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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区河湖水质分析＋
杜桂森１，吴玉梅２，扬忠山２，武佃卫２，刘靖１
（１：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２：北京市水环境监测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调研结果显示，２００３年北京城区河湖（１１个监测水体）总磷、总氮含量分别为Ｏ．１４２ｍｇ／Ｌ、１．４８１ｍｇ／Ｌ，已达到比较
严重的富营养状态．北京城市河湖属于藻型水体，初级生产力主要决定于浮游藻类的群落结构与密度．河湖水体中浮游
藻类密度为３７８６７．８２×１０４ｃｅｕｓ／Ｌ，其群落由蓝藻（ｃｙａｌｌ叩ｈｙｔａ）、绿藻（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ａ）、硅藻（Ｂｃｉｕａｒｉｏｐｈｙｔａ）、甲藻（Ｐｙｒｒｏｐｈｙ－
ｔａ）、隐藻（ｃｒｙｐｔ叩ｈｙｔａ）、黄藻（）（ａｎｔｌｌ叩ｈｙｔａ）、金藻（ｃｈｒｙｓｏｐｈｙｔａ）和裸藻（Ｅｕｄｅｎｉｐｈｙｔａ）构成．群落中蓝藻占绝对优势

（８９．５４％）．在近几年的夏秋季连续发生程度不同的微囊藻（梳ｃｒ０啪蕊）水华，对水体功能和城市景观造成了不良影响．
主要原因是：（１）氮磷和有机物的污染，（２）给城市河湖补给的水量少，（３）河湖生态系统被损害，水体自净能力差．本文
对如何改善北京城市河湖水质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北京；城区河湖；富营养；微囊藻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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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区河湖具有供水、防洪和环境生态三种功能，特别是在构建城市景观、传承古都文化、调节城市
气候、创造适合城区人民生活、工作环境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北京城区河湖的设施和水质是面向国内外
的窗口、是实现“绿色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着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北京城区河

湖的设施已得到明显改善，景观效果显著提高，但近几年水质变差，连续发生微囊藻水华，对城区水环境和
首都声誉产生了不良影响，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城市河湖的富营养化在国内外较为普遍，对于北京城

市河湖的水质曾有报道¨。。．为了解北京城区河湖水体的营养程度、水华发生原因与制约因素，近几年我
们进行了连续监测和调研，以期为改善北京城区河湖水质提供依据．

＋北京市重大科技项目资助（Ｈ０１２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９０３）．２００４—１２—２８收稿：２００５一０４—２８收修改稿．杜桂森，男，１９４７年
生，教授．Ｅ－ｍａｉｌ：ｄｕｇＩｌｉｓｅｎ＠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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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ｋ＆ｉ．（湖泊科学），２００５，１７（４）

１材料与方法
北京城区的西北侧有团城湖、昆明湖（通过水闸相连），西侧有昆玉河，西南侧有永定河罗道庄段、玉渊
潭湖及其向南输水河道的二热闸段，南侧有南护城河，东侧有龙潭湖，北侧有小月河及土城沟河，城区中部
有长河与北护城河．北京城市心脏区域有六海（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与筒子河（图１）．长河
通过松林闸向六海及筒子河输水．我们在长河水系（麦钟桥至筒子河出口）选择了１１个监测断面，并以团
城湖作对照．从河湖生态系统中确定了与水体富营养化密切相关的１１个项目：即水深、水温、透明度（ｓＤ）、

ｐＨ值、溶解氧（Ｄ０）、总氮（ＴＮ）、总磷（ＴＰ）、化学耗氧量（ＣＯＤ。。）、生化需氧量（ＢＯＤ。）、叶绿素ａ（ｃｈｌａ）和
浮游藻类群落构成与细胞密度‘４１，于２００３年４至１０月定期作现场调查，同步取样，分别进行定性、定量测
定和统计分析．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对水华发生状况进行观测．

图１北京城区河湖与监测点（昆明湖至筒子河出口）分布
Ｆｉｇ．１ Ｍａｐ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ｌａｋｅｓ ａＩｌ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Ｂｅ巧ｉｎｇ

ｃｉｔｙ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河湖水体的理化性状
北京城区长河水系平均水深仅１３１ ｃｍ，且基本稳定，只有补水时才有缓慢流动，缓冲和自净能力很弱．
６、７、８月水温最高，平均为２６．８℃，４月与１０月相接近（相差０．９６℃），５月与９月是春夏与夏秋之间的过度
期．河湖水温的升降、浮游藻类密度的变化与北京地区（３９。２８’一４１。０５’Ｎ，１１５。２５’一１１７。３’Ｅ）中纬度、暖温
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的年周期季节更替相适应．河湖水体的透明度很低，平均仅４６ ｃｍ（表１），主要受
浮游生物密度的影响，说明水体的污染状况与富营养化程度较重．ｃＯＤ。。和ＢＯＤ，已分别达到７．４２９ ｍｇ／Ｌ
与４．３４３ ｍｇ／Ｌ（图２），表明北京城市河湖水体中能被氧化的无机物质和能被微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质均处于
较高水平．按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在北京城市河湖１２个监测水体中，团城湖水质较
好，ＴＰ为Ⅲ类、ＴＮ为Ⅱ类；松林闸ＴＰ为Ⅳ类，ＴＮ为Ｖ类；西海ＴＰ为Ⅳ类，ＴＮ为Ｖ类，其它９处水体的富营
养程度介于团城湖与松林闸、西海之间（图２、３）．
北京城区河湖４—１０月，日间水体处于偏碱性状态（ｐＨ ８．６４—８．８８，表１），我们每月定期观测的时间
均在９：３０—１５：３０，是一天中光照强，水温高，藻类光合作用旺盛时段．北京城区河湖清淤、硬化后，水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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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桂森等：北京城区河湖水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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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植物极少，藻类是主要的初级生产力．由于藻类密度大，旺盛的光化学合成作用大量消耗了溶解在水体
中的ｃＯ：，使水体ｐＨ值升高，同时释放Ｏ：，使水体ＤＯ增加∞１．太阳降落后，藻类的光合作用停止，但水体

中各种生物的呼吸作用和有机物的氧化分解仍继续进行，使水体中ｃｏ：浓度增加，ｐＨ下降，Ｏ：迅速减少，直
至黎明前的几个小时达到日周期中的最低值，使水体处于缺氧状态，导致鱼类等对ＤＯ敏感的水生生物窒
息死亡．在温度较高的７、８、９月，我们作现场调查时经常看到水面有死鱼、死螺漂浮．

表１北京城区河湖的物理指标和ｐ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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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北京城区河湖４项化学指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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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北京城区河湖２项化学指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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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河湖水体的富营养状态
湖泊与缓慢流动的河流中，ＴＮ、ＴＰ、ｃＯＤ。。、ｃｈｌａ和ｓＤ是反应水体营养程度的主要指标，而且存在着明

显的相关性．Ａｉｚａｋｉ修正的Ｃａｄｓｏｎ营养状态指数——ｒＩ’ｓＩ（Ｔｍｐ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计算公式，以ｃｈｌａ为基准，较好

地解决了浮游藻类以外的因子对ｓＤ的影响，并分析了ｃｈｌａ与ＴＮ、即、ｃＯＤ。。等指标的相关性，得出了ＴｓＩ。
计算公式。６。．利用指数的大小来判别湖泊的营养状态，ＴＳＩ。＜３７，贫营养；ｒ１１ＳＩ。３８—５３，中营养；ｒＩ’ＳＩ。＞５３，富
营养‘５。．由于此法科学性较强，已被国内外广泛采用．北京城市河湖５项参数（表１，图２、３）的ｒＩｓＩ。值计算
结果为：
ＴＮ（ＴＳＩｍ）＝７１．９

ＴＰ（７ｒｓＩｍ）＝７３．３

ＣＯＤＭ。（ＴＳＩ。）＝７０．６

Ｃｈｌａ（ＴｓＩ。）＝６２．０

ＳＤ（ＴＳＩｍ）＝７６．９

ＴｓＩ。显示，北京城市河湖水体为富营养型．

国内外许多研究显示，氮磷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元素¨Ｊ．ｓａｋａｍｏｔｏ通过调查日本的调和型湖泊
与河流的主要化学成分，并在综合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以ＴＮ、ＴＰ为标准的湖泊营养状态分级标

准．按此标准北京城市河湖水体中ＴＰ、ＴＮ含量已经达到较严重的富营养程度（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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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ｋ＆ｉ．（湖泊科学），２００５，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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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河湖水体中浮游藻类的群落构成、密度与优势种群的指示作用
２．３．１浮游藻类的群落构成和密度北京城区河湖水体中浮游藻类群落由蓝藻（ｃｙａｎｏｐｈｙｔａ）、绿藻（ｃｈｌｏｍ—
ｐｈｙｔａ）、硅藻（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ａ）、隐藻（ｃｒ）ｒｐｔｏｐｈｙｔａ）、黄藻（ｘａＩｌｔｈｏｐｈｙｔａ）、裸藻（Ｅｕｄｅｎｏｐｈ）ｒｔａ）、甲藻（Ｐ）ｒⅡｏｐｈｙ－
ｔａ）和金藻（ｃｈｒｙｓ叩ｈｙｔａ）构成．４一１０月细胞密度平均达到３．７８×１０８ｃｅｌｌｓ／Ｌ，４月密度相对较小，而后随着
光照的增强和水温的升高增加，８—９月达到高峰，１０月明显下降．北京城市河湖的浮游藻类中蓝藻为绝对
优势，细胞密度占总数的８９．５４％，其次为绿藻和硅藻，细胞密度分别占总数８．３８％、１．２７％（图４）．
一般认为ＴＮ、ＴＰ浓度分别达到０．２０ ｍｇ／Ｌ与０．０２

表２北京城区河湖的营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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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北京城区河湖浮游藻类密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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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和水体功能受到严重破坏．

蓝藻水华中的优势种群是铜绿微囊藻（舭ｒｏ邵琉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ｋｅｓ

∞兀曙ｉ聊ｎ），主要伴生种有颤藻（ｏｓｃｉ口ｏｆｏ而ｏ）、平裂藻
（胁恼ｍｏ卵ｄ玩）、栅藻（Ｓｃｅ础ｄ∞ｍ础）、直链藻（讹ｋｉｍ），出

现频度均为１００％．它们都是富营养或重富营养型水体的指示种群，说明北京城区河湖的富营养程度比较
严重．

３关于改善北京城区河湖水质的建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引起北京城市河湖水体富营养化和发生蓝藻水华的主要原因是：（１）
以Ｎ、Ｐ为主的植物营养物的污染．２００３年城区河湖ＴＮ、ＴＰ含量平均已分别达到Ｖ类、Ⅳ类；（２）城市河湖
补给水量少．补给的水量仅能够维持水体的蒸发与渗漏，河湖水浅，流动性差，缓冲能力明显下降；（３）城市

河湖底部硬化、河道两侧与湖泊周围衬砌，虽然减少了水的渗漏，但却破坏了水体生态系统，使其自净能力
急剧降低．
改善城市河湖水质是北京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实现“绿色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首都各界人士的
期盼．根据近几年的调研结果，对如何改善北京城市河湖水质提出如下建议：
（１）采取有力措施减少点源、面源对河湖的污染．如清除排污口，进行雨水、污水排放系统的分流改道，
防止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向城市河湖排放等．在环境综合治理中，把消减面源污染作为重要内容，将生态工
程与环境工程相结合，控制河湖水体的营养盐浓度．
（２）适当增加城市河湖的生态用水．北京水资源紧缺，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增加城市河湖的补给水
量，以提高河湖水体的缓冲与自净能力．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对中水在河湖景观水体中的应用进行实验．
（３）建立城市河湖水系良性循环系统．利用工程和生物措施尽快修复受损的城区河湖生态系统，提高
水体自净能力，促进良性循环．

（４）加强宣传教育，制定相应条例．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特别是河湖汇水区群众的
环保意识，自觉地保护水环境，不乱倒污水和垃圾，不损坏植被．为实现北京奥运行动规划中提出的青山、
碧水、绿地、蓝天和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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