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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条件对红枫湖沉积物磷释放影响的微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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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贵州红枫湖为研究对象，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了自然、好氧和厌氧条件下沉积物内源磷的释放过程，联合应

用微电极技术和沉积物磷形态分析对沉积物 水界面开展了微尺度观测与研究．结果表明，厌氧条件下红枫湖沉积物总磷
含量显著降低，且主要是 ＮａＯＨ 提取态磷（ ＮａＯＨ⁃Ｐ） 和残渣态磷（ ｒｅｓｔ⁃Ｐ） 含量降低所致，厌氧条件下沉积物孔隙水中磷酸
盐浓度明显升高，而好氧条件下沉积物孔隙水磷酸盐浓度显著降低，反映厌氧条件显著促进了红枫湖沉积物磷释放．厌氧
条件下沉积物内部溶解氧浓度下降、硫还原活动增强可能是导致 ＮａＯＨ⁃Ｐ 释放的主要原因．Ｏ ２ 浓度的降低加速了沉积物
还原作用并产生大量 Ｈ２ Ｓ，进而与二价铁离子形成硫化亚铁沉淀，最终导致 ＮａＯＨ⁃Ｐ （ Ｆｅ⁃Ｐ） 释放到孔隙水中．好氧条件向
厌氧条件的转换可通过改变沉积物内部 ｐＨ 值分布和微生物活动促使 ｒｅｓｔ⁃Ｐ 释放：厌氧条件下，厌氧微生物不仅可以消耗
硫酸根产生 Ｈ２ Ｓ，导致 ｐＨ 值降低，还可消耗有机质，将有机磷转变为无机磷．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沉积物 水界面氧化还原
环境可影响沉积物氧渗透深度、ｐＨ 值分布、微生物活动、硫循环以及有机质降解过程，进而控制沉积物磷的形态转化与释
放．联合应用微电极技术和沉积物磷形态分析对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开展微尺度观测研究是揭示沉积物内源磷释放机制
与控制因素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氧化还原环境；微电极；微尺度；沉积物内源磷；红枫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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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富营养化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水环境问题之一 ［１］ ．磷被认为是造成湖泊富营养化最重要的

限制性因子 ［２］ ．湖泊水体磷来源可分为两类：一是外源输入，如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二
是内源输入，即湖泊沉积物内源磷释放．随着外源污染物输入逐步得到有效控制，沉积物内源磷释放已成为
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因素．
影响湖泊沉积物磷释放的环境因素众多，其中关键因素主要有温度、ｐＨ 值、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生
物作用以及扰动等．金相灿等 ［３］ 对玄武湖沉积物中磷释放的研究表明，ｐＨ 值为中性时底泥释磷最少，当偏离
中性时，释磷即增加．候立军等 ［４］ 在对苏州河底泥内源磷释放的研究中发现当底泥存在微生物作用时，其内
源磷的释放量明显高于没有微生物作用时．温度、扰动、氧化还原电位以及溶解氧的变化均会导致沉积物内
源磷释放量的改变 ［５］ ．大量研究表明，溶解氧是沉积物磷释放的关键控制因素，沉积物磷在厌氧条件下易于
释放，而好氧条件可抑制沉积物磷的释放．溶解氧对于沉积物内源磷释放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影响沉积物中的
铁锰氧化物、硫的氧化还原以及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来实现 ［６］ ．好氧条件下，铁锰以氧化物或氢氧化物形式存
在，具有较强的磷酸盐吸附能力，可有效阻止沉积物磷向上覆水体释放．厌氧条件下，铁锰氧化物被还原，磷
酸盐解吸释放 ［７⁃１２］ ．深入揭示好氧与厌氧条件下沉积物化学组成和微观结构的差异对阐明沉积物内源磷释
放机制和有效控制内源磷释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好氧与厌氧条件下沉积物化学组成的研究往往是将沉积物进行分层取样后再测量 ［１３］ ． 这类方

法破坏了沉积物内部结构，往往难以反映沉积物真实状况．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微电极技术可在不破坏沉积物
内部结构的前提下获取沉积物化学组成和微观结构信息 ［１４⁃１６］ ，为对比研究好氧与厌氧条件下沉积物的化学
组成和微观结构提供了有力手段．

红枫湖是贵州高原中部的一座典型人工深水型水库，但近年来水体富营养化趋势明显，直接威胁着区

域供水和生态安全．以往研究已揭示红枫湖底泥具有极高的氮、磷营养盐负荷和内源磷释放风险 ［１７］ ，但对不
同氧化还原条件下沉积物的化学组成和微观结构尚缺乏系统对比研究．为此，本文选取贵州红枫湖为研究对
象，采用微电极技术深入开展自然、好氧和厌氧条件下沉积物的化学组成和微观结构变化的微尺度研究，以
揭示沉积物内源磷释放机制，为湖泊底泥内源污染控制提供科学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红枫湖（２６°３１′ ～ ２６°３４′Ｎ，１０６°２４′ ～ １０６°４３′Ｅ） 位于清镇市、平坝县和安顺市西秀区境内，是贵州省 １９５８

年开始在猫跳河干流上筑坝兴建的一座高原人工河道水库， 于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建成蓄水． 红枫湖流域面 积

１５９６ ｋｍ２ ，正常水位海拔 １２４０ ｍ 时湖泊水面面积 ５７．２ ｋｍ２ ．湖泊长 １６ ｋｍ，平均宽 ４ ｋｍ，最大水深 ４５ ｍ，平均
水深 １０．５ ｍ，总库容 ６．０１×１０ ８ ｍ３ ．红枫湖是目前贵州省中部最大的人工水库，兼具发电、防洪、旅游、工农业
用水、饮用水源、水上运动、调节生态环境等多种功能，其主要入湖河流包括羊昌河、猫跳河、麻线河以及桃
花源河等 ［１８］ ．选取大坝前深水区（ 水深 ２５ ～ ３０ ｍ） 作为代表性研究点位（ 图 １） ．

１．２ 样品采集与前处理

利用无扰动沉积物采样器 ［１９］ 采集沉积物柱芯，现场利用锡箔纸包裹避光并迅速带回实验室． 在实验室

将沉积物柱芯分别装入自制的有机玻璃容器内，沿容器壁缓慢加入 ０．４５ μｍ 滤膜过滤后的湖水静置培养 ２
周，沉积物与上覆水的体积比为 １ ∶７．

１．３ 实验方法

将平衡好的沉积物柱芯放入温度为 １８℃ 的恒温培养箱（ ＳＰＸ⁃７０ＢⅢ，ＴＡＩＳＩＴＥ） ，在 ３ 种不同环境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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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状态、充 Ｏ ２ 和充 Ｎ ２ ） 进行恒温、避光培
养，实验周期为 ３６ ｄ，具体处理如下：（ １） 对照

组： 在 自 然 条 件 下 培 养， 不 进 行 任 何 处 理；

（２） 充Ｏ２ 组：使用空气泵连续曝气，维持 ＤＯ 浓
度⫺９．０ ｍｇ ／ Ｌ；（３） 充 Ｎ２ 组：通入纯度为 ９９％ 的
Ｎ２ ，Ｎ２ 通入时间每次为 １ ｈ，充气后使用凡士林
进行密封处理，维持 ＤＯ 浓度＜１ ｍｇ ／ Ｌ．

实验结束后，利用微电极测量系统（ 丹麦

Ｕｎｉｓｅｎｓｅ 公司）对不同培养条件下的沉积物 水
界面溶解氧、Ｈ２ Ｓ以及 ｐＨ 值进行微尺度剖面测
定．Ｏ２ 的穿刺步进设为 １００ μｍ，测量及响应时
间设为 １６ ｓ；Ｈ２ Ｓ 以及 ｐＨ 值穿刺步进设为 ３００

μｍ，测量及响应时间设为 ２０ ｓ．测量结束后，将
沉积物柱芯按照 ０ ～ １、１ ～ ２、２ ～ ３ ｃｍ、……进行
分层取样，离心获得孔隙水，测定孔隙水中的
溶解态活性磷（ ＳＲＰ） 浓度以及沉积物中磷的
赋存形态．孔隙水 ＳＲＰ 浓度采用钼锑抗分光光
度法（ ＧＢ １１８９３

图 １ 红枫湖采样点位置

１９８９） 测定，沉积物 磷赋 存

形态采用 Ｈｕｐｆｆｅｒ 等发展建立的化学连续提取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ｉｎ Ｌａｋｅ Ｈｏｎｇｆｅｎｇ

法进行测定（ 表 １） ［２０］ ．

表 １ 沉积物磷赋存形态的化学连续提取方法 ［２０］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ｏｒｍｓ
提取剂

所提取的磷形态

ａ． ＮＨ４ Ｃｌ １ ｍｏｌ ／ Ｌ

孔隙水中松散吸附在物质表面的（ 如铁和 ＣａＣＯ ３ 表面） 立即可用的磷，即弱吸附态磷．

ｃ． ＮａＯＨ １ ｍｏｌ ／ Ｌ

溶解性活性磷（ ＳＲＰ） ：可与 ＯＨ － 离子进行交换的铁铝金属氧化物约束的磷；无机磷化合物：主要
为铁铝结合态磷；微生物磷（ ＮＲＰ） ：非活性磷、总磷与 ＳＲＰ 的差值，包括碎屑中有机磷和聚磷以
及腐殖酸化合物结合的磷．

ｄ． ＨＣｌ ０．５ ｍｏｌ ／ Ｌ

碳酸盐结合的磷和磷灰石磷，微量的水解有机磷，主要为钙结合态磷．

ｂ． ＢＤ ０．１１ ｍｏｌ ／ Ｌ

ｅ． ５００℃ 灰 化 ２ ｈ
ＨＣｌ ３．５ ｍｏｌ ／ Ｌ

氧化还原敏感的磷，主要指被铁的氢氧化物和锰的化合物约束的磷．

有机磷和其他耐火物质中的磷．

１．４ 沉积物 水界面 Ｏ ２ 扩散通量计算

利用 Ｆｉｃｋ 第一定律对不同氧化还原状态下的氧气扩散通量进行计算 ［２１］ ：
Ｊ ＝ －Ｄ

( ｄｘｄｃ )

（１）

式中，Ｊ 为物质的扩散通量（ ｎｍｏｌ ／ （ ｍ２ ·ｓ） ） ；Ｄ 为扩散系数（ ｍ２ ／ ｓ） ；括号内部表示物质的浓度梯度；负号表
示浓度梯度方向与扩散通量方向相反．其中 Ｆｉｃｋ 定律的扩散系数 Ｄ 代表单位浓度梯度下的扩散通量，它表
示某个组分在介质中扩散的快慢，是物质的一种传递性质．液体中的扩散系数其量级为 １０
散系数常用 ｗｉｌｋｅ⁃ｃｈａｎｇ 公式估算 ［２２］ ：

Ｄ ＡＢ ＝ ７．４×１０

－１５

－９

ｍ２ ／ ｓ，水中的扩

（ φＭ Ｂ ） １ ／ ２ Ｔ

（２）

μＶ０．６
Ａ

式中，Ｄ ＡＢ 是溶质 Ａ 在溶剂 Ｂ 中的扩散系数（ ｍ２ ／ ｓ） ；Ｔ 为溶液的温度（ Ｋ） ；μ 为溶剂 Ｂ 的粘度（ Ｐａ·ｓ） ；Ｍ Ｂ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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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 Ｂ 的摩尔 质 量 （ ｇ ／ ｍｏｌ） ； φ 为 溶 剂 的 缔 合 参 数， 水 为 ２． ６； Ｖ Ａ 为 溶 质 Ａ 在 正 常 沸 点 下 的 分 子 体 积
（ ｃｍ３ ／ ｍｏｌ） ，由正常沸点下的液体密度来计算．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不同培养条件下沉积物孔隙水磷酸盐浓度变化

不同培养条件下，孔隙水中的 ＳＲＰ 浓度表现为充 Ｎ ２ 组＞对照组＞充 Ｏ ２ 组（ 图 ２） ．充 Ｎ ２ 组孔隙水 ＳＲＰ 浓

度约为０．３０９ ｍｇ ／ Ｌ，是对照组的 ２ 倍左右，而充 Ｏ ２ 组的孔隙水 ＳＲＰ 浓度仅为 ０．０２３ ｍｇ ／ Ｌ．显然，厌氧使得沉积
物孔隙水中磷酸盐浓度明显升高，而好氧条件下沉积物孔隙水磷酸盐浓度显著降低．
２．２ 不同培养条件下沉积物磷赋存形态变化

不同培养条件下，沉积物磷赋存形态变化如图 ３ 所示．充 Ｎ ２ 组和充 Ｏ ２ 组的沉积物总磷（ Ｓｕｍ⁃Ｐ） 含量与

对照组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且充 Ｎ ２ 组降低显著（ 降低了 ３７８．９ ｍｇ ／ ｋｇ） ．这种变化主要是由 ＮａＯＨ 提取
态磷（ ＮａＯＨ⁃Ｐ） 和残渣态磷（ ｒｅｓｔ⁃Ｐ） 含量降低引起的．ＮａＯＨ⁃Ｐ 是红枫湖沉积物磷最主要的赋存形态，其含量
约占总磷含量的 ５７．８％ ，其次是 ｒｅｓｔ⁃Ｐ，约占 ２２．１％ ，其余 ２０．１％ 为 ＮＨ４ Ｃｌ 提取态磷（ ＮＨ４ Ｃｌ⁃Ｐ） 、ＢＤ 提取态磷
（ ＢＤ⁃Ｐ） 和 ＨＣｌ 提取态磷（ ＨＣｌ⁃Ｐ） ．充 Ｎ ２ 条件下，ＮａＯＨ⁃Ｐ 含量明显减少，而孔隙水中 ＳＲＰ 浓度有较大的升高

（ 图 ２） ，说明 ＮａＯＨ⁃Ｐ 释放进入孔隙水和上覆水．充 Ｏ２ 条件下，沉积物总磷含量略有降低，ＮａＯＨ⁃Ｐ 含量略微降
低是导致此现象的主要原因．与充 Ｎ２ 条件不同的是，充 Ｏ２ 条件下，沉积物孔隙水中 ＳＲＰ 浓度（０ ０２３ ｍｇ ／ Ｌ） 明
显低于对照组（０．１５１ ｍｇ ／ Ｌ） ．

图 ２ 不同培养条件下沉积物孔隙水中 ＳＲＰ 浓度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Ｒ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 ３ 不同培养条件下沉积物中各形态磷含量
Ｆｉｇ．３ Ｅａｃｈ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３ 不同培养条件下沉积物 Ｏ ２ 、Ｈ２ Ｓ 浓度以及 ｐＨ 值的剖面变化

不同培养条件下 Ｏ ２ 的渗透深度与浓度均为：充 Ｏ ２ 组＞对照组＞充 Ｎ ２ 组．自然条件下，沉积物 Ｏ ２ 的渗透深

度约为２．１ ｍｍ左右，界面 Ｏ ２ 浓度为１３７ μｍｏｌ ／ Ｌ．充 Ｎ ２ 培养条件下，界面 Ｏ ２ 浓度为 ７０ μｍｏｌ ／ Ｌ，Ｏ ２ 的渗透深度
降低至 ０．９ ｍｍ 左右．而充 Ｏ ２ 培养之后，Ｏ ２ 的渗透深度变为 ４．２ ｍｍ，约为自然状态的 ２ 倍（ 图 ４ａ） ．

自然、充 Ｏ ２ 以及充 Ｎ ２ 条件下，沉积物内部产生的 Ｈ２ Ｓ 浓度存在较大差别．自然条件下，Ｈ２ Ｓ 在沉积物约

３ ｍｍ 处出现，随后浓度开始增加，到 ２０．７ ｍｍ 处达到峰值（ ２２．９ μｍｏｌ ／ Ｌ） ． 充 Ｏ ２ 条件下，Ｈ２ Ｓ 的出现深度为
１５．９ ｍｍ，在 ３３．９ ｍｍ 处达到峰值（９．０ μｍｏｌ ／ Ｌ） ．充 Ｎ ２ 培养的沉积物中，Ｈ２ Ｓ 的变化范围最大：从沉积物表面
便开始产生 Ｈ２ Ｓ，并且随着深度增加 Ｈ２ Ｓ 快速增加，在 ６ ｍｍ 深度处 Ｈ２ Ｓ 浓度达到峰值（ ４７．３ μｍｏｌ ／ Ｌ） ，随后
伴随深度的增加出现少许波动，至 １２ ｍｍ 处开始下降（ 图 ４ｂ） ．

不同氧化还原条件下沉积物 ｐＨ 值也存在明显差异． ３ 种条件下沉积物 ｐＨ 值在 ４． ２ ｍｍ 处发生交叉．

４．２ ｍｍ处的 ｐＨ 值为 ６．９；４．２ ｍｍ 以上沉积物 ｐＨ 值均大于 ６．９，且大小顺序为：充 Ｏ ２ 组＞对照组＞充 Ｎ ２ 组；而
４．２ ｍｍ 以下 ｐＨ 值均小于 ６．９，且顺序为：充 Ｎ ２ 组＞对照组＞充 Ｏ ２ 组（ 图 ４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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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溶解氧对沉积物 ＮａＯＨ⁃Ｐ 释放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溶解氧主要通过影响 ＮａＯＨ⁃Ｐ

而影响沉积物内源磷的释放 ［６］ ． ＮａＯＨ⁃Ｐ 是 受铁 铝
金属氧化物约束的磷，该形态磷的沉淀与溶解是决
定沉积物内源磷释放与否的关键 ［２３］ ． 韩 伟明 ［２４］ 在
西湖沉积物磷释放实验中发现 ＮａＯＨ⁃Ｐ 是沉积物释
放的主要磷赋存形态． 红枫湖沉积物中 ＮａＯＨ⁃Ｐ 在
总磷中所占比例最高，平均为 ５７．８％ ．对沉积物孔隙
水中 ＳＲＰ 浓度、沉积物磷形态以及沉积物内部 Ｏ ２

和 Ｈ２ Ｓ 剖面分布特征的对比分析表明：经过充 Ｎ ２ 培
养的沉积物与自然状态下的沉积物相比，沉积物内

部 Ｏ ２ 浓度和渗透深度都有了大幅降低，与此同时，
孔隙水中 ＳＲＰ 浓度 明显 升高，而 沉积 物磷 形态 中
ＮａＯＨ⁃Ｐ 和总磷含量明显降低，其他沉积物磷形态
未发生显著变化．这反映在沉积物内部 Ｏ ２ 浓度降低
的情况下，沉积物中的总磷含量降低的原因主要是
ＮａＯＨ⁃Ｐ 的释放，并因此导致孔隙水中 ＳＲＰ 浓度升
高．此外，Ｏ ２ 浓度的降低使得沉积物内部 Ｈ２ Ｓ 浓度
的剖面特征发生显著变化，从界面开始，硫酸根还
原产生大量的 Ｈ２ Ｓ，Ｈ２ Ｓ 与二价铁离子产生硫化亚
铁沉淀 ［２５］ ，铁离子的减少使得束缚 ＮａＯＨ⁃Ｐ 的能力
降低，ＮａＯＨ⁃Ｐ 更易被释放到孔隙水中．

充 Ｏ ２ 条件下沉积物 ＮａＯＨ⁃Ｐ 含量略有降低，这

可能是曝气过程对沉积物造成了一定扰动，导致沉
积物磷的少量释放 ［２６］ ．

３．２ 溶解氧对沉积物 ｒｅｓｔ⁃Ｐ 释放的影响

从图 ３ 可知，沉积物总磷含量的降低除了主要

受到 ＮａＯＨ⁃Ｐ 含量降低影 响之 外， ｒｅｓｔ⁃Ｐ 的 降低 也
是部分原因．沉积物 ｒｅｓｔ⁃Ｐ 主要为有机磷 ［２０］ ．随着深
度的增加，Ｏ ２ 浓度逐渐降低，直至为 ０，深度继续增
加，Ｈ２ Ｓ 开始出现（ 图 ４） ．当微生物的耗氧超过了 Ｏ ２

在沉积物中的扩散速率时，微生物便开始利用其它

图 ４ 不同培养条件下沉积物 Ｏ２ 浓度、
Ｈ２ Ｓ 浓度和 ｐＨ 值的剖面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２ 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氧化剂进行无氧呼吸，电子受体优先顺序依次为溶
解氧、硝酸根离子、高价态铁锰、硫酸根离子 ［２７］ ． 当
电极监测到有 Ｈ２ Ｓ 产生时，说明溶解氧、硝酸根离

子以及高价态铁锰等已经被还原． 在充 Ｏ ２ 条件下，
好氧微生物占主导，微生物消耗大量的 Ｏ ２ ，同时 ｐＨ
值升高，而 ｒｅｓｔ⁃Ｐ 含量几乎没有变化，说明好氧微生

物并不消耗有机磷．而在充 Ｎ ２ 条件下，厌氧微生物占主导，消耗硫酸根，产生了大量的 Ｈ２ Ｓ，使 ｐＨ 值降低，同
时，ｒｅｓｔ⁃Ｐ 含量降低，可能是厌氧微生物消耗了有机质，将有机磷转变为无机磷，进而释放到上覆水体 ［４］ ． Ｏ ２
浓度决定好氧微生物与厌氧微生物的比例，因而影响有机磷的迁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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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不同条件下沉积物 Ｏ ２ 的扩散通量

沉积物与上覆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２８⁃２９］ ，了解不同条件下氧气的分布，可以估算出氧

气的扩散通量，进而可以对扩散边界层中的微生物分布和营养物质的迁移转化进行定量研究．自然状态下红
枫湖沉积物 Ｏ ２ 的扩散通量为 ２３５．６ ｎｍｏｌ ／ （ ｍ２ ·ｓ） （ ２０．４ ｍｍｏｌ ／ （ ｍ２ ·ｄ） ） ，这与汪嘉宁等在青岛会场湾所测
得的 Ｏ ２ 的扩散通量（１５．４ ～ ５３．６ ｍｍｏｌ ／ （ ｍ２ ·ｄ） ） 接近 ［３０］ ，而充 Ｎ ２ 状态下，沉积物 Ｏ ２ 扩散通量仅为２９．４ ｎｍｏｌ ／
（ ｍ２ ·ｓ） （２．５ ｍｍｏｌ ／ （ ｍ２ ·ｄ） ） ，略低于王敬富等在红枫湖大坝自然缺氧状态下测出来的 Ｏ ２ 扩散通量（ ７．６５

ｍｍｏｌ ／ （ ｍ２ ·ｄ） ） ［３１］ ，这可能是由于人工制造的厌氧程度本身就要高于自然界的厌氧程度． 自然状态下沉积
物 Ｏ ２ 的扩散通量为充 Ｎ ２ 条件下的近 ８ 倍，而充 Ｏ ２ 条件下沉积物 Ｏ ２ 扩散通量远远高于充 Ｎ ２ 条件．在沉积物

水界面处，充 Ｏ ２ 条件下微生物的耗氧活动和有机物的降解要比充 Ｎ ２ 条件下更加剧烈，但好氧环境下微生物
活动对磷的吸收使得有机磷并未明显释放，而厌氧环境下微生物活动则显著促进了磷的释放 ［３２］ ． 这表明好
氧微生物和厌氧微生物对沉积物有机磷的影响存在重要差别．

红枫湖溶解氧的渗透深度为充 Ｏ２ 组＞对照组＞充 Ｎ２ 组．龚春生等［３３］ 对不同溶解氧水平下的底泥研究发现，

沉积物间隙水中的好氧层会随上覆水溶解氧浓度的增大而增厚，好氧层的增厚会加大沉积物与上覆水之间的
物质传输阻力．充 Ｏ２ 状态与充 Ｎ２ 状态相比，其沉积物具有更厚的好氧层，因而抑制了内源磷的释放． Ｖｏｐｅｌ

等［３４］ 发现即使没有光或者光很弱，沉积物表面的微生物垫也能产生氧气，因此在自然、充 Ｏ２ 或者充 Ｎ２ 状态下，
氧气剖面均出现典型的界面放氧现象．虽然整个实验过程是在避光环境下开展的，但由于实验过程需要每天充
气，因此实验室并不能保持始终黑暗，微生物垫表层应该也产生了一定量的 Ｏ２ ．在自然、充 Ｏ２ 或者充 Ｎ２ 状态
下，沉积物 水界面都存在上覆水复氧与微生物垫产氧，但三者溶解氧的走势存在明显差异：在自然状态下均
匀下降，而充 Ｏ２ 和充 Ｎ２ 状态下，溶解氧在刚接触沉积物 水界面时呈升高的趋势，而后才逐渐降低．

４ 结论
１） 厌氧条件下红枫湖沉积物 ＴＰ 含量显著降低，且主要是 ＮａＯＨ⁃Ｐ 和 ｒｅｓｔ⁃Ｐ 含量降低所致，厌氧条件下

沉积物孔隙水中磷酸盐浓度明显升高，而好氧条件下沉积物孔隙水磷酸盐浓度显著降低，表明厌氧条件显
著促进了红枫湖沉积物磷释放．

２） 厌氧条件下沉积物含氧量下降、硫还原活动强烈是导致 ＮａＯＨ⁃Ｐ 释放的主要原因． 微电极分析结果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厌氧条件下界面 Ｏ ２ 浓度降低至 ７０ μｍｏｌ ／ Ｌ（ 对照组为 １３７ μｍｏｌ ／ Ｌ） ，氧渗透深度降低为

０．９ ｍｍ（ 对照组为 ２．１ ｍｍ） ，Ｈ２ Ｓ 浓度升高至 ４７．３ μｍｏｌ ／ Ｌ（ 对照组为 ２２．９ μｍｏｌ ／ Ｌ） ．Ｏ ２ 浓度的降低加速了沉
积物磷酸盐的还原作用并产生大量 Ｈ２ Ｓ，进而与二价铁离子形成硫化亚铁沉淀，最终导致 ＮａＯＨ⁃Ｐ（ Ｆｅ⁃Ｐ） 释
放到孔隙水中．

３） 好氧向厌氧条件的转换可通过改变沉积物内部 ｐＨ 值分布和微生物活动，促使 ｒｅｓｔ⁃Ｐ（ 有机磷） 减少．

微电极分析结果表明，好氧条件下，ｒｅｓｔ⁃Ｐ 含量几乎没有变化，而厌氧条件下，厌氧微生物不仅可以消耗硫酸
根产生 Ｈ２ Ｓ，导致 ｐＨ 值降低，还可消耗有机质，将有机磷转变为无机磷．Ｏ ２ 浓度决定了好氧微生物与厌氧微
生物的比例，因而影响了有机磷的迁移转化．

４） 沉积物 水界面氧化还原环境可影响沉积物氧渗透深度、ｐＨ 值分布、微生物活动、硫循环以及有机

质降解过程，进而控制沉积物磷的形态转化与释放．

５） 联合应用微电极技术和沉积物磷形态分析对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开展微尺度观测研究是揭示沉积

物内源磷释放机制与控制因素的有效途径，但前者分辨率为 ｍｍ⁃μｍ 级尺度，而后者分辨率为 ｃｍ 级尺度，如
何进行更有效的衔接和对比研究值得今后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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