浮物等的垂向分布进行了观测后发
现，与弱风浪期间相比，强风浪期间总磷浓度提高了３ ６倍［２］；秦伯强等采用室内水槽模拟法，表明太湖全
年氮磷内源释放量为外源输入量的２ ～ ６倍，并提出了太湖沉积物内源营养盐释放模式、机制及其估算方
法［４］，这些研究表明，水动力作用会促使沉积物释放悬浮物颗粒和营养物质，使得水体悬浮颗粒物和营养
盐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贡湖是太湖东北部的一处湖湾，是无锡、苏州重要的水源地。但近年来，受到河道氮、磷营养盐输入以
及河口淤积沉积物内源营养盐释放的不利影响，导致贡湖水源地水质逐年恶化，尤其是，２００７年５月，太
湖贡湖水源地蓝藻大暴发严重干扰了无锡数百万人民的基本生活，再次敲响了保护水源地的警钟。金墅水源
地向苏州白洋湾水厂和相城水厂提供原水，且分布着以田鸡港为主的入湖河流，河口沉积物较厚，通常在
８０ ～ １００ ｃｍ。入湖河口，尤其是水源地附近河口的沉积物内源释放规律还鲜有报道，因此，本实验以田鸡港
入湖河口沉积物为研究对象，采用Ｙ型再悬浮发生装置室内模拟田鸡港底泥再悬浮沉降过程，初步探讨水
源地入湖河口沉积物营养盐内源释放机制及其规律，为水源地水质保护与内源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样品采集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以金墅湾水源地典型入湖河口作为采样点（图１），使用进口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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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采样器（Ｒｉｇｏ Ｃｏ Φ１１０ ｍｍ × ５００ ｍｍ）采集１２根沉积物柱状样，密封保存。并用若干２５ Ｌ聚乙烯桶采集水
样做为实验上覆水，沉积物柱状样与水样当天运回实验室，低温保存。
１ ２　 实验装置与方法

本实验采用自主研发的Ｙ型旋浆式沉积物再悬浮发生装置［７］，根据太湖多年的风情特征，选用１ ７ ｍ ／ ｓ
作为背景风速，３ ２、５ １和８ ７ ｍ ／ ｓ分别代表小风、中风和大风３种典型风速［８］。

图１　 采样点位置
Ｆｉｇ 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采样点为田鸡港入湖河口处宽阔水域，平均水深为１ ６ ｍ，因此实验模拟上覆水深度定为１ ６ ｍ，室温
控制在５°Ｃ，模拟时间长度为１２ ｈ，其中，０ ～ １ ｈ为启动风速，１ ～ ４ ｈ为典型风速，４ ～ ５ ｈ为消减风速（小风
以背景风、中风以小风、大风以中风为启动风速，且同一种典型风速过程中，启动风速值与消减风速值相
等），设３次平行。每次采样完毕后补充同体积的湖水，维持上覆水深度，同时修正因补充水产生的浓度误
差。采样时间分别设置在第０ ５ 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ｈ、５ ｈ、６ ｈ、８ ｈ、１０ ｈ和１２ ｈ。
１ ３　 样品分析方法

水样采集后，用０ ４５ μｍ醋酸纤维膜抽滤，１０５℃烘至恒重，并计算悬浮物（ＳＳ）重量。水体中氨氮
（ＮＨ ＋

４ Ｎ）、正磷酸盐（ＰＯ３ －４ Ｐ）、总氮（ＴＮ）和总磷（ＴＰ）的测定方法参照文献［９］。每一指标均重复测定３次。

２　 计算
２ １　 单位面积水柱物质总量计算

水柱垂直方向共设置５个采样口，距沉积物水界面的高度分别为１０ ｃｍ、２５ ｃｍ、５０ ｃｍ、１００ ｃｍ、１５５ ｃｍ，对
应水层厚度分别为０ １７５ ｍ、０ ２ ｍ、０ ３７５ ｍ、０ ５２５ ｍ、０ ３２５ ｍ，共计１ ６ ｍ。根据不同水层水样ＳＳ浓度，计算
出单位面积水柱ＳＳ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Ｔ ＝ 
５

ｉ ＝ １
Ｃｉｈｉ （１）

式中　 Ｔ为单位面积水柱ＳＳ总量，简称ＳＳ总量，ｇ ／ ｍ２；Ｃｉ 为第ｉ水层ＳＳ浓度，ｇ ／ ｍ３；ｈｉ 为第ｉ水层厚度，ｍ。
ＮＨ ＋

４ Ｎ、ＰＯ３ －４ Ｐ、ＴＮ和ＴＰ的单位面积物质总量的计算方法同式（１）。
２ ２　 单位面积水柱物质增量计算

单位面积水柱ＳＳ增量按照（２）式计算
Ｆｔ ＝ Ｔｔ － Ｔ０ （２）

式中　 Ｆｔ为历经ｔ小时后单位面积水柱ＳＳ增量，ｇ ／ ｍ２；Ｔｔ为某风速过程历经ｔ小时后的ＳＳ总量，ｇ ／ ｍ２；Ｔ０
为某风速过程ＳＳ总量的初始值，ｇ ／ ｍ２。ＮＨ ＋

４ Ｎ、ＰＯ３ －４ Ｐ、ＴＮ和ＴＰ增量按照（２）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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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不同风速对上覆水营养盐总量的影响

当水动力形成的切应力达到沉积物的临界切应力时，沉积物发生再悬浮。风浪启动初期，是上覆水中ＳＳ
总量增速最快的阶段，此时上覆水中较低的ＳＳ总量有利于ＳＳ向上覆水扩散，随后ＳＳ总量趋于稳定［１０］。对比

图２　 ３种风速条件下ＳＳ总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ＳＳ

小风、中风、大风的风速过程，ＳＳ再悬浮通量是逐渐增大
的（以第２ ｈ或第３ ｈ作对比），这体现了风速越大，ＳＳ
再悬浮通量越大［５］。随风速的减弱，在重力的作用下悬
浮物悬浮的动态平衡被打破，不断发生絮凝沉降［１１］。
但在沉降过程（５ ～ １２ ｈ）悬浮物总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度
的降低，一方面这可能与田鸡港沉积物组分有关；另一
方面，风浪过后悬浮物的沉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悬
浮物浓度与沉降时间呈指数衰减规律，由于本实验沉降
过程历时较短（７ ｈ），可能不足以破坏悬浮物的动态平
衡状态（图２）。

在风速过程中，３种风速条件下ＮＨ ＋
４ Ｎ总量大小

排序为Ｔ小风＜ Ｔ大风＜ Ｔ中风，且３种风速条件下ＮＨ ＋
４ Ｎ

增量均为负（图３（ａ））。从图３（ｂ）中可以看出ＰＯ３ －４ Ｐ
总量大小排序为Ｔ中风＜ Ｔ小风＜ Ｔ大风，表明ＮＨ ＋

４ Ｎ 和
ＰＯ３ －４ Ｐ总量并未随风速增大而增加，反而是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这与尤本胜［１２１３］的实验结果一致。沉积物对ＰＯ３ －４ Ｐ既有吸附作用，又有解吸作用，两者是共同
发生的。在风力、生物扰动等引起的活性反应磷（ＳＲＰ）释放强度超过湖泊底泥的吸附力时，上覆水ＰＯ３ －４ Ｐ
浓度增大，反之ＰＯ３ －４ Ｐ浓度减小。小风和中风的整个再悬浮过程，随着风速的增大（０ ＜风速＜ ５ １ ｍ ／ ｓ），
ＰＯ３ －４ Ｐ总量是明显降低的，特别是中风的沉降过程，ＰＯ３ －４ Ｐ总量接近于零。但是在大风的再悬浮过程中，
ＰＯ３ －４ Ｐ总量相比中风条件下显著上升，这表明在５ １ ～ ８ ７ ｍ ／ ｓ的某一模拟风速条件下ＰＯ３ －４ Ｐ的释放和吸
附达到动态平衡，其表观值与初始值相等。

图３（ｃ）和３（ｄ）表明，小风的启动风速阶段（０ ～ １ ｈ）上覆水ＴＮ、ＴＰ总量较高，即使微小的风速造成的动
力扰动也可使上覆水ＴＮ、ＴＰ总量迅速上升。ＴＮ最大增量是初始总量的２倍，而ＴＰ则是１７倍。３种风速条
件下ＴＮ、ＴＰ总量变化曲线图均较相似，并且随着风速的增大，ＴＮ、ＴＰ总量也相应增大［５］；当水动力消失
后，ＴＮ、ＴＰ总量基本恢复到风浪作用前的水平。
３ ２　 典型风速过程中ＳＳ及营养盐垂向分布特征

水动力作用是引起浅水湖泊悬浮物浓度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ＮＨ ＋
４ Ｎ和ＰＯ３ －４ Ｐ浓度在垂向上分布均未

呈现明显的规律性，而由于ＳＳ浓度越高的水层吸附ＰＯ３ －４ Ｐ的能力越强，致使距沉积物水界面较近的水层
ＰＯ３ －４ Ｐ的浓度较低，可见上覆水悬浮物配合水动力对ＰＯ３ －４ Ｐ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图４）。

ＴＮ和ＴＰ在同种风速条件下表现出了相似的垂向分布规律，大风条件相比其它风速在垂向上能引起较
大的浓度变化（图４）。由于浅水湖泊内源释放不同于深水湖泊主要靠浓度梯度来实现，水动力作用不仅使浅
水湖泊底泥再悬浮，而且是影响上覆水营养盐迁移转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复杂多变的风浪以及湖流可能是
导致浅水湖泊营养盐垂向分布规律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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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３种风速条件下ＮＨ ＋
４ Ｎ，ＰＯ３ －４ Ｐ，ＴＮ，ＴＰ总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Ｎ，ＴＰ，ＴＴＮ ａｎｄ ＴＴＰ

图４　 风速过程中第３ ｈ时刻ＳＳ、ＮＨ ＋
４ Ｎ、ＰＯ３ －４ Ｐ、ＴＮ和ＴＰ浓度的垂向分布

Ｆｉｇ 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ＳＳ，ＣＮ，ＣＰ，ＣＴＮ ａｎｄ ＣＴＰ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ｈｏｕｒ ｏｎ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 ３　 营养盐内源释放机制
沉积物在水动力作用下发生悬浮，悬浮导致的直接影响是沉积物中孔隙水随沉积物的悬浮而释放出

来［１４］。孔隙水中的营养盐浓度远高于上覆水的营养盐浓度，伴随着沉积物中孔隙水释放到上覆水，孔隙水
的营养盐也释放到上覆水中，然而这个过程并不一定使上覆水的营养盐浓度升高。自然条件下，湖泊水体的
营养盐浓度削减是由物理吸附、生物吸收、微生物分解等多种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共同作用造成的［１５］。水中

７７５　 第４期 许志波，等：风浪作用下入湖河口内源释放特征



胶体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既能吸附颗粒悬浮物也可吸附ＮＨ ＋
４ Ｎ和ＰＯ３ －４ Ｐ；微生物能分解有机物有利于营

养盐负荷的增大，但同时由于自身生命活动，需要吸收定量的营养元素利于营养盐负荷的减小。因此，营养
盐的内源释放机制并不简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４　 结　 　 论
本文采用Ｙ型再悬浮发生装置模拟３种风浪条件下沉积物再悬浮与沉降过程，发现沉积物悬浮过程，

上覆水体中ＴＮ、ＴＰ浓度呈显著增加的趋势，而ＰＯ３ －４ Ｐ、ＮＨ ＋
４ Ｎ浓度则出现下降；沉积物沉降过程，水体

中ＴＮ、ＴＰ浓度显著下降至初始值，ＰＯ３ －４ Ｐ、ＮＨ ＋
４ Ｎ浓度继续下降。但当风速处在５ １ ～ ８ ７ ｍ ／ ｓ时，ＰＯ３ －４ 

Ｐ的释放和吸附达到动态平衡，其表观值与初始值相等。本论文研究结果可为采取消浪工程控制内源营养盐
释放提供了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１］ＢＡＩＬＥＹ Ｍ Ｃ，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 Ｐ Ｗｉ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ａ ｌａｋｅｗｉｄｅ ｍｏｄｅｌ［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１９９７，９９（２ ／ ３）：２１７２１８
［２］朱广伟，秦伯强，高光 强弱风浪扰动下太湖的营养盐垂向分布特征［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４，１５（６）：７７５７７９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ｗｅｉ，ＱＩＮ Ｂｏｑｉａｎｇ，ＧＡＯ Ｇｕａｎｇ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ｏｌｉｄ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ｗｉ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ｗａｖｅ［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１５（６）：７７５７７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李一平，逄勇，李勇 水动力作用下太湖底泥的再悬浮通量［Ｊ］ 水利学报，２００７，３８（５）：５５８５６４ （ＬＩ Ｙｉｐｉｎｇ，Ｐ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 Ｙｏｎｇ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ｆｌｕｘ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ｕｎｄｅｒ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３８（５）：５５８５６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ＱＩＮ Ｂｏｑｉａｎｇ，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Ｇ Ｌｕ，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５，３５（Ｓｕｐｌ Ⅱ）：３３４４

［５］ ＩＮＭＡＣＵＬＡＤＡ Ｄ Ｖ，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 Ｇ，ｅｔ ａｌ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 ａ ｓｉｎｋ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ｉｎ ｔｗｏ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ｏｌｉｇ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ｈｉｇ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ｌａｋｅｓ？［Ｊ］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３４２（１）：４６５２

［６］ ＳＯＮＤＥＲＧＡＡＲＤ Ｍ，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Ｐ，ＪＥＰＰＥＳＥＮ 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ｗｉｎｄｅｘ
ｐｏｓｅｄ Ｌａｋｅ Ａｒｒｅｓｏ，Ｄｅｎｍａｒｋ［Ｊ］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９２，２２８（１）：９１９９

［７］范成新 一种室内模拟水下沉积物再悬浮状态的方法及装置：中国，ＣＮ２００４１００１４３２９ Ｘ［Ｐ］ ２００６０９２７ （ＦＡＮ Ｃｈｅｎｇｘｉｎ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ｄｏｏｒ：Ｃｈｉｎａ，ＣＮ２００４１００１４３２９ Ｘ［Ｐ］ ２００６０９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尤本胜，王同成，范成新，等 太湖沉积物再悬浮模拟方法［Ｊ］ 湖泊科学，２００７，１９（５）：６１１６１７ （ＹＯＵ Ｂｅｎｓ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ＡＮ Ｃｈｅｎｇｘｉｎ，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１９（５）：６１１６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金相灿，屠清瑛 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Ｍ］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ＪＩＮ Ｘｉａｎｇｃａｎ，ＴＵ Ｑｉｎｇ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
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ｌａｋｅ ｓｕｒｖｅ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李一平，逄勇，罗潋葱 波流作用下太湖水体悬浮物输运实验及模拟［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９，２０（５）：７０１７０６ （ＬＩ Ｙｉ
ｐｉｎｇ，Ｐ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ＵＯ Ｌｉａｎｃｏ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０（５）：７０１７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王鹏，王胜艳，郝少盼，等 模拟扰动条件下太湖沉积物的再悬浮特征［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１（３）：３９９４０４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ＨＡＯ Ｓｈａｏｐａｎ，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ｕｒ
ｂ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１（３）：３９９４０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尤本胜，王同成，范成新，等 太湖草型湖区沉积物再悬浮对水体营养盐的影响［Ｊ］ 环境科学，２００８，２９（１）：２６３１
（ＹＯＵ Ｂｅｎ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ＡＮ Ｃｈｅｎｇｘｉｎ，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ａｓｓ ｔｙｐ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９（１）：２６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ＹＯＵ Ｂｅｎｓ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 Ｊｉｃｈｅｎｇ，ＦＡＮ Ｃｈｅｎｇｘｉｎ，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ｕｘ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ｈａｌｌｏｗ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１９（９）：１０５５１０６０

［１４］秦伯强，胡维平，高光，等 太湖沉积物悬浮的动力机制及内源释放的概念性模式［Ｊ］ 科学通报，２００３，４８（１７）：１８２２

８７５ 水科学进展 第２２卷



１８３１ （ＱＩＮ Ｂｏｑｉａｎｇ，ＨＵ Ｗｅｉｐｉｎｇ，ＧＡＯ Ｇｕ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ｕｓｐｅｎ
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３，４８（１７）：１８２２１８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ＺＨＡＮＧ Ｌ，ＦＡＮ Ｃ，ＱＩＮ Ｂ，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ｉｃｉ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ｕｒ
ｂ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１，１３（１）：３５４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ＸＵ Ｚｈｉｂｏ１，２，ＬＵ Ｘｉｎ１，ＨＵ Ｗｅｉｐｉｎｇ１，ＤＥＮＧ Ｊｉａｎｃａｉ１，ＹＵＡＮ Ｘｕｙｉｎ２

（１ ．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８，Ｃｈｉｎａ；２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Ｙｓｈａｐｅ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ｗｈｉｃｈ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ｏ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ｓ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 Ｐｏｒｔ ｉｎ Ｇｏ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ＳＳ）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ＮＨ ＋

４ Ｎ）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ｓ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ＰＯ３ －４ Ｐ）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ｗ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ｓｓ
ｏｆ ＰＯ３ －４ Ｐ ｒｉｓ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４６％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３ －４ Ｐ ａｒ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５． １ ｍ ／ ｓ ａｎｄ ８． ７ ｍ ／ ｓ，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ｅｑｕａ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ｓ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Ｎ）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ＴＰ）ｉｎｃｒｅａ
ｓ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ｇｅｔ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Ｎ ａｎｄ ＴＰ ｃａｎ ｂｅ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ａ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 ａｎｄ １７ ｔｉｍ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ｓｓ ｏｆ ＴＮ ａｎｄ ＴＰ ａｌｍｏｓ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ｆｔｅｒ ｗｉｎｄ ｓｔｏｐ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ｉｎｄ，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ｈｏｗｓ ｎｏｔ ｃｌｅ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ｓｈａｐｅ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９７５　 第４期 许志波，等：风浪作用下入湖河口内源释放特征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０８ＺＸ０７１０１０１２），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１００１０２９）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０９０１２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