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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月亮湾湖泛发生过程模拟及水土物化性质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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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湖湖泛具有在非确定区域非特定时间突发的特性，在野外很难进行及时有效的跟踪。利用Ｙ型沉积物再
悬浮发生模拟装置，进行了风浪作用下太湖月亮湾藻源性湖泛发生过程的室内模拟，研究了湖泛发生过程中上覆
水体及沉积物基本指标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湖泛发生过程中，上覆水体经历了显著的好氧缺氧厌氧阶段，溶
解氧（ＤＯ）水平从起始阶段的大于６ ｍｇ ／ Ｌ下降到湖泛发生前后的小于０ ５ ｍｇ ／ Ｌ；水体色度呈现出显著的升高趋势，
但水体变成明显的黑色并发生湖泛却具有突发性；上覆水体ＮＨ ＋

４ Ｎ及ＰＯ３ －４ Ｐ呈现出不断升高的趋势，并形成明显
的氮磷负荷污染；受湖泛区域氧化还原环境的影响，表层沉积物Ｆｅ（Ⅲ）开始向Ｆｅ（Ⅱ）转化，形成Ｆｅ（Ⅲ）／ Ｆｅ（Ⅱ）
＜ １的还原环境，同时表层沉积物酸可挥发性硫化物（ＡＶＳ）显著升高，并呈现垂向递减分布，表层最高值达到
１３５ ８０ μｍｏｌ ／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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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华蓝藻大量聚积并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死亡引发的湖泊水体发黑发臭的藻源性“湖泛”或“黑水团”
现象，将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引入了一个更加严峻的层面。２００７年５月末，太湖贡湖湾无锡市水源地南泉水
厂附近发生湖泛黑臭现象，直接造成了无锡市供水危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１２］。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
春夏期间，太湖西沿岸不同区域相继多次发生类似的湖泛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环境后果。

通过对湖泛的野外跟踪和研究，一般认为湖泛是一种在自然状况下发生的湖泊局部水域水体发黑发臭的
环境污染现象。湖泛产生后，该水域水体呈现明显的黑色，散发出刺鼻的恶臭性气味，水生生物大量死亡。
除此之外，湖泛还呈现出水体严重缺氧或者厌氧、低溶解氧水平（通常小于１ ｍｇ ／ Ｌ，一般能降低到０ ｍｇ ／ Ｌ附
近）、高营养盐负荷、沉积物中硫化物含量大幅度升高、水体中甲基硫化物等臭味物质大量增加等显著特
征［１３］。美国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州Ｌｏｗｅｒ Ｍｙｓｔｉｃ湖［４］，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州一个露天矿湖［５］，巴西亚马逊区域Ｌａｇｏ Ｔｕｐé
湖［６］，以及意大利的Ｇａｒｄａ湖［７］等湖泊也曾发生过较为类似的黑水现象，但无论其发生原因还是发生条件都
和太湖发生的湖泛有较大区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引起无锡水危机的“污水团”暨湖泛
现象进行了最早的报道和初步的分析［８］；陆桂华等［９］通过野外跟踪监测的方法对太湖湖泛的发生地点和时
间及湖泛水体基本理化特征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报道；戴玄吏［１０］等通过湖泛发生后的跟踪监测，对湖泛水体
臭味物质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等。上述研究主要着眼于湖泛发生后的监测和定性方面，被动程度较高且往往耗
费较大。虽然已有研究资料和跟踪监测显示，湖泛发生区域常为富营养化程度较重的滨岸区，发生时间和空
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且通常情况下持续时间较短，这给在野外长期持续深入研究带来了挑战和困难。刘国
锋等［１１１２］通过室内静态实验对太湖藻源性湖泛沉积物中ＦｅＳＰ的循环特征及湖泛对沉积物水界面处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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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ｎ、Ｓ和营养盐类物质向水体释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盛东［１３］等在室内静态条件下对蓝藻死亡过
程进行模拟实验，并就湖泛的形成原因做了相关的探讨。他们均采用了室内静态模拟的方法，这些方法均存
在着水动力条件缺失及水深过浅的问题，和太湖实际水体情况差异较大。由于受研究条件和研究方法的限
制，当前的湖泛研究主要处在跟踪调查阶段，对湖泛本身酝酿发生及发展过程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对湖泛
发展过程中水体主要变化特征和规律缺乏充足的认识。本研究的目的即通过室内培养，利用Ｙ型沉积物再
悬浮发生模拟装置控制水位及风浪情况，并将其调节至与太湖实际情况相仿的条件下，模拟太湖湖泛发生过
程、实现湖泛室内再现，进一步揭示太湖湖泛发生过程的变化规律及特征，以期对这一现象进行连续稳定的
研究。

１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１ １　 采样地点及采样方法

采样点选择在太湖月亮湾湖泛发生区域（如图１所示），１号采样点为滨岸点，２号采样点为湾内点。月
亮湾位于太湖北部梅梁湾与竺山湾之间，北靠马山，南面为太湖开阔区域，面积约１０ ５１ ｋｍ２。

沉积物的采集使用重力式沉积物采样器（内径Ф１１０ ｍｍ，长Ｌ５００ ｍｍ）进行采样。采集３０ ｃｍ左右沉积物
柱状样，并带原位上覆水约２０ ｃｍ，采样过程保持沉积物界面无扰动。用采水器采集采样点湖水（采集湖水在
沉积物采样之前进行），装于２５ Ｌ聚乙烯水桶。使用２５号浮游生物网采集采样点聚集的藻类。将采集好的样
品保存好后带回实验室进行后续模拟研究。
１ ２　 实验方法及模拟条件控制

利用位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的Ｙ型沉积物再悬浮发生模拟
装置（共６组）进行模拟研究。Ｙ型沉积物再悬浮发生模拟装置［１４１６］（单组如图２），可以实现不同风浪作用下
浅水湖泊实际水深时沉积物水界面过程的原位再现，并能模拟浅水湖泊中沉积物再悬浮等一系列物理、化
学及生物过程。

图１　 采样点位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图２　 Ｙ型沉积物再悬浮发生模拟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Ｙｔｙｐ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将从１号点和２号点采回的柱状样上半部分的２０
ｃｍ沉积物分别装入Ｙ型沉积物再悬浮发生模拟装置的
两根模拟柱中，并采用无扰动法分别加入在各采样点采
集的原位湖水，使得水深达到１８０ ｃｍ。待水体稳定并清澈后每柱加入４７ ５ ｇ（约５０００ ｇ ／ ｍ２）原位采集的鲜藻
浆，通过预试验及本研究团队前期相关研究［３，１１，１２］，确定这样浓度的投加量是可以诱发湖泛的较合理的剂量。
因湖泛易发的春夏之交，通常有气温短期升高到接近３０℃现象，因此实验过程中控制环境温度（２９ ± １）℃。
本实验通过Ｙ型沉积物在悬浮发生装置模拟风浪作用，实验过程中控制该装置上部扰动电机７ Ｈｚ、下部扰
动电机６ ４ Ｈｚ的扰动频率配合产生风浪，这相当于太湖常见的３ ２ ｍ ／ ｓ风速中等规模风情［１５］。实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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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下午开始模拟风浪过程并持续４ ｈ，整个实验过程无外加光源并保持自然光照。实验开始后每天进行
ＤＯ、色度的监测。同时在距离水面２５ ｃｍ处和距离表层沉积物１０ ｃｍ处分别采集上下层水样，冷冻保存待实
验结束后分析。
１ ３　 沉积物的分层与间隙水的获取

模拟实验结束后，将沉积物从装置中卸下，并在２ ｍｉｎ内完成分层工作。分层间隔为０ ～ １ ｃｍ，１ ～ ２ ｃｍ，
２ ～ ３ ｃｍ，３ ～ ５ ｃｍ，５ ～ ７ ｃｍ，７ ～ ９ ｃｍ，９ ～ １１ ｃｍ。分层工作完成后，为防止沉积物被氧化，立即进行沉积
物铁的提取以及ＡＶＳ的提取。同时，装一部分沉积物于离心管中，并在充入Ｎ２ 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离心获取
间隙水。
１ ４　 样品分析方法
１ ４ １　 上覆水体性质分析

（１）水体基本指标的测定　 模拟实验开始后，对上覆水体进行跟踪监测。利用溶解氧仪测定上覆水体
ＤＯ，利用色度仪测定水体色度。

（２）水样ＮＨ４ ＋ Ｎ、ＰＯ３ －４ Ｐ的测定　 水体中主要营养盐类污染物质ＮＨ ＋
４ Ｎ、ＰＯ３ －４ Ｐ的测定依照《湖泊富

营养化调查规范》的相关方法进行［１７］。水样经０ ４５ μｍ Ｗｈａｔｍａｎ ＧＦ ／ Ｆ滤膜过滤后在岛津２ ４５０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上比色测定，ＮＨ ＋

４ Ｎ采用纳氏比色法，ＰＯ３ －４ Ｐ采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１ ４ ２　 沉积物性质分析

（１）沉积物含水率、孔隙度、ＬＯＩ的测定　 沉积物含水率采用烘干法进行测定。将沉积物鲜样装于坩埚
中，于１０５ ℃下烘８ ｈ至恒重。含水率即为烘干前后干湿沉积物之差与烘干前湿沉积物之比值，以百分比
计。孔隙度依据含水率计算得出，其计算公式为［１８］

 ＝
（Ｍｗ ／ １ ０）

［（Ｍ ｓ ／ ２ ５）＋ Ｍｗ ／ １ 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Ｍｗ 为烘干过程中损失的水分含量；Ｍ ｓ为干沉积物的质量；１ ０为水的密度；２ ５为沉积物的密度。

ＬＯＩ的测定采用灼烧法：称取一定量研磨并过筛的沉积物干样于坩埚，５５０ ℃下在马弗炉中灼烧４ ｈ，灼
烧前后质量差与烧前沉积物质量比的百分数即为被测样品的ＬＯＩ。

（２）沉积物总磷、总氮的测定　 沉积物总磷采用ＳＭＴ法［１９］。具体方法为：称取０ ２ ｇ左右的沉积物干
样用马弗炉在４５０℃下煅烧３ ｈ。其后将烧好的样品悉数倒入离心管中，并加入２０ ｍＬ ３ ５ ｍｏｌ ／ Ｌ ＨＣｌ，于室
温下以１６０ ｒ ／ ｍｉｎ的速度在摇床中提取１６ ｈ。其后以２ ０００ ｇ的速度离心１５ ｍｉｎ，取上清液用钼锑抗分光光度
法进行测定。沉积物总氮的测定采用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３）沉积物铁的提取及分析　 沉积物铁的提取采用草酸———草酸铵法［２０］。称取０ ３ ｇ左右鲜沉积物于
５０ ｍＬ血清瓶中，向其中加入２０ ｍＬ已充氮除氧的草酸———草酸铵混合液（其中草酸１５ ｇ ／ Ｌ，草酸铵２８ ｇ ／ Ｌ），
并充入Ｎ２ 密封后，于２５ ℃恒温下振荡提取１６ ｈ。提取完毕后，将血清瓶取出并静置澄清，取上清液用Ｆｅｒ
ｒｏｚｉｎｅ法［２１］比色测定Ｆｅ２ ＋及Ｆｅ３ ＋。

（４）沉积物ＡＶＳ的提取及分析　 沉积物中酸可挥发性硫化物ＡＶＳ的提取采用冷扩散法［２２２４］，用３％锌
的碱溶液吸收并固定所提取硫化物，含有锌硫沉淀的吸收液经超声波破碎后，吸取一定体积该溶液用亚甲基
兰法比色［２５］测定其中硫化物含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水体色度变化特征

湖泛具有突然暴发的特性，湖泛发生后，在视觉上水体呈现显著的黑色，与正常湖水色差对比强烈，且
与之具有明显的界线和边缘，同时湖泛水体通常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因此黑和臭成为湖泛最直接最主要的两
个物理特征。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水体散发臭味和水体突然发黑并非同时出现，水体突然变为黑色发生在其
发臭且散发异味２ ～ ３ ｄ之后。由于造成湖泊等自然水体散发异味气味的原因较多，且并非所有散发异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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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水体都发生了湖泛现象，因此将水体突然变为黑色作为湖泛最终形成和暴发的直接证据。实验过程中水
柱色度日际变化如图３所示。湖泛发生过程前及发生后，水柱中色度均呈上升趋势，１号点水柱在第７ ｄ突
然变为黑色，出现湖泛现象，２号点水柱随即也发生湖泛现象。湖泛发生前后，除了水体中风浪作用下沉积
物再悬浮造成的浊度影响色度外，水体真色如图所示也在上升。但真色并未呈现出明显的颜色或者黑色，即
大量黑色物质经过滤后从水体中被除去。但水样依旧表现出一定的不透明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和藻
类死亡分解产生的小粒径有色溶解性有机物基团有关。同时风浪作用下，细微颗粒的沉积物悬浮于水体中难
以沉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体色度。
２ ２　 上覆水体ＤＯ变化特征

上覆水体的ＤＯ水平是湖泛发生的重要影响因子。湖泛发生时，上覆水体呈现出明显的缺氧甚至厌氧状
态。研究中，每日测定水柱表层以下０ ５ ｍ处和沉积物以上０ ５ ｍ处ＤＯ含量。水柱中ＤＯ日际变化如图４
所示。实验开始时，水柱中ＤＯ均保持在较高水平，处于好氧状态。随着水体中藻类死亡分解，ＤＯ水平急
剧下降，并在两天内经历了好氧、缺氧状态。第３ ｄ开始ＤＯ普遍降到０ ５ ｍｇ ／ Ｌ以下，无论表层还是底层都
进入厌氧状态，并稳定保持下去。在海洋、湖泊等大型水体中，水体ＤＯ含量的急剧下降和持续在低浓度水
平受到藻类暴发及降解的重要影响。在太湖湖泛易发区常有大量蓝藻聚积，它们的大量生长、代谢及死亡分
解对水体ＤＯ含量产生最直接的影响。ＤＯ含量持续降低，不仅对好氧或需氧生长的水生生物群落造成严重
威胁，同时也影响了低氧区域氧化还原环境，进而影响了相关环境敏感元素如Ｆｅ、Ｓ等的地球化学循环方
式，改变了它们的赋存形态。Ｄｕｖａｌ［４］、Ｓｔａｈｌ［５］等人认为，还原性环境使得以ＦｅＳ为代表的黑色金属硫化物
在相应水域大量形成，同时伴生有机硫化物及Ｈ２Ｓ气体的释放，这是局部湖泊水体发黑发臭的主要诱因。
太湖湖泛与之类似，其发生过程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好氧缺氧厌氧阶段，湖泛的暴发产生在厌氧程度持续了
一定时间之后。正是这样的严重缺氧／厌氧氛围为湖泛暴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准备。因此可以认为，水体低
ＤＯ含量并造成相关水域持续厌氧区的产生，是引发湖泛的主要诱因之一。

图３　 上覆水体色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Ｄａ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ｒ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图４　 上覆水体ＤＯ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Ｄａ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２ ３　 上覆水体ＮＨ ＋
４ Ｎ及ＰＯ３ －４ Ｐ变化特征

发生湖泛的水域，水体呈现出低ＤＯ水平与低Ｅｈ水平，水体氧化还原性状表现为还原性甚至强还原性。
这种环境引发了Ｎ、Ｐ等营养物质在水体中存在形式或者形态的转变，使得溶解性活性磷及氨氮的含量逐渐
上升。如图５所示，在实验进行过程中，随着ＤＯ的不断降低，上覆水体中ＮＨ ＋

４ Ｎ的含量在逐渐升高。１号
点和２号点上覆水体ＮＨ ＋

４ Ｎ含量都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表层和底层水体都表现出了随时间变化而不断上升
的趋势，最高达到５ ４３ ｍｇ ／ Ｌ。在湖泛发生前后，水体中ＮＨ ＋

４ Ｎ含量均超过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中Ⅴ类水体上限２ ０ ｍｇ ／ Ｌ的标准。上覆水体含量升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藻类死亡并在缺
氧及厌氧条件下分解造成的。同时，间隙水中ＮＨ ＋

４ Ｎ（见２ ５节）浓度高，在浓度梯度作用下向上覆水体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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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是ＮＨ ＋
４ Ｎ浓度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如图６所示，无论是１号点还是２号点，上覆水体ＰＯ３ －４ Ｐ含量都呈现出了随着湖泛的发生而逐渐增加
的趋势。由于风浪作用的原因，表层和底层水体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湖泛发生前后，上覆水体ＰＯ３ －４ Ｐ
不断增加，１号点最高达到０ １３ ｍｇ ／ Ｌ，与此相比，２号点ＰＯ３ －４ Ｐ水平低很多，但两者都远远高出太湖水体
中ＰＯ３ －４ Ｐ正常含量。除了沉积物再悬浮造成的水体ＰＯ３ －４ Ｐ增加外，湖泛现象所具有的还原性条件也可能
引发沉积物间隙水中磷酸盐向上覆水体的释放。这些都可能成为上覆水体磷酸盐浓度大量升高的诱导因素。

图５　 上覆水体ＮＨ ＋
４ Ｎ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５ Ｄａ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Ｈ ＋
４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

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图６　 上覆水体ＰＯ３ －４ Ｐ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６ Ｄａ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３ －４ Ｐ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２ ４　 湖泛发生过程上覆水体ＤＯ与其它主要因子相关性分析
湖泛发生水域上覆水体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从好氧到缺氧直至厌氧的过程，同时伴随发生的还有色度、氨

氮、磷酸盐等显著不同于正常湖体水质的强烈变化。
表１　 上覆水体监测指标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ｃｏｌｏｒ，ＮＨ ＋
４ Ｎ ａｎｄ ＰＯ

３ －
４ Ｐ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因子 ＤＯ 色度 ＮＨ ＋４ Ｎ ＰＯ３ －４ Ｐ
ＤＯ １
色度 － ０ ４３２ １
ＮＨ ＋４ Ｎ － ０ ４０６ ０ ７８６ １
ＰＯ３ －４ Ｐ － ０ １６３　 ０ ３８３ ０ ６３４ １

　 　 显著性水平０ ０１，ｎ ＝ １４。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对其
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表１为上覆水体ＤＯ、色
度、ＮＨ ＋

４ Ｎ、ＰＯ３ －４ Ｐ相关性分析结果。结果
显示：ＤＯ水平和色度，ＮＨ ＋

４ Ｎ水平呈极显著
的负相关。而色度、ＮＨ ＋

４ Ｎ和ＰＯ３ －４ Ｐ之间呈
极显著的正相关。湖泛酝酿和发生过程中，
ＤＯ含量主要受水体中藻类死亡分解及各种有
机类物质分解的影响，同时ＤＯ含量为水体其
它参数的变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因此上述相关性说明在湖泛发生过程中色度、ＮＨ ＋

４ Ｎ等物质浓度的变化
是对ＤＯ含量变化的某种响应。亦即在湖泛发生过程中伴随着ＤＯ水平的降低，水体中色度、ＮＨ ＋

４ Ｎ水平必
然上升。虽然ＰＯ３ －４ Ｐ没有表现出与ＤＯ直接的相关性，但其与色度和ＮＨ ＋

４ Ｎ呈极显著相关。氮磷负荷在该
过程中同时加剧，水体呈现重度富营养化状态。
２ ５　 间隙水中ＮＨ ＋

４ Ｎ及ＰＯ３ －４ Ｐ变化特征
间隙水在营养盐类物质从湖泊沉积物到上覆水体中的迁移转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连通作用。沉积物可通

过间隙水对上覆水中的营养盐进行调控，根据水环境的变化进行营养盐类物质的释放或者吸附，以此作为湖
泊水体环境变化的响应。图７ａ为沉积物间隙水中ＮＨ ＋

４ Ｎ含量垂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１号点和２号点表
层沉积物间隙水ＮＨ ＋

４ Ｎ含量都很高，远远高于文献［２６］报道的正常太湖表层沉积物间隙水ＮＨ ＋
４ Ｎ浓度。

１号点间隙水ＮＨ ＋
４ Ｎ呈现出随沉积物深度增加而逐渐减小的趋势；２号点则以６ ｃｍ为大致界限，从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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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界面至６ ｃｍ处，间隙水ＮＨ ＋
４ Ｎ表现为迅速减小，６ ｃｍ以下则呈现波动增加现象。无论是１号点还是２号

点，表现出了表层沉积物间隙水ＮＨ ＋
４ Ｎ浓度高于下层的现象，这与通常认为的沉积物间隙水ＮＨ ＋

４ Ｎ水平

图７　 沉积物间隙水ＮＨ ＋
４ Ｎ、ＰＯ３ －４ Ｐ垂向分布

　 Ｆｉｇ ７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Ｈ ＋
４ Ｎ ａｎｄ ＰＯ

３ －
４ Ｐ ｉｎ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随深度增加而增加的规律正好相反。据范成新［２７］研究
发现，表层沉积物缺氧形成的还原性环境后，生物参与
的反硝化和氨化作用体现的更为明显，从而使得表层间
隙水接纳更多的ＮＨ３，这是受污染表层沉积物间隙水
ＮＨ ＋

４ Ｎ含量显著升高的重要原因。湖泛属于严重的水
环境污染现象，发生水域处于严重缺氧和厌氧状态，水
体呈现出显著的还原性，表层沉积物中反硝化细菌和氨
化细菌在这样的环境中大量生长繁殖，从而造成表层沉
积物间隙水ＮＨ ＋

４ Ｎ的急剧攀升。图７（ｂ）为沉积物间隙
水中ＰＯ３ －４ Ｐ含量垂直分布情况。１号点间隙水ＰＯ３ －４ Ｐ
的变化较为平缓，２号点表层间隙水ＰＯ３ －４ Ｐ含量较高，
但并没有出现像ＮＨ ＋

４ Ｎ那样急剧升高很多的情况。由
于与上覆水体存在明显的浓度梯度，因此依旧具有向上
释放的风险。间隙水中的磷主要以ＰＯ３ －４ Ｐ的形式存在，其主要来源于沉积物中磷素的迁移及转化，但其含
量的多少并不完全受制于沉积物中总磷含量的高低［２７］。虽然湖泛营造了强烈的厌氧还原环境，但从结果来
看，这一现象在短期内暂没有促使沉积物中的磷素向间隙水里交换迁移。
２ ６　 沉积物基本性质

通过分析，得到了沉积物剖面基本性质如表２所示。１号点沉积物含水率、孔隙度、ＬＯＩ、ＴＮ、ＴＰ等５个
基本指标都呈现出随剖面深度增加而逐渐减小的趋势。与１号点相比，２号点沉积物剖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
纵向变化特征，这可能是由于采样点空间异质性造成的。无论是１号点，还是２号点，其表层沉积物的ＬＯＩ含
量均不高，这与通常认为的黑水区表层沉积物ＬＯＩ含量较高的认识有所区别。数据显示，月亮湾湖泛区表层沉
积物具有较高孔隙度，这对于沉积物———水界面间物质交换有重要的影响，使得沉积物和上覆水体间化学物质
的迁移和转化的机会增大，可能会为有关污染物在厌氧环境下向水体释放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表２　 沉积物基本性质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层位／ ｃｍ 含水率／ ％ 孔隙度／ ％ ＬＯＩ ／ ％ ＴＮ ／（ｍｇ·ｋｇ － １） ＴＰ ／（ｍｇ·ｋｇ － １）
０ ～ １ ５６ ９８ ７６ ８０ ４ ３９ １ ４０２ ０６ ４７７ １１
１ ～ ２ ５１ ３２ ７２ ４９ ４ ５５ １ ４１８ ３７ ４９０ １９

１ ２ ～ ３ ４４ ６７ ６６ ８７ ３ ５１ １ １０６ ０６ ３８５ ０５
号 ３ ～ ５ ４５ ８８ ６７ ９４ ３ ４２ １ １４７ ４４ ３８９ ３５
点 ５ ～ ７ ４１ ３２ ６３ ７７ ２ ６７ １ ０１３ １０ ３４６ ７９

７ ～ ９ ３７ ６０ ６０ １０ ２ ５１ ９５１ ９２ ３４１ １０
９ ～ １１ ３４ ４２ ５６ ７６ ３ ４７ ６７６ ３３ ２９９ ５２

０ ～ １ ４４ ０７ ６６ ３３ ３ ９８ ９６３ ９６ ２６７ ６９
１ ～ ２ ３５ ０７ ５７ ４６ ２ ６６ ８９１ ０９ ２３５ ９９

２ ２ ～ ３ ３９ ６１ ６２ １２ ３ ７２ １１５２ ３８ ２２５ ７７
号 ３ ～ ５ ３８ ４３ ６０ ９５ ４ ６８ １ ０４５ ２３ ３１２ ８０
点 ５ ～ ７ ４２ ６９ ６５ ０６ ４ ０９ １ ３２８ ２１ ３２６ ０９

７ ～ ９ ４１ ９２ ６４ ３４ ４ ０２ １ ２８２ ６１ ３１４ ０４
９ ～ １１ ４２ ２９ ６４ ６９ ３ ３２ １ １９０ ６８ ３３０ ８６

２ ７　 沉积物中草酸草酸铵提取态Ｆｅ的变化特征
作为沉积物中氧化还原主要体系之一，Ｆｅ的被氧化或被还原均与沉积物氧化还原条件有密不可分的关

联。湖泛一般发生在厌氧环境中，发生区域水体氧化还原性质表现为还原性，这样的水环境体系势必对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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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Ｆｅ的赋存状态造成影响。草酸草酸铵提取的主要是沉积物中无定形态铁或弱结合态铁的氧化物，同时包
含有Ｆｅ（Ⅱ）和Ｆｅ（Ⅲ）。图８为沉积草酸草酸铵提取Ｆｅ的剖面变化。可以看出，沉积物表层Ｆｅ（Ⅱ）含量较
高，其中１号点表层２ ｃｍ Ｆｅ（Ⅱ）含量稳定高出Ｆｅ（Ⅲ）４ ～ ６倍。在Ｅｈ较低的还原性条件下Ｆｅ（Ⅱ）及其化合
物才大量稳定存在，而Ｆｅ（Ⅲ）及其化合物则稳定存在于明显的氧化性环境中，但当氧化还原条件发生明显的
变化后，二者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２８］。处于氧化区域的沉积物，一般有Ｆｅ（Ⅲ） ／ Ｆｅ（Ⅱ） ＞ ３，而处于还原区
域的沉积物通常表现为Ｆｅ（Ⅲ）／ Ｆｅ（Ⅱ）＜ １［２８］。无论是１号点还是２号点，表层沉积物Ｆｅ（Ⅲ） ／ Ｆｅ（Ⅱ）均小
于１。由于湖泛现象发生前后，水体及沉积物体系从氧化或弱氧化状态转变为显著的还原状态，从而使得
Ｆｅ（Ⅲ）开始向Ｆｅ（Ⅱ）转化，并形成了Ｆｅ（Ⅱ）含量＞ Ｆｅ（Ⅲ）含量的现象。
２ ８　 沉积物中ＡＶＳ的变化特征

沉积物中酸性可挥发性硫化物（ａｃｉ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简称ＡＶＳ）指用ＨＣｌ处理后能释放出Ｈ２Ｓ气体的那部
分硫化物，通常认为它是硫化物的生成、及其氧化扩散等过程的综合反应［２９］。图９为湖泛发生后沉积物
ＡＶＳ剖面变化曲线。可以看到１号点和２号点沉积物ＡＶＳ均表现出表层沉积物ＡＶＳ含量最高，并在０ ～ ２ ｃｍ
内迅速下降，４ ｃｍ以后稍有增加并保持稳定的剖面特征。一般而言，ＡＶＳ含量的多少随沉积物深度的不同
而变化，在污染较轻或未受污染沉积物中，表层含量较低，其含量随着沉积物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并在１０ ～
２０ ｃｍ处出现峰值后开始下降［３０３１］。而本研究得到的沉积物ＡＶＳ剖面特征表现出了显著的不同与以往报道的
特点，我们认为：厌氧还原环境的形成并稳定存在，是使得ＡＶＳ峰值层位上移至表层０２ ｃｍ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环境下，ＳＲＢ（ｓｕｌｆ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硫酸盐还原菌）等大量生长，并将处于氧化态的含硫物质大量
还原，造成ＡＶＳ在表层沉积物的积累并伴随释放出Ｈ２Ｓ气体。

　 图８　 草酸草酸铵提取的沉积物Ｆｅ２ ＋、Ｆｅ３ ＋垂向分布
Ｆｉｇ ８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ｅ２ ＋ ａｎｄ Ｆｅ３ ＋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ｏｘａ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ｏｘａｌａｔｅ　 　

图９　 沉积物ＡＶＳ垂向分布
Ｆｉｇ 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３　 结　 　 论
通过对太湖月亮湾藻源性湖泛的再现模拟，进一步加深了对太湖湖泛这一水体极端污染现象的认识，主

要得出如下初步结果：
（１）湖泛的发生与上覆水体ＤＯ水平关系密切，湖泛发生前后，上覆水体经历了明显的好氧缺氧厌氧

过程，这为湖泛的发生发展起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
（２）湖泛发生过程中，上覆水体色度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水体变为明显的黑色并发生湖泛却具有突

发性，这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３）湖泛发生发展过程中，受水体ＤＯ水平及氧化还原状况的影响，上覆水体主要营养盐ＮＨ ＋

４ 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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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３ －４ Ｐ含量不断升高，造成显著的氮磷污染。受湖泛区域还原性环境的影响，表层沉积物间隙水中ＮＨ ＋
４ Ｎ

及ＰＯ３ －４ Ｐ含量升高。
（４）表层沉积物中Ｆｅ（Ⅲ）向Ｆｅ（Ⅱ）转换，并形成了Ｆｅ（Ⅲ） ／ Ｆｅ（Ⅱ）＜ １的显著还原性沉积物。与之相

对应的是沉积物ＡＶＳ含量呈现出向表层积累的趋势，与未受污染或污染较轻的区域相比湖泛区域表层沉积
物ＡＶＳ含量显著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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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公报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日，大禹奖奖励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奖励工作办公室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大禹奖工作

汇报，批准了２０１１年度大禹奖获奖项目及等级。会议批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荣获２０１１年
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特等奖，“水文循环大气陆面过程模拟及应用”等９项成果荣获一等奖，“燕山水库枢纽工程建设管理
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等１４项荣获二等奖，“基于ＥＴ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关键技术研究”等１８项荣获三等奖。

（摘自中国水利学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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