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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效应研究进展

唐洪武，袁赛瑜，肖　洋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河道内水流和泥沙是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主要载体，研究河道内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以及水沙运动对其影响

对于治理日益恶化的河流水环境非常重要。结合国内外研究最新动态，对水沙运动作用下污染物迁移转化的试验

研究、作用机理、理论模式和数学模型等进行了总结和概述，重点对几种典型的理论模式和数学模型进行了比较

分析。目前河流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效应相关研究存在试验方法比较局限、作用机理存在分歧、理论模式

和数学模型不完备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室内和野外试验技术创新、颗粒界面动力学的微观探索以及污染物在

上下覆水和界面上迁移转化理论研究。对河流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效应研究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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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流中常见的污染物有耗氧有机物、重金属、有毒有机物以及磷、氮等营养物质。耗氧有机物量最

大、分布最广；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毒有机物危害最大；过量的营养物质会引发很多环境和生态问题
［１］
。河

道内水流和泥沙是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主要载体，研究河道内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以及水沙运动对其影响对于

治理日益恶化的河流水环境非常重要。河流细颗粒泥沙因富含有机质、矿物元素或者表面的藓苔、微生物等

对重金属、磷、有机物等污染物都有很强的亲和力
［２３］
。当水体中的可溶活性磷浓度较大时，泥沙作为

“汇”可以吸附一定量的活性磷，一定程度上改善下游水体水质；当水体中的可溶活性磷浓度较小时，泥沙

作为 “源”可以解吸附一定量的活性磷，从而造成下游水体的二次污染。可见泥沙在河流污染物迁移转化

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室内静水试验方法或者搅拌、振荡等静态试验研究泥沙吸附解吸特性、泥沙理化特性以及污染物浓度、

含沙量、温度、ｐＨ值和溶解氧等因素对泥沙吸附解吸污染物的影响非常方便和有效［４７］
。但静态试验很难分

析天然河道水流形态、紊动特性、泥沙运动等对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的影响，相关试验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

度上应用于天然河流尚需研究
［８］
。目前，水沙运动对河流污染物迁移转化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污染物主

要集中在重金属和磷，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主要对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效应的试验研究、

作用机理、理论模式和数学模型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

１　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效应的试验研究方法

目前研究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影响的报道较少，试验研究方法也相对比较局限。室内试验主要有

谐振式紊动模拟装置、循环水槽和环形水槽等。黄岁睴［８］
曾使用谐振式紊动模拟装置来模拟动水条件下水

流紊动对泥沙解吸附污染物的影响，但该装置只能模拟紊动对泥沙解吸附过程的影响，不能模拟水沙运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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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室内试验
研究动水条件下泥沙环境效应的实验室设备主要有循环水槽和环形水槽。循环水槽以水泵为驱动力，由

于悬沙进入水泵时会改变其运动状态，所以一般只用于研究床沙对污染物的吸附解吸附效应
［９１３］
。Ｈｏｕｓｅ

等
［９］
、Ｂａｒｌｏｗ等［１０］

和 Ｚｈａｎｇ等［１１］
都曾使用循环水槽研究水力条件对底泥吸附 ＫＨ２ＰＯ４动态过程的影响。

Ｈｏｕｓｅ等［９］
为保证底泥不悬浮，设置水深较小；Ｚｈａｎｇ等［１１］

则设置极小的流速，水力停留时间长达２ｄ；Ｂａｒ
ｌｏｗ等［１０］

使用的流量相对前面两个试验要大得多。Ｇａｉｎｓｗｉｎ等［１２］
使用循环水槽研究了动水条件下藻生物膜

对泥沙吸附磷过程的影响。朱红伟等
［１４］
使用循环水槽研究泥沙颗粒和孔隙水在底泥再悬浮污染物释放中的

作用。张坤等
［１５］
使用循环水槽研究不同水深、流速等水动力条件对底泥中污染物 ＣＯＤＣｒ释放强度的影响。

环形水槽通过自身旋转或叶片的驱动来实现水体的循环运动。环形水槽不仅可以模拟床沙对污染物的吸

附效应，也可模拟悬沙对污染物输运的影响；环形水槽的缺点在于很难消除离心力的影响。Ｘｕ等［１６］
使用

ＬＥＡＦ环形水槽研究悬沙和底泥共同作用下抗生素污染物的降解过程。彭进平等［１７］
使用外径 １５ｍ的环形水

槽研究不同流速对太湖底泥磷素释放影响，该环形水槽可以通过对上下盘转速比的合理调配基本消除离心力

产生的副流。Ｗａｎ等［１８］
使用环形水槽进行底泥、悬沙、上覆水中磷迁移转化规律以及不同吸附形态的研究。

１２　现场试验
现场试验是了解现实河流水沙作用下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的最真实、最有效的途径，但不像室内试验可

以严格控制外界条件，现场试验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非常多。Ｈｏｕｓｅ等［１９］
对一明渠上下游两断面进行连续监

测，发现两断面的活性磷浓度有明显差异，从现场很直观地证明了泥沙对磷迁移过程的影响。

目前，主要有 ３种研究磷迁移转化规律的现场试验：第 １种是研究磷点源污染发生时，河道水质和泥沙
吸附磷的变化过程

［２０２３］
；第２种是实时跟踪磷元素在河道中的迁移过程，这种研究方法需要用到磷的放射性

同位素，监测困难，目前相关研究较少；第 ３种往河道内人为地注入高浓度磷污染团，并同时注入相对稳定
的保守剂，观测磷的迁移转化，分析泥沙对磷的吸附动力学过程

［２４２６］
，这种方法要求河道流量相对较小。

因为很难在同一位置持续采集沙样分析泥沙对污染物吸附量的变化，而且采沙也会对床面产生扰动影响

吸附过程，所以一般学者使用分析水中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规律来间接反映泥沙的吸附特性
［２４，２７２８］

。Ｓｍｉｔｈ［２４］

在一系列不同流量渠道中进行第 ３种现场试验，往渠道中注入高浓度的活性磷，使用 ＮａＣｌ溶液作为保守剂
确定磷的扩散。ＤＡｎｇｅｌｏ等［２７］

在 ６条水管中铺设枯叶研究不同枯叶对磷酸盐的截留作用。Ｈｏｗｅｌｌ［２２］在污水
处理厂下游河道若干断面监测春秋两个季节泥沙对污染物不同的吸附效应。

２　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影响的作用机理

相关试验研究表明，水体泥沙浓度、水体污染物浓度、泥沙粒径、紊动强度、ｐＨ值、温度、水文水体
和其他环境因素影响泥沙吸附、解吸附特性，从而影响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一般情况下，底泥氧化还原电

位低，有利于磷的释放。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水体 ｐＨ值为 ７．０左右时底泥中磷释放最小。降低
和升高 ｐＨ值都会使磷的释放增强［２９］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底泥对磷的释放随温度升高而增强
［３０］
。

溶解氧是控制底泥磷释放的重要因素，厌氧条件利于底泥释放磷。

２１　含沙水体污染物的赋存形态
含沙水体中，污染物主要有两种形态：溶解态和吸附态，两种形态可以相互转化。对于污染物磷，上覆

水中溶解态磷可以通过离子交换、吸附和沉淀等生化反应和物理反应进入底泥，当上覆水水质改善后又重新

从底泥中释放。孔隙水中的溶解态磷在此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徐秩群等
［３０］
指出：当孔隙水中以正

磷酸盐（ＰＯ３－４）形式存在的浓度较高且达到 １～２ｍｇ／Ｌ时，无论厌氧好氧环境，底泥都将吸收磷；浓度低于
１ｍｇ／Ｌ时，厌氧环境底泥释放磷，好氧时吸收磷。很多学者利用临界平衡磷浓度（ＥＰＣ０）来判定底泥的吸附

解吸状态。临界平衡磷浓度是指底泥既不发生吸附也不发生解吸时对应的水相磷浓度。Ｈｏｕｓｅ等［９］
认为，上

覆水中磷浓度和临界平衡磷浓度之间的差异是底泥吸附或者解吸附的主要驱动力。孔隙水中溶解态磷浓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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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底泥的化学组成决定
［３１］
，相关研究以磷与底泥中铁、铝、钙、碳酸盐、黏土以及表层的生物膜等生化

反应和物理反应研究为主
［３２］
。

各种污染物的赋存形式有所不同。磷在泥沙中的赋存形态可划分为离子交换态磷、磷酸盐吸附态磷、金

属氧化物结合态磷、钙结合态磷、有机态磷和残渣态磷。离子交换态磷和吸附态磷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在

几种赋存形式中最易释放磷
［３３］
。不同研究水体，各种形态磷在底泥中的比例有很大不同。污染严重的水体，

底泥中 ＡｌＰ的含量高于 ＣａＰ［３４］；而水质较好的水体，底泥中 ＡｌＰ的含量则低于 ＣａＰ［３５］。所以，底泥中磷
形态的比例可以判定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

［１８，３３］
。重金属在泥沙中的赋存形式同样可以分为离子交换态、碳

酸盐结合态、铁锰水合氧化物结合态、硫化物结合态、残渣态等，其中离子交换态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
［２］
。

２２　泥沙理化特性对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的影响
泥沙颗粒的吸附分为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物理吸附主要与泥沙的比表面积有关，化学吸附与泥沙所含

活性成分有关。一般情况下，泥沙粒径越小，比表面积越大，所含活性成分也越多，因此吸附能力也就越

强
［２］
。泥沙粒径对污染物的吸附影响，包括单独粒径组的影响和多粒径组分共存体系的影响。悬移质泥沙

对污染物的吸附能力要远大于底泥。Ｈｏｕｓｅ等［９］
指出当悬沙浓度低于 ２１ｍｇ／Ｌ时，悬沙对污染物的吸附量

与床沙相比可以忽略不计。黄岁睴［３６］
就泥沙粒径对重金属污染物吸附影响开展了系统研究，发现不同粒径

泥沙共存体系各粒径之间不存在竞争和干扰。重金属动态释放实验
［２］
表明，水流流速、含沙量和重金属释

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水流紊动强度提高、含沙量增加是造成底泥中重金属释放量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３　水力条件对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的影响
水流条件对于泥沙吸附磷的影响研究由于试验设备和水力条件的差异，研究成果存在很大分歧。Ｈｏｕｓｅ

等
［９］
使用循环水槽研究床沙对可溶性活性磷的吸附效应，发现水槽流速增加可以加速活性磷的吸附，并使

用边界层模型解释这一现象：流速越大，边界层越薄，上覆水和孔隙水中的溶解态磷就越容易扩散，从而加

快泥沙对磷的吸附。Ｚｈａｎｇ等［１１］
进行了长达 ３５ｄ的循环水槽试验发现，水槽流速的增加不仅加速磷的吸附，

还大大增加了泥沙对磷的吸附量。而 Ｂａｒｌｏｗ等［１０］
进行了 ８组不同流速和水深的循环水槽试验发现，流速和

水深对泥沙吸附活性磷没有明显的影响。Ｓｍｉｔｈ［２４］在一系列沟渠中进行现场试验发现：流速越大，水深越
小，溶解态磷背景溶度越小，泥沙吸附磷越小。ＤＡｎｇｅｌｏ等［２７］

在现场试验中同样也得出了流速越大，磷被

吸附的可能性越小的结论。现场试验的结论与 Ｈｏｕｓｅ等［９］
和 Ｚｈａｎｇ等［１１］

的室内试验结论完全相反。Ｓｍｉｔｈ［２４］

认为流量越大，活性磷的养分吸收长度越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因为边界层厚度减小带来的泥沙吸附磷的

增加。笔者认为这种分歧很可能是因为室内试验和现场试验的条件存在很大差异。比较室内试验和现场试验

的主要参数，不难发现两者的水力条件（主要是流量）存在很大差异。室内试验为了防止泥沙起动悬浮，流

量往往很小，边界层影响比较明显；而现场试验流量大，水体紊动强，边界层可能不再是主要影响因素。

水体扰动可以加速底泥孔隙水中磷氮的扩散，增大磷氮释放量
［３７］
。彭进平等

［１７］
使用环形水槽研究不同

流速对水体中磷素质量浓度的影响，发现水体流速越大，上覆水中溶解磷浓度越高。朱红伟等
［１４］
指出溶解

态污染物的释放主要集中在底泥静止和瞬间悬浮状态下，而吸附态磷的释放大部分发生在泥沙连续悬浮状态

下。张坤等
［１５］
使用循环水槽研究不同水深、流速等水动力条件对底泥中污染物 ＣＯＤＣｒ释放强度的影响，增

加流速、减少水深可以增大底泥中污染物的释放率。研究表明，水体中主要离子（如钙、铁、铝离子）对底

泥中磷的释放都有影响
［３０］
。

３　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效应的理论模式和数学模型

已有一些能较好描述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效应的理论模式和数学模型，但各有局限。水沙运动作用

下的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式主要包括三部分：上覆水中溶解态污染物的对流扩散迁移以及溶解态、颗粒态污染物

之间的转化模式；孔隙水中溶解态污染物的对流扩散迁移以及溶解态、颗粒态污染物之间的动态分配模式；上

下覆水界面的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式。目前理论模式不够成熟，数学模型以上下覆水分别研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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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营养螺旋

Ｗｅｂｓｔｅｒ和 Ｐａｔｔｅｎ［３８］提出的营养螺旋是目前为止最能完整体现河流系统中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的一个理
论模式。它描述了污染物在上下覆水中吸附、转化和释放的整个过程（图 １）。营养物质从上覆水中进入河床

图 １　营养螺旋示意［３８］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ｇ

直到再次回到上覆水中，整个过程称为营养螺旋的一个

螺旋距离 Ｓ０。营养物质在上覆水中运动的距离称为养分
吸收长度 Ｓｗ，在孔隙水中运动的距离称为更换长度 ＳＰ。

螺旋距离越短，表明营养物质越容易被吸附或滞留
［２７］
。

Ｒｕｎｋｅｌ［３９］给出非常简单的吸附率 ＵＴ公式，认为营养物质
的吸附率与水流流量成正比，与养分吸收长度成反比。

养分吸收长度需要现场试验测定。营养螺旋是分析现场

试验观测结果的有效手段。

营养螺旋可以描述污染物迁移转化的整个过程，但

污染物具体的迁移过程和赋存状态的转变并没有反映。

基于营养螺旋的数学公式只是对现象描述的经验公式，

并没有各种影响因子的体现。养分吸收长度在大流量河流中很难观测
［２４］
。营养螺旋的价值在于建立完整污

染物迁移转化理论模式，为进一步建立具体的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奠定基础。

３２　动力学模型
泥沙对污染物具有吸附解吸特性使得其在污染物的营养螺旋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室内试验，包括静水

和动水试验，常使用 Ｅｌｏｖｉｃｈ方程、边界层模型、一级和二级动力学方程、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动力学方程等动力学模
型来描述泥沙对污染物的动态吸附过程。解吸附过程一般情况下可以采用吸附动力学过程来描述

［２］
。

Ｅｌｏｖｉｃｈ方程在描述土壤对磷素吸附、解吸动力学中被认为是较好的数学模型之一，已被证明可以描述
室内循环水槽中底泥对磷的吸附过程

［９１０］
。边界层模型

［９］
没有 Ｅｌｏｖｉｃｈ方程应用广泛，但可以用于解释一些

泥沙吸附磷动水试验的现象，包括流速与泥沙吸附磷速率的关系等
［９，１１］

。边界层模型认为泥沙吸附和解吸

附磷主要是通过溶解态磷在沙床表面的边界层扩散实现，上覆水和孔隙水中溶解磷的浓度差是主要驱动力。

禹雪中等
［２］
发现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方程能够比较理想地反映三峡库区泥沙对磷的吸附、解吸附的动态过程。

动力学模型将很多外界条件包括水深、流速、ｐＨ值、温度、溶解氧等的影响都简化到 １～２个待定系数
中，方程形式简单，能直观描述泥沙对污染物的动态吸附过程，可以用于反映特定河段泥沙对污染物的吸附

特性
［１９］
，或者用于比较不同河道、不同水流条件下泥沙对污染物的吸附特性

［９１１，４０］
。动力学模型的缺点是

不能反映水流条件、泥沙运动等对泥沙吸附污染物的贡献，不能真实模拟现实河道污染物的输移转化过程。

３３　磷质量平衡模型
动力学模型将底泥作为整体考虑，对底泥吸附溶解态污染物的过程进行了总量上的描述，但具体底泥中

污染物的动态分配过程并未体现。磷质量平衡模型
［４１］
则充分考虑底泥中污染物的迁移和形态转化（图 ２），

是基于下层覆水和床沙间污染物动态分配模式的一个数学模型。该模型为了突出溶解氧对磷赋存形式的影

响，将沙床分为两层：有氧层和无氧层；并对各层自身、层与层之间以及有氧层和上覆水之间都进行了磷动

态分配过程的描述。

磷质量平衡模型对底泥中污染物的动态分配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没有考虑泥沙运动、上覆水水流流

速、孔隙水运动、风速等对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影响，并不是完备的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磷质量平衡模

型可用于湖泊、水库等大型水体污染物动态变化的模拟，也可用于流速较小、悬沙含量较低的河道
［４１］
。

３４　挟沙水流水质数学模型
禹雪中等

［２，４２］
指出天然河流挟沙水流中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式主要包括 ３个过程：① 伴随泥沙冲淤，污

染物在底泥和水体之间的交换，水体中污染物的赋存量发生动态变化；② 通过吸附解吸过程，污染物在水
沙两相之间发生交换，从而改变了污染物的赋存状态；③ 泥沙的输移过程使得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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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沙水流水质数学模型就是基于这一类上覆水中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式提出的一系列数学模型。河流动力学模

拟理论和方法与泥沙吸附解吸附模式结合是这一类模型建立的主要思路。按照考虑污染物形态分布的不同方

式，可以分为分相模型和整体模型。分相模型从质量守恒原理出发，对水体中污染物的溶解态、悬浮态和沉

积态等不同形态分别建立控制方程
［２，４２４３］

。整体模型将不同形态的污染物统一在一个方程中进行考虑，对于

泥沙运动采用简单的平衡输沙模式
［４４４５］

。挟沙水流水质数学模型主要针对金属污染物。禹雪中等
［４２］
建立了

一维基于泥沙冲淤的河流河沙与污染物相互作用的分相数学模型（图 ３）。

图 ２　磷质量平衡模型［４１］

Ｆｉｇ２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ｌｕｘｍｏｄｅｌ
图 ３　挟沙水流水质数学模型［４２］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挟沙水流水质数学模型对上覆水污染物对流扩散迁移以及形态转化的数学描述接近实际，并且对泥沙冲

淤影响的描述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禹雪中等
［２］
曾使用该模型模拟三峡库区挟沙水流水质分布和动态变化

情况。与磷质量平衡模型不同的是，这一类模型更注重污染物在上覆水和表层床沙间的迁移转化，对底泥中

污染物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界面输运过程并未体现。挟沙水流水质数学模型是目前为止考虑水沙运动比较全

面的一个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型，是否可以从重金属扩展到其他污染物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了以上 ４种比较典型的理论模式和数学模型，还有其他一些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型：如洪水条件下溶解
磷浓度变化规律，这类模型针对某一特定研究区域，通过长期监测分析得到

［４６４７］
。

３５　复杂水沙运动条件下的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式
４种模型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可以解决不同的实际问题。营养螺旋给出了污染物在河道中迁移转化的一

个整体描述，对于研究小型沟渠对污染物的滞留作用非常有效。动力学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泥沙吸附、解吸

附对时间的动态变化过程。磷质量平衡模型可以预测底泥中污染物的动态分配过程。挟沙水流水质数学模型

更注重上覆水中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过程。但几种模型研究的水沙条件相对简单，目前对于比较复杂水沙运动

条件下的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式研究较少。河道中常见的复杂水沙运动有沙波运动、汇流口水沙运动、弯道水

沙运动、水生植物床面形态下的水沙运动等。

对于河床的沙波运动，床面附近水流复杂，存在分离区，泥沙处于迎水坡冲刷、背水坡淤积的特殊运动

状态。溶解态污染物不仅存在对流扩散等迁移转化方式，孔隙水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污染物迁移途径。沙波

河床形态下，扩散和紊流对于孔隙水和上覆水的交换作用相对于潜流交换很小
［４８］
，潜流交换主要包括泵吸

交换、冲淤交换以及两者的混合（图 ４）。Ｈｏｆｆｍａｎ等［４９］
发现生物可利用磷聚集在沙波的悬沙沉积区内。沙波

运动下污染物输运模式目前很难用数学模型去描述，首先沙波运动很难精确模拟，上覆水和孔隙水的水动力

耦合模拟也很难实现，而模拟沙波移动情况下冲淤交换和泵吸交换的相互耦合作用下的水动力过程更难
［４８］
。

对于水生植物的床面形态，植被的存在可以认为增厚了床面的边界层
［５０５１］

，能否用边界层模型来解释污染

物在植被床面上的扩散输移需要进一步试验验证。Ｗｈｉｔｅ等［５２］
研究水生植物对降解水中磷浓度的作用。对于

汇流河道形态，存在紊动强烈的剪切层和分离区，分离区有大量泥沙淤积形成沙垄
［５３］
，并在支流一侧存在

污染物滞留区
［５４］
，潜流交换明显。目前几乎没有对汇流口特殊水沙运动下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相关的研究。

同样，弯道伴随着特殊的螺旋流水流形态和凹冲凸淤的泥沙运动过程
［５５］
，污染物的输移过程也很难准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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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所以，对于这些特殊水沙运动状态下的污染物迁移转化理论模式和数学模型的研究仍需大量室内试验和

现场观测来进行总结和分析。

图 ４　沙波床面形态下的潜流交换示意［４８］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ｄｕｍｅ

４　结论与展望

由于研究方法有限，研究问题复杂，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水沙运动影响下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影响机理不

是很明确，结论有很多分歧；理论模式侧重点不同，理论体系不够完整。还有很多问题不太清楚，有待进一

步系统深入的研究。综上，笔者认为以下 ６方面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１）泥沙颗粒界面动力学。泥沙颗粒界面动力学是研究水沙运动作用下污染物迁移转化的理论基础，

总量吸附关系只能从宏观上反映出吸附过程的结果。可以尝试从微观尺度出发进行完善，说明在微观尺度水

沙运动对泥沙吸附解吸附污染物的影响，从本质上探索水沙运动的影响机理。

（２）水沙运动作用下污染物迁移转化理论模式。目前上覆水中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式较为成
熟，但泥沙吸附污染物的相关参数大多由静水试验获得；界面尤其是边界层中污染物的输运机理不清楚；孔

隙水运动引起的污染物迁移规律也逐渐得到重视，但相关成果以非吸附性污染物为主。

（３）水沙运动作用下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目前多为简单的动力学模型描述，以及一维数学模拟，
由于泥沙运动模拟的复杂性，结合水沙运动的二维甚至三维问题进行数学模拟目前非常困难。由于上下覆水

水流的时间尺度相差很大，现在模拟多集中在半耦合状态，如何有效对界面上下的水动力和污染物迁移转化

过程进行全耦合模拟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４）结合河流平面特征和床面特征综合研究水沙运动对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目前研究多集中在水沙
条件简单、平床的直道水流，很少结合天然河流相对特殊的平面特征和床面特征（沙波、植被、生物膜等存

在时）进行研究，这方面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５）不同污染物之间迁移转化规律的推广研究。目前多针对与泥沙亲和力强的重金属和营养物质磷的
研究，具有相似特征的污染物间的推广以及其他污染物（耗氧有机物、有毒有机物等）是否可以借鉴也需要

进一步研究。

（６）多种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中竞争吸附的问题。多种污染物耦合迁移转化模式研究也非常具有实际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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