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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系统论述了 ２０ 年来巢湖富营养化的研究过程 根据不同阶段对巢湖研究的特点 将巢湖富

营养化研究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初步调查阶段 深入研究阶段和应用研究阶段 ． 综述了巢湖富营养化研究的 ８
个方面的内容 包括流域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调查 水域生态调查与评价 流域水污染源调查与评价 巢湖富营养
化机理研究 水质区划与容量研究

流域的非点源污染研究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研究和内源污染控制研究等． 文

中指出了近 １０ 多年来缺少对巢湖的基础研究 形成背景资料的断裂 １０ 多年前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满足当今巢湖
富营养化防治的需要． 目前

巢湖仍然处于全湖富营养化状态 急需对巢湖进一步开展基础研究 为从根本上治

理巢湖污染寻求对策． 最后指出了一些主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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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省中部 是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泊之一． 也是安徽省的第一大湖泊． 历
史上巢湖曾是景色秀美 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 自汉代起 巢湖就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沿革数千年
历经沧桑 巢湖湖区和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七十年代以来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
展 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和人口的快速增长 给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由于污水排放
化肥 农药的大量使用 周围湿地面积减少 水土流失和湖盆的淤积速度加快 巢湖出现了明显的富营养
化． 巢湖的水生生态 水产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渔获量逐年减少． 巢湖的富营养化和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
是制约了该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引起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极大关注． 从 六五

开始到

七五

有关

部门开始了巢湖水环境问题的研究

获得了巢湖及其流域的生态环境

湖泊淤积 污染状况 富营养化状

况 陆源污染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为巢湖的富营养化防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从对巢湖环境问题

开始研究到现在 ２０ 年过去了 无论是巢湖的环境状况 还是环境管理部门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
必要对巢湖的富营养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做一次全面的总结 以便深入了解巢湖富营养化研究过程和存在的
问题 进一步提出巢湖富营养化研究方案．
在查阅了 ２０ 年来巢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本文系统论述了巢湖富营养化的研究过程 研究的主要领
域及其在富营养化防治中的实际应用． 并对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１

巢湖富营养化研究的阶段

２０ 年来巢湖的富营养化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步调查阶段 主要指 六五 期间 从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 年底 进行了 巢湖水域环境生态评价与对策 研究 第二阶段是深入研究阶段 指 七五
期间 从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底 进行了 巢湖富营养化研究 和 工业污染源调查研究 第三阶段是应用研
究阶段 指 八五 和 九五 期间 从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 年底 围绕巢湖的富营养化防治 进一步开展了一些
管理调查与对策研究．

∗ 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资助 ０１０１３０２１ ．
２００２－０３－１２ 收稿 ２００３－０５－２７ 收修改稿． 殷福才 男 １９６０ 年生 高级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ｅ－ｍａｉｌ： ｆｕｃａｉｙｉｎ＠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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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巢湖富营养化的初步调查
初步调查以

巢湖水域环境生态评价与对策

研究为代表

了部级环境保护重点科研项目 巢湖水域环境生态评价与对策

１９８２ 年安徽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承担
研究任务．

该研究针对巢湖水域环境的

湖盆淤积 水质恶化趋势 富营养化状况和巢湖闸的环境后果等重大环境问题 从全流域入手 运用整体
生态学和系统分析方法 剖析了流域陆地生态系统和湖泊水生生态系统演变的内在联系 基本弄清了湖泊
水体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 开展了巢湖水域环境的综合评价和预测

获得了丰富的有价值的科学数据和

资料． 取得了巢湖淤积趋势 南淝河河口有机物扩散规律 湖岸的动态变迁 富营养化评价以及对策等成
果和结论

．

这次研究是在安徽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的主持下 合肥地区的有关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共同参与下
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野外科学考察与现场定点监测 并利用遥感技术 计算机模拟技术 回声仪探测等
现代化手段和方法 共取得了近十万个数据及数百幅遥感图象 照片等 为巢湖水域的富营养化防治 资
源开发和管理决策提供了初步的基础资料．
１． ２ 巢湖富营养化的深入研究
在

六五 研究的基础上

巢湖富营养化研究 被列入国家 七五 科技攻关项目 作为水环境容

量开发利用研究专题的分课题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安徽省环境保

护研究所 合肥市环境监测站协同开展分课题的研究任务． 几家科研单位投入大量的科技力量 历时四年
开展了大量的现场监测与模拟实验

基本上发现了巢湖富营养化的成因 发生发展的规律． 首次对巢湖的

流场进行了全湖测量与模拟 建立了巢湖浓度场与流场的关系模型 弄清了巢湖流场和浓度场的形成机制
为巢湖水质区划提供了科学的划分方法． 该研究还对巢湖富营养化的氮磷因子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 揭
示了巢湖营养盐的来源 点源和面源的比重以及巢湖底泥的释放规律． 在流场和浓度场研究的基础上 开
展了巢湖水环境质量区划及允许负荷量计算． 首次将巢湖划分出五个功能区 即 １ 西部渔业水源保护
区

２

塘西饮用水源保护区

３ 中庙旅游水源保护区

４ 东部渔业水源保护区及

５ 巢湖市饮用

水源保护区 ．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８７ 年

与全省同步开展了工业污染源调查研究

全面调查了流域内的工业污染源分布

结构 废水和污染物的种类 并开展了区域污染源评价 对各工业企业的污染负荷进行了排序 确定了巢
湖流域的重点污染源．
七五

期间开展的 巢湖富营养化研究

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巢湖富营养化的规律 针对

六五

研究中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 逐个解剖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推动了巢湖的富营养化防治进程， 从水域的
调查研究扩展到对整个流域的研究． 同期开展的流域工业污染源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后续
的巢湖污染综合防治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１． ３ 巢湖富营养化的控制研究
从

八五 以来

国家和安徽省都没有列专项对巢湖开展研究． 管理层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巢湖富营

养化防治的融资上 因而 对巢湖的基础研究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但围绕巢湖富营养化防治的控制
研究始终没有停止． １９９３ 年巢湖污染防治项目被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列入优先资助计划

围绕该项目的

可行性论证 开展了有关的控制对策研究 例如 巢湖污染防治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可行性研究
生物操纵治理巢湖富营养化可行性研究和巢湖流域管理研究等． 巢湖流域管理研究属中加合作项目 由加

巢湖水域域的生态主人及对策研究报告，１９８６：１－６
巢湖富营养化研究报告 １９９０ ８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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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 ＵＭＡ 工程公司 ＮＯＶＡＴＥＣ 环境工程咨询公司 加拿大废水技术中心和安徽省环境保护局共同承担 ．
这一阶段的研究偏向于流域的管理和政策研究 与巢湖开展的工程治理项目密切相关 主要根据现有
可获得的数据和资料 对巢湖流域的水质 取水供水和排水进行评估

对环境和水资源有关的法律法规

条例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对水质监测和环境管理能力进行评估． 相关控制研究提出了加强巢湖流域水资
源管理和环境管理的对策建议，为巢湖污染治理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前期评估提供依据．

２

巢湖富营养化研究的主要领域

２． １ 巢湖流域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调查
湖泊的富营养化是水体接纳过多的氮 磷等营养性物质使藻类和其它水生生物过量繁殖 导致水体恶
化的现象． 巢湖的富营养化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 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要了解富营养化的规
律 必须首先了解流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因此 巢湖的整个研究过程都贯穿了对流域自然和社会环境的
调查．

六五 开展的 巢湖水域环境的生态评价及对策研究 利用遥感和模拟技术对巢湖流域的植被演

替和分布 水土流失 巢湖湖岸侵蚀和变迁 巢湖泥沙淤积与沉积 水生生物种群分布等进行了调查和分
析 同时还综述了流域的地形与地貌 地质与土壤

水文与气象 人口与经济等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 后

续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有关内容 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

１

巢湖是个浅水型的沉积湖泊 自然状

态下 换水周期小于一年 但由于人工闸坝影响 巢湖已失去了正常的水量交换 目前 巢湖的换水周期
基本上受人工调控．

２ 巢湖流域分布有大量低品位的磷矿资源和含磷地层 分布在北岸和西岸约 ５００ｋｍ２

范围 在这些地区土壤中磷的自然背景值偏高 ．

３ 古巢湖的形成距今约一万年 当时面积有 ２０００ ｋｍ２

到 ２０ 世纪初湖面面积有 ８００ ｋｍ ２ 周围的绝大部分古湖泊地区变成了湿地． 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 加速了
巢湖周围湿地的消失． 据遥感解译 从 １９５５ 年到 １９８５ 年的三十年间 巢湖周围的湿地减少了近 ２００ ｋｍ ２ ［１］
使巢湖的淤积速度加快 湿地对氮磷等营养物的截留功能丧失 加速了巢湖的富营养化进程．

４ 全面

调查了流域的工农业经济结构和类型． 对流域的人口分布和密度 森林植被演变 水土流失类型 湖岸崩
塌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数据信息．
浅水型的沉积湖泊和流域富含磷的地层构成了巢湖富营养化的内在条件 加上人类工农业生产和生活
活动加剧了巢湖富营养化的进程 终于导致巢湖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型的富营养化湖泊．
２． ２ 巢湖水域生态调查与评价
巢湖水域生态调查与评价是 六五
量调查的基础上

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对氮磷等营养元素的含量和在湖中的蓄积

分析了氮磷动态平衡 藻类的时空变化 得出了巢湖是蓝藻型富营养化的结论． 通过巢

湖闸兴建前后巢湖水域的生态分析

了解到巢湖闸破坏了巢湖所固有的生态水位 使湖滩面积缩小 生物

种群发生了变化． 通过 ２２ 种环境变量的聚类分析 划分了各因子的生态效应和生态破坏等级 对巢湖的
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 划分了沿湖湖岸生态类型带． 根据评价结果将湖区划分出轻污染 中污染 重
污染和严重污染四个生态污染等级

将湖岸和湖滩地划分出发展保护

恢复发展 发展控制和控制治理四

个生态环境类型带． 这项研究是开创性的 解决了巢湖管理中遇到的许多关键性的问题．
２． ３ 巢湖流域水污染源调查与评价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８７ 年根据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要求 安徽省在巢湖流域同步
开展了工业污染源调查与评价 对流域内的工业用水基本情况 供水问题 废水排放现状 排放方式及去

巢湖流域管理研究, 1995:1-6
巢湖水域环境的生态评价及对策研究报告 １９８６ 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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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工业分行业废水排放情况 废水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特征及危害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和评价 ． 这
次研究查清了流域的几乎所有的工业门类及其污染情况 同时还掌握了生产过程中对资源 能源的利用情
况 建立了工业废水污染源数据库．
２． ４ 巢湖富营养化机理研究
通过巢湖的水质监测和 六五

期间的生态评价研究表明巢湖已经变成典型的富营养化湖泊 并在

不断的恶化． 要控制巢湖的富营养化 必须首先要掌握富营养化发生发展的规律 因而对巢湖富营养化的
机理研究被列入重点研究范围． 国家 七五
这一主题开展的

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包括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１

巢湖富营养化研究 基本上围绕

营养盐来源及外负荷． 分析测算了各种途径的营养盐

出入湖总量及权重． 根据营养盐平衡方程求得了巢湖对氮磷的滞留系数分别为 ３５． ９％和 ３７． ０％ 定量地
分析了巢湖对营养盐的滞留量． 由于受闸坝影响 大量的营养盐沉积于湖内 为湖体藻类的繁殖与生长提
供了条件．

２ 底泥沉积与水土界面交换规律． 巢湖的营养盐部分来源于底泥的释放 该研究通过监测

和模拟分析了氮磷的界面交换特征

得出了氮磷在底泥中释放的季节变化规律和条件．

３ 建立了湖泊

流场与浓度场之间的关系模型． 营养物质进入湖泊以后 在湖流的作用下 不断地向不同方向扩散 并伴
随一系列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变化

从而形成物质浓度在时空上的差异． 该研究通过流场实测和模拟求出

了巢湖在吞吐流 风生流和混合流三种流场情况下的浓度场分布．

４ 浮游植物生态模型研究首先调查

了浮游植物群落的组成 发现全湖存在 １９６ 种 ７１ 属 ８ 门的浮游植物 在藻类总量中 蓝藻占 ９４． ３６％
隐藻占 ３． ６％ 硅绿藻各占 １． １％ ［２］ ． 描述了湖泊水生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内在联系 从生物学角度揭示
了巢湖面临的生态问题和富营养化的原因．
２． ５ 巢湖水质区划与容量研究
水质功能区划是环境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而各功能区的环境容量是实行区域总量控制的理论依据．
对巢湖进行水质功能区划与容量研究便于利用湖泊自身的环境容量 因地制宜地制定各水域的环境保护措
施． 巢湖水质功能区划选择了自然条件指标 水污染指标和目标指标三大指标体系作为区划的依据． 将巢
湖划分出五个功能区 如在 ２． ２ 节中所述． 根据不同功能区的要求 计算了各功能区的水环境容量 即
总磷和总氮的允许负荷量． 针对水域使用功能 经济发展以及污染源总量控制的要求
功能区

[３]

划定了巢湖的水域

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渔业用水区 工农业用水区 景观娱乐用水区等 ．

２． ６ 巢湖流域的非点源污染研究
非点源污染研究是 七五 攻关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通过流域的实测

采用降水径流法和水

土流失法两种计算方法求得的结果 把加权平均值作为区域径流流入巢湖的营养盐数量． 结果表明大豆地
水稻田 菜地 草地 旱地 山地集镇等 １３ 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地表径流流失的氮磷和有机污染物 ＣＯＤ
的强度存在明显差异． 在非点源入湖的总量上 流域内河道流入的 总磷占 ６８． ５％

总氮占 ７６． ９％． 其

它是区间直接流入巢湖的． 该研究还对点源和面源入湖的营养盐比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比 得出氮磷的
面源入湖总量分别占全湖输入量的 ７４％和 ６８％[２]． 由此可见 从全湖来看 面源是巢湖氮磷负荷的主要来源．
但目前巢湖的富营养化发生最严重的区域在点源集中排放的合肥市和巢湖市附近． 说明点源加重了巢湖的

安徽省工业污染源调查报告 １９８７ １２５－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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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伍玖 ［４］等人也探讨了不同土地类型和农业活动对巢湖流域非点源污染的影响

比较了

大豆地 水稻田 采地 小麦地 山芋地等 １１ 中土地利用类型地表径流流失的氮 磷和 ＣＯＤ 的强度和差
异，与巢湖富营养化研究的结果比较接近．
２． ７ 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研究
本课题是安徽省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工作的一部分． 该研究采用现场实地调查 遥感解译和资料收集并
举的技术路线 流域各市县部门按照全国共采集 ２００ 多张基础数据表格 运用遥感技术对８０ 年代中期和２０００
年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全面解译 收集了大量相关科研成果

出版文献和专业部门的年报年鉴

作为基础调查数据的补充和综合分析的基础． 全部调查共计获得数据 ３． ５ 万个 涉及生态 资源 环境
和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
以 １９９９ 年为基准年 对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全面描述与分析 动态趋势中采用 １９８６ 年及其
他各相关历史年份数据进行比较 深入分析了生态环境态势和存在问题 从自然 社会经济和历史角度探
索产生原因 分析了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管理和宏观调控对策 利用
遥感等技术分析了巢湖流域景观生态类型格局现状与动态变化 运用可持续发展 生态系统评价理论和综
合评价方法 对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 在对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征分析基础上 针对巢湖
流域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产生原因 提出了分阶段 全面的生态恢复 保护与重建的目标和宏观对
策 为巢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
２． ８ 巢湖的内源污染控制研究
对湖泊的富营养化控制主要包括外源污染负荷的控制和内源污染负荷的控制． 许多研究证明仅靠流域
的外源污染控制 由于湖泊内生物和底泥对 Ｎ Ｐ 的释放 湖泊的富营养化状况会出现反复波动［５－８］． 因此
在湖泊管理上 需要加强对湖泊的内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这些研究包括物理的 化学的和生物的控制措
施[９－１１]． 巢湖的内源污染控制研究主要涉及物理的和生物的方法 例如底泥清淤和生物控藻． 底泥清淤是
一种快速去除湖底沉积物中 Ｎ Ｐ 等营养元素的物理方法 但也有研究认为如果内源污染负荷不能有效降
低 清淤仅能产生暂时的效应 不久 湖泊就会恢复原状［１１］． 巢湖底泥清淤工程可行性研究始于 １９９８ 年
一期工程主要对临近合肥市和巢湖市的饮用水源区进行疏浚． 根据巢湖底泥中污染物的分布特征 从表层
向下依次为 严重污染层 污染过度层和正常湖泥层［１２］ 巢湖清淤工程着重清理严重污染层． 由于湖体太
大 清淤范围有限 仅 ４ｋｍ２

从实施后的例行监测结果来看 巢湖的富营养化状况没有明显改善 ．

生物操纵是利用湖泊中水生生物对营养元素进行吸收利用和代谢 从湖中去除营养物质 从而达到减
轻湖中污染负荷或调节生态平衡的目的． 在北美的大湖区进行了较多的相关研究 取得了很多成果［１３－１４］． 巢
湖的生物控藻试验研究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 利用围栏放养鲢鱼来控制藻类的大量繁殖 通过对比试验结果表
明 围栏内放养鲢鱼可有效降低水体总磷 ＣＯＤＭｎ 和叶绿素 ａ 的浓度 围栏内与围栏外湖区相比总磷 ＣＯＤＭｎ
和叶绿素 ａ 的浓度分别降低了 ２３． ８６％ ８． ５３％和 １１． ８３％ ． 由于试验研究的方法 重复性和范围等都不
完善 试验的结果是初步性的 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差距 因而

对于巢湖的生物控

藻需进一步开展研究．

３ 存在问题与今后研究的重点
巢湖富营养化问题的出现虽然促使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的开展［２，３］ 取得的成果已经或正在为巢湖富

安徽省环境状况公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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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化的治理所应用． 但已开展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科学研究的深入 水环
境 水生生态系统和流域社会经济结构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已经不能满足巢湖生态环境问题彻底根治的
需要 因此 针对巢湖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如下研究和治理课题
３． １ 巢湖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研究
巢湖及周边地区类型多样的湿地生态系统对于流域的水源调蓄 气候调节 水质净化 物种保存 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等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大量的研究［１５，１６］表明 湿地生态系统在维护流域生
态系统平衡和生态安全方面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 巢湖湿地受到了人为活动的剧烈影响 其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正在退化 逆向演化现象严重

湿地生态系统对引起湖泊富营养化的污染物的削减和净化作用也正在

日益萎缩． 目前巢湖流域湿地生态系统的基础研究工作开展较少 湿地生态系统的类型 分布 功能以及
它的价值仍然没有全面了解 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变化特征不清 这对于充分发挥巢湖湿地生态系统的
功能 延缓湖泊的衰退非常不利． 因此 开展巢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机制研究 利用巢湖湿地生
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特征与分布规律 正确评估和认识巢湖及周边湿地生态系统在阴滞氮 磷方面的重
要作用与价值 探索巢湖退化湿地生态系统的整治与恢复措施 对于遏制巢湖富营养化趋势 维持巢湖流
域及安徽省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３． ２ 生物操纵对巢湖富营养化控制的作用研究
生物操纵也称为食物网操纵 营养级联反应和下行影响等 是指通过对水生生物群及其栖息地的一系
列调节 以增强其中的某些相互作用 促使浮游植物生物量下降． 但是 由于人们普遍注重位于较高营养
级的鱼类对水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生物操纵的对象主要集中于鱼类 特别是浮游生物食性的鱼
类 即通过改变鱼类的组成或多度来调整水体的营养结构 从而加速水质的恢复［１７］ ． 国内外虽然都有成
功的案例 巢湖也于近年来进行了试验［１８］ 但由于巢湖水域面积大 生态系统结构复杂且影响范围广
项试验只获得初步的结果． 生物操纵法的应用从渔业生产的角度出发

该

大规模在巢湖水生生态系统中实施

放养鲢鳙 其生态适宜度 生态密度 富营养化控制效应以及水生生态系统的响应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３． ３ 富营养化发生机制及防治措施研究
巢湖的富营养化发生过程与机制 曾进行过一些研究和报道
［１９］

了

但巢湖富营养化的机理目前尚未完全明

． 近年来 对巢湖富营养化的治理采取了大量措施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这与我们对巢湖富营养化

的发生机制缺乏了解关系较大． 因此 必须从巢湖富营养化状态变化的条件 过程和因果机理及动态变化
监测研究着手 加强富营养化发生机制与控制对策研究 从机制上掌握巢湖富营养化的变化规律 从而为
恢复巢湖生态系统提供相应的参数和措施建议 为巢湖富营养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３． ４ 水生植被对巢湖富营养化恢复的作用与效果研究
研究表明［２０，２１］

大型水生植物具有拦截外源营养 吸收营养化湖泊内源氮磷的功能 某些植物的根

茎能抑制底泥中营养物的释放 而在生长后期又能较方便地去除 带走湖泊中过多的营养物 同时 一些
植物对藻类 包括形成水华的微囊藻有抑制作用． 因此 恢复和重建巢湖水生植被 对于巢湖富营养化的
控制具有重要作用． 在实施水生植被恢复与重建之前 必须研究不同水生植被的净化效果 同时需要对相
应高等水生植物的生理生态进行研究 研究生态因子对植物生长与分布的影响 确定不同的水生生态功能
分区的水生植被组建种群和群落．
３． ５ 巢湖富营养化控制决策支持系统开发研究
决策支持系统 ＤＳＳ 是一个计算机支持系统 在数据和模型的支持下 它能帮助决策者解决那些信
息不够 系统复杂的决策问题． ＤＳＳ 常用于流域防洪 供水
曾把 ＤＳＳ 模型用于太湖流域河网的水质管理

［２２］

水资源调度 河网水质管理等， 翟淑华等人

， 但把流域－湖泊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 目前还未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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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关于巢湖的富营养化控制 已经投入了数十亿元资金 而从实际结果来看 富营养化状况并没有得到
很好改善． 因为缺乏决策支持系统

ＤＳＳ

项目的选择和投资偶然性很大． 为了减少决策失误 安徽省环

保局拟与德国不伦瑞克工业大学（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合作开发一个甚至多个巢湖富营养化控制整体决策支持系
统模型（ＩＤＳＳ） 定性和定量地描述和评价巢湖流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 例如 生态可持续性评价

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时空差异性等． 在研究开发巢湖 ＤＳＳ 时 必须与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措施建议
等要统筹考虑供水 航运 水质 渔业 旅游等．
３． ６ 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农业非点源污染是造成巢湖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产污机
制 影响因素和污染危害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２３］

七五

巢湖攻关课题也对该流域非点源进行过试验研

究 了解了不同土地类型非点源污染的影响 但对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控制技术研究的还不够． 尽管
研究结果表明巢湖流域的非点源贡献率占很大比例

七五

但目前为止 在巢湖的富营养化控制方面 未采取任

何非点源控制措施 主要原因是缺少实用控制技术． 从巢湖的污染负荷来看 非点源问题不解决 巢湖的
富营养化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控制． 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的重点应包括巢湖流域农业地区土壤科学
施肥施药的调控方法 定量估算非点源发生负荷以及农业非点源污染物的流域生态学行为研究 从机理上
掌握此类污染物的生态控制技术 最终实现减轻巢湖污染负荷的目的．

４ 结语
巢湖的富营养化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基础资料 基本上掌握了富营养化的发生发展规律

为巢湖的富

营养化控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一些研究成果在巢湖的污染防治中得到应用 直接推动了巢湖的污染
防治进程． 如巢湖污染防治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 巢湖底泥清淤工程利用国债项目 巢湖流域水污
染防治条例和巢湖流域禁止使用含磷洗涤用品政策的出台都应用了上述研究成果． 但是近 １０ 多年来 对
巢湖的基础研究没有新的立项课题． 前述研究虽然丰富了巢湖的背景资料 但是基于当时条件的限制 加
上时间的推移 研究成果必须不断完善和更新 才能满足巢湖污染防治现时的需求． 此外 巢湖的富营养
化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 如巢湖周围的湿地功能研究 巢湖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等． 本文提出的关于巢湖富
营养化研究的方向供有关巢湖富营养化防治深入研究立项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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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Chaohu Lake Eutroph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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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gress of Chaohu Lake eutrophication research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the light of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researche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progress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itial
investigation, detailed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Eight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summarized in the paper including fact findings for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lake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assessment,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for waste water sources in the lake basin, Chaohu eutrophication mechanical
study, water function planning and its allowance pollution load study, non-point sources pollution research, study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status and internal loading pollution control. Since no any fundamental research
for Chaohu lake eutrophication has been undertaken in recent 10 years, the results obtained decades ago can not
satisfied the requirement of present eutroph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cording to recent monitoring results, eutrophication issue still besets the lak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further study must start urgently and
new countermeasures could be found consequently. Finally some main research facets are given for further
study reference.
Keywords: Chaohu Lake, eutrophication, research, prog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