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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水体氮、磷浓度演变趋势（１９８５
戴秀丽，钱佩琪，叶

凉，宋

２０１５ 年）

∗

挺

（ 无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无锡 ２１４１２１）
摘

要： 分析了太湖水体氮、磷浓度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年的演变趋势． 结果表明，近 ３０ 年来，全太湖水体氮、磷指标总体呈先恶

化、后好转的波动变化趋势． 总氮（ ＴＮ） 浓度年均值在 １．７９ ～ ３．６３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平均值为 ２．６２±０．０３ ｍｇ ／ Ｌ，总磷（ ＴＰ） 浓
度年均值在 ０．０４ ～ ０．１５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平均值为 ０．０８６±０．００１ ｍｇ ／ Ｌ，１９９６ 年全太湖 ＴＮ（３．８４ ｍｇ ／ Ｌ） 和 ＴＰ（０．１５ ｍｇ ／ Ｌ） 浓
度年均值均达历史峰值．氮、磷逐月浓度变化情况显示，ＴＮ 浓度呈明显季节性变化规律，最高值集中出现在 ３、４ 月，概率
分别为 ６７％ 和 ３３％ ，最低值则分布在 ８、９、１０、１１ 月，概率分别为 １８％ 、４１％ 、２９％ 和 １２％ ，而 ＴＰ 浓度则没有明显的季节性
变化规律． 太湖各湖区水体氮、磷浓度变化空间异质性明显，西部水域和北部水域变化幅度大于东部水域、南部水域和湖
心区． 太湖水体氮、磷浓度的长期变化趋势显然和流域经济发展及各项环保管理措施的实施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重大
水情变化的影响． 此外，在相对封闭的局部湖湾水体可以通过水利调度等综合治理措施短时期内改善氮、磷指标，但大太
湖水质的改善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太湖；水体；氮；磷；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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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是我国东部的大型浅水湖泊，水面面积 ２３３８ ｋｍ２ ，平均水深 １．９ ｍ，最大水深约 ３．４ ｍ，是整个流域

水调节和水生态系统的中心，对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１］ ． １９８０ｓ 前，水质虽受一定
∗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４ 收稿；２０１６

０７ ０５ 收修改稿． 戴秀丽（１９６６ ～ ） ，女，高级工程师； Ｅ⁃ｍａｉｌ：ｄａｉｘｉｕｌｉ８２０＠ ｓｉｎａ．ｃｏｍ．

９３６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５）

的污染，但水质总体良好，很少有蓝藻暴发现象． 据 １９８１ 年调查，太湖水域 ６９％ 的面积为Ⅱ类水，３０％ 为Ⅲ
类水，只有 １％ 为Ⅳ类水；８３％ 的面 积为 中营 养状 态， 只有 １６． ９％ 为富 营养 状态 ［２］ ． 太湖 的富 营养 化始 自

１９８０ｓ ［３］ ，特别是 １９８０ｓ 后期，太湖北部的梅梁湾开始频繁暴发蓝藻水华并扩大到整个太湖西北部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位于太湖北部的贡湖湾水厂由于蓝藻水华积聚发生了严重的水危机事件，数百万居民饮用水出现
危机 ［５⁃６］ ，直接影响饮用水供水安全 ［７］ ．

对于湖泊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暴发，研究氮、磷等营养盐浓度的变化是许多学者达成的共识之一． 朱广

伟 ［８］ 研究显示，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年 ５ 年间太湖湖心区夏季水体总氮（ ＴＮ） 的平均浓度明显高于前 １０ 年，２００９ 年

通过分析发现太湖水体溶解态氮平均占水体总氮的 ７９％ ，且以硝态氮污染为主 ［９］ ． 陈宇炜等 ［１０］ 分析了太湖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９ 年长达 ８ 年的总磷（ ＴＰ） 、ＴＮ 浓度变化，结果显示，太湖 ＴＮ、ＴＰ 浓度均呈自梅梁湾底至湖心的逐

步递减趋势．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太湖湖体氮、磷指标备受关注 ［１１⁃２３］ ． 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前人对于太

湖富营养化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太湖的局部区域，或较短的时间尺度（ 比如 １９９０ｓ 以来） ，对太湖水体中氮、
磷浓度的长期演变趋势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
本文基于无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３０ 年（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年） 监测数据，重点分析了太湖水体氮、磷浓度的长

期演变趋势，阐述太湖水体环境氮、磷的污染变化状况，特别有助于了解太湖从生态环境明显恶化之前至今
的营养状况，为太湖富营养化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太湖水体氮、磷浓度监测概况
自 １９８０ｓ 开始，太湖水质监测部门对太湖湖体氮、磷指标实施每月例行监测，３０ 多年间，在充分考虑监

测点数据连续性、点位代表性的基础上，太湖湖体氮、磷监测体系经历过多次优化调整，监测点位、监测频率
不断递增． 太湖湖体 １９８０ｓ 初期监测工作刚起步，监测点位 １６ 个左右，监测频次仅一年 ３ 次（ １、７、１１ 月分别
代表太湖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期的水质变化） ；１９９０ｓ 对监测点位及项目优化调整，形成了较完整的太湖湖
体监测体系（ 监测点位在 ２０ 个左右、监测频次为一年 ６ 次、监测项目约 ２０ 项） ；２０００ 年以后，由于自然社会
环境不断变化、污染持续处于高水平、太湖水质不断恶化，因此对环境监测要求不断提高，太湖湖体监测点
位数几乎每年递增、监测频次达一年 １２ 次、监测项目也不断增加，到 ２００７ 年，太湖湖体监测点位共有 ２６ 个

（ 包括国控点位 ２１ 个、省控点位 ３ 个和无锡市控点位 ２ 个） ，分设在太湖东部水域（ ３ 个） 、南部水域（ ３ 个） 、
西部水域（３ 个） 、北部水域（１２ 个） 、湖心区（ ５ 个） ５ 个部分（ 图 １） ． 监测点位覆盖了全太湖绝大部分水域
（ 其中东太湖由于礁石水草多、水深太浅而无法实施监测，实际可监测湖体面积约 ２１６６ ｋｍ２ ） ，监测频次为一
年 １２ 次，且在夏季进行加密预急监测．

氮、磷指标的监测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分析方法． ＴＮ 浓度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 ＧＢ １１８９４

１９８９） （ ＨＪ ６３６

２０１２） 测定． ＴＰ 浓度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１１８９３

１９８９） 测定．

样品监测过程按照国家规范实施全程序质量控制，质控措施齐全，数据均通过三级审核 ［２４］ ． 使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２ 太湖近 ３０ 年氮、磷浓度时空变化趋势
近 ３０ 年来，太湖 ＴＮ 浓度年均值在 １．７９ ～ ３．６３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２．６２±０．０３ ｍｇ ／ Ｌ． ＴＰ 浓度年均值在

０．０４ ～ ０．１５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０．０８６±０．００１ ｍｇ ／ Ｌ． １９８０ｓ 中后期到 １９９０ｓ 中期：ＴＮ 在Ⅴ类 ～ 劣Ⅴ类之间
波动，ＴＰ 由Ⅲ类向Ⅳ类转变，１９９４ 年开始全湖氮、磷浓度迅速升高，１９９６ 年全太湖 ＴＮ（ ３． ８４ ｍｇ ／ Ｌ） 和 ＴＰ
（０．１５ ｍｇ ／ Ｌ） 浓度年均值分别达历史最高值；１９９７

２００６ 年：ＴＮ 处于劣Ⅴ类、ＴＰ 在Ⅳ类 ～ Ⅴ类之间波动；

２００７ 年至今：氮、磷浓度开始持续下降，但 ＴＮ 仍处于劣Ⅴ类、ＴＰ 处于Ⅳ类水平（ 图 ２） ．
近 ３０ 年来，太湖各湖区氮、磷浓度有较大差异（ 图 ３） ．

（１） 北部水域： ＴＮ 浓度年均值在 １．７４ ～ ５．７３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３．０９±０．０５ ｍｇ ／ Ｌ． ＴＰ 浓度年均值

在０．０５ ～ ０．２０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０．０９６±０．００２ ｍｇ ／ Ｌ． １９８０ｓ 中期 ＴＮ 指标处在Ⅴ类水平，１９８０ｓ 后期进入
劣Ⅴ类水平，此后 ＴＮ 浓度在波动中迅速上升，至 １９９６ 年达北部水域历史最高值 ５．７３ ｍｇ ／ Ｌ，１９９７

２００６ 年

在相对平稳中小幅波动，水质从 ２００７ 开始逐步改善，至 ２０１４ 年，持续 ２５ 年的劣Ⅴ类升至Ⅳ类． ＴＰ 指标从

戴秀丽等：太湖水体氮、磷浓度演变趋势（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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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太湖水体分区及点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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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太湖全湖氮、磷浓度近 ３０ 年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１９８０ｓ 中期的Ⅳ类开始，水质处于持续下降中，在 １９９１ 年开始进入Ⅴ类，直至 １９９６ 年 ＴＰ 浓度达历史最高值
０．２０ ｍｇ ／ Ｌ，１９９７

２００６ 年处于Ⅴ类，２００７ 年开始升至Ⅳ类并持续到 ２０１５ 年（ 图 ３） ．

（２） 西部水域： ＴＮ 浓度年均值在 １．６８ ～ ６．０２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４．２５±０．０８ ｍｇ ／ Ｌ． ＴＰ 浓度年均值

在 ０．０４ ～ ０．１８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０．１３± ０．００３ ｍｇ ／ Ｌ． １９８０ｓ 中期 ＴＮ 指标处在Ⅴ类水平，１９８０ｓ 后期到

２００７ 年，ＴＮ 浓度在小幅波动中上升，至 ２００７ 年达西部水域历史最高值 ６．０２ ｍｇ ／ Ｌ，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 年 ＴＮ 指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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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５）

持在劣Ⅴ类水平，但浓度持续下降． ＴＰ 指标从 １９８０ｓ 中期Ⅲ类开始，一直处于持续下降，１９９２ 年开始进入Ⅳ
类，１９９４ 年进入Ⅴ类，直至 １９９８ 年 ＴＰ 浓度达最高值 ０．１７５ ｍｇ ／ Ｌ，１９９８

２０１５ 年处于Ⅴ类水平（ 图 ３） ．

（３） 湖心区： ＴＮ 浓度年均值在 １．２３ ～ ２．５８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１．９６±０．０３ ｍｇ ／ Ｌ． ＴＰ 浓度年均值在

０．０３ ～ ０．１２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１ ｍｇ ／ Ｌ． ＴＮ 指标在 １９８０ｓ 中期处在Ⅴ类水平，１９８０ｓ 后期到

２０１２ 年，在Ⅴ类和劣Ⅴ类之间小幅波动，湖心区水域 ＴＮ 浓度历史最高值出现在 １９９６ 年，达 ２． ５８ ｍｇ ／ Ｌ，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年稳定在Ⅴ类水平． １９８０ｓ

１９９１ 年 ＴＰ 指标在Ⅲ类和Ⅳ类之间波动，１９９２

平，最高浓度为 ０．１２ ｍｇ ／ Ｌ，出现在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６ 年处于Ⅴ类水

２０１５ 年长达 １９ 年的时间稳定在Ⅳ类水平（ 图 ３） ．

（４） 南部水域： ＴＮ 浓度年均值在 １．１２ ～ ２．８６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１．９６±０．０４ ｍｇ ／ Ｌ． ＴＰ 浓度年均值

在０．０４ ～ ０．１５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０．０７９±０．００２ ｍｇ ／ Ｌ． ＴＮ 指标除 １９９９ 年处于Ⅳ类水平，其余时间均在Ⅴ
类和劣Ⅴ类之间小幅波动，最高浓度为 ２．８６ ｍｇ ／ Ｌ，出现在 １９９２ 年． ＴＰ 指标在 １９８０ｓ 初期为Ⅲ类，１９８０ｓ 后期
到 １９９０ｓ 中期从Ⅳ类快速下降到Ⅴ类，１９９４ 年达该水域历史最高值 ２．８６ ｍｇ ／ Ｌ，１９９５
之间波动（ 图 ３） ．

２０１５ 年在Ⅳ类与Ⅴ类

（５） 东部水域： ＴＮ 浓度年均值为 ０．８１ ～ ２．９０ ｍｇ ／ Ｌ，３０ 年均值为 １． ４８ ± ０． ０３ ｍｇ ／ Ｌ． ＴＰ 浓度年均值在

０．０１ ～ ０．１０ ｍｇ ／ Ｌ 之间，３０ 年均值为 ０．０５３±０．００１ ｍｇ ／ Ｌ． ＴＮ 指标在 １８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为劣Ⅴ类，１９９９ 年为Ⅲ
类，其余年份在Ⅳ类 ～ Ⅴ类之间波动． ＴＰ 指标在 １９９４ 年为Ⅴ类，其余时间在Ⅲ类和Ⅳ类之间波动（ 图 ３） ．

图 ３ 太湖各湖区氮、磷浓度近 ３０ 年年度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总体上来看，东部水域、南部水域和湖心区水质好于西部水域和北部水域． 太湖具有藻型湖区和草型湖

区共存的生态特征 ［２５］ ，东部水域高等植物较多，氮、磷浓度总体较同期其它湖区偏低． 西部水域受沿岸工业
发展及污染排放影响，氮、磷浓度上升趋势和北部水域基本一致，西部水域、北部水域从 １９９１ 年开始氮、磷
浓度剧增，至 １９９０ｓ 中后期达到峰值． 西部水域综合治理后效果弱于北部水域，北部水域受无锡工业、季候风
及水位影响最大，所以早期浓度高、上升快，综合治理后效果明显，ＴＰ 浓度 ２００３ 年开始持续下降，ＴＮ 浓度也
在 ２００７ 年开始大幅度下降，和西部水域的持续高水平氮、磷浓度对比明显，而西部水域氮、磷浓度 ２０１３ 年才
下降． 此外，空间对比来看，湖心区受沿岸影响最小．
从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年逐月水质变化情况来看，ＴＮ 浓度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图 ４） ． ＴＮ 月均值的最高

值集中出现在 ３、４ 月，频率分别为 ６７％ 和 ３３％ ；最低值则出现在 ８、９、１０、１１ 月，频率分别为 １８％ 、４１％ 、２９％

和 １２％ ． ＴＮ 的这种规律和蓝藻的季节分布密切相关． 太湖藻类密度最低值分布在 ２、３、４ 月，频率分别为

２５％ 、６２．５％ 和 １２．５％ ；最高值分布在 ８、９、１０ 月，频率分别为 ２５％ 、６２．５％ 和 １２．５％ ． ＴＰ 浓度没有明显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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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化规律（ 图 ４） ．

图 ４ 近 ３０ 年来太湖氮、磷浓度和藻类密度的月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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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太湖水体氮、磷浓度近 ３０ 年演变趋势
３０ 年来，全太湖水质总体呈先恶化、后好转的波动性变化趋势（ 图 ５） ．

１９８０ｓ 中期：全太湖 ＴＰ 指标平均处于Ⅲ类水平，太湖各水域中除北部水域为Ⅳ类外，其他均为Ⅲ类水

平；全太湖 ＴＮ 指标平均处于Ⅴ类水平，各水域中除北部水域处在Ⅴ类 ～ 劣Ⅴ类临界点外，其他均为Ⅴ类．
１９８０ｓ 后期

１９９０ｓ 后期：太湖全湖水体 ＴＮ、ＴＰ 浓度快速上升，并在 １９９６ 年分别达历史峰值 ３． ８４ 和

０．１５ ｍｇ ／ Ｌ． 西部水域、北部水域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其他 ３ 个水域，此期间污染程度最大的北部水域五里湖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峰值分别为 ８．９４ 和 ０．２２ ｍｇ ／ Ｌ．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年，太湖水质有所改善，氮、磷浓度有所回落，总体仍劣于Ⅴ类． 各湖区间水体氮、磷浓度差

异较大，西部及北部水域湖体水质仍劣于Ⅴ类，其中五里湖最差，ＴＮ 浓度大于 ６．００ ｍｇ ／ Ｌ，梅梁湖与西部水
域 ＴＮ 浓度大于 ４．００ ｍｇ ／ Ｌ；东部、南部及湖心区水域氮、磷处于Ⅳ类 ～ Ⅴ类水平．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 年，太湖各湖区 ＴＮ 及 ＴＰ 浓度均有波动性反弹． 西部水域逐渐取代北部水域的梅梁湖、五

里湖，成为太湖水质最差的水域，并一直延续至今，其 ＴＮ 浓度年均值于 ２００７ 年达到监测以来最高值（ ６．０２
ｍｇ ／ Ｌ） ．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年：氮、磷浓度有所下降，但 ＴＮ 指标仍处于劣Ⅴ类、ＴＰ 指标处于Ⅳ类． 此期间各湖区水质差

异显著：北部水域、东部水域好转，尤以北部水域五里湖最为显著，由劣Ⅴ类好转为Ⅳ类；西部水域、南部水
域、湖心区水质延续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６ 年的走势，呈变差趋势．

２０１５ 年：氮浓度持续下降，ＴＮ 处于Ⅴ类、ＴＰ 处于Ⅳ类． 此期间东部水域、西部水域、北部水域氮、

磷差异显著：西部水域 ＴＮ 浓度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０６ ｍｇ ／ Ｌ 降为 ３．３３ ｍｇ ／ Ｌ，东部水域 ＴＮ 指标由 ２０１３ 年的Ⅴ类
降为Ⅳ类，北部尤其是西北部水域 ＴＰ 浓度略有下降．

４ 太湖近 ３０ 年氮、磷浓度变化原因分析
太湖水体氮、磷变化显然和流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１９８０ｓ 前，太湖水体虽受一定污染，但水质总体良

好，很少有蓝藻水华暴发现象． 太湖在 １９６０ 年处于贫营养阶段，总无机氮浓度为 ０．０５ ｍｇ ／ Ｌ ［２６］ ，１９８１ 年 ８３％

的面积为中营养状态，只有 １６．９％ 为富营养状态 ［２］ ． １９７０ｓ 末、１９８０ｓ 初，太湖周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星罗棋
布，规模小，数量多，工业用水量巨大． 同时，这些小企业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追求利润、 忽视环保，没有污
水处理设施，或有而不用，导致产生的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太湖，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等元素，导致
太湖氮、磷浓度从 １９８０ｓ 后期开始上升，且速度越来越快．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年，氮、磷浓度有所回落，总体仍劣于

Ⅴ类． 太湖治理从 １９９０ｓ 后期得到了高度重视，１９９８ 年底对重点污染工业实施的“ 零点达标行动” 使流域污

染物的输入得到一定控制 ［２７］ ． 但由于“ 零点达标行动” 等措施属应对性措施，缺乏长期的治污战略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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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５）

图 ５ 太湖近 ３０ 年氮、磷浓度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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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年太湖并没有进入明显的水质恢复期，反而呈现出一定的恶化趋势，更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由

太湖局部蓝藻暴发而酿成震惊中外的“ 无锡供水危机” 事件． 该事件给环湖城市敲响了警钟，各级政府高度
重视，开启了“ 铁腕治污，科学治太、依法治太” 之路． 太湖水体氮、磷浓度 ２００８ 年开始下降，２０１４ 年 ＴＮ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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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Ⅴ类、ＴＰ 指标处于Ⅳ类，与太湖长达 ８ 年的长久治理密切相关．

太湖重大水情变化也影响到太湖氮、磷浓度变化． 从太湖最高水位来看，１９９９ 年太湖流域发生特大洪

水，太湖最高水位达 ５．０８ ｍ，创历史记录，其次为 １９９１ 年的 ４．７９ ｍ，再次为 １９５４ 年的 ４．６５ ｍ，而 ２００９ 年太湖
最高水位 ４．２３ ｍ，为近 １０ 年来的最高水位． １９９１ 年洪水后，太浦河、望虞河、杭嘉湖南排、环湖大堤等太湖治
理“ 十大骨干工程” 加快建设，并在抗御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年的 ３ 次常遇洪水及 １９９９ 年流域特大洪水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结合太湖水文、水质资料分析，太湖 １９９０ｓ 初水质波动期正好处在太湖 １９９１ 年大洪水和 １９９２
年大旱交替的年份，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年太湖水体氮、磷浓度的改善期也与 １９９９ 年太湖流域特大洪水重合． 而从

太湖水质这两个变化的前后年份来看，水质均呈变差趋势，由此可见，重大水情变化对太湖水体氮、磷指标
变化起着重要作用．

图 ６ 太湖五里湖氮、磷浓度近 ３０ 年的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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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北部水域五里湖是太湖伸入无锡内陆的水域，水体流动慢，换水周期长，自净能力差． 由于身处腹

地，也是周围污染源主要的纳污场所． ２００２ 年下半年，五里湖综合整治工程开始，通过闸断与梅梁湖的水体
交换，五里湖成为较封闭水体，经过截污、控源、清淤、修复等 ４ 年多大力整治，水质改善成效显著． ２００８ 年水
体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分别下降至 １．４２ 和 ０．０８ ｍｇ ／ Ｌ，２０１５ 年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为 １．１２ 和 ０．０５ ｍｇ ／ Ｌ． 从五里湖的成
功经验看，水体综合治理还是有章可循的，这为太湖整治提供了经验．

５ 结论
从 ３０ 年来的监测结果看，全太湖水体氮、磷指标总体呈先恶化、后好转的波动变化趋势，１９９６ 年全太湖

水体 ＴＮ、ＴＰ 浓度年均值均达历史峰值． 氮、磷浓度逐月变化情况显示，ＴＮ 浓度呈明显季节性变化规律，而
ＴＰ 浓度则没有明显季节性变化规律． 主要污染区域位于太湖西部水域和北部水域，氮、磷指标呈现相同的
变化趋势，其中氮的变化幅度大于磷． 太湖各湖区水体氮、磷浓度变化空间异质性明显，西部水域和北部水
域变化幅度大于东部水域、南部水域和湖心区．
太湖水体氮、磷浓度的长期变化趋势显然和流域经济发展及各项环保管理措施的实施密切相关，同时
也受到重大水情变化的影响，这种长期演变的分析可以为太湖的污染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致谢：衷心感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薛滨研究员、陶玉强博士在论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给予
无私的帮助和指导！

６ 参考文献
［１］

Ｗａｎｇ Ｓｕｍｉｎ， Ｄｏｕ Ｈｏｎｇｓｈｅｎ ｅｄｓ．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ｋ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２６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 王苏民， 窦

９４２
［ ２］
［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５）
鸿身． 中国湖泊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ｒｐｕｓ ｉ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ａｌｂｕ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４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 张国良． 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文集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专集．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３．］

Ｑｉｎ ＢＱ， Ｘｕ ＰＺ， Ｗｕ ＱＬ ｅｔ 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Ｃｈｉｎ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０７， ５８１： ３⁃１４．

［４］

Ｃｈｅｎ ＹＷ， Ｑｉｎ ＢＱ， Ｔｅｕｂｎｅｒ Ｋ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５］

Ｌｕｃｉｅ Ｇ． Ｄｏｉｎｇ Ｂａｔｔ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ｍｏｎ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３１７（８） ： １１６６．

［６］
［７］
［８］
［９］
［ １０］
［ １１］
［１２］
［ １３］
［１４］
［ １５］
［１６］

Ｔａｉｈｕ，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Ｒｅｓ， ２００３， ２５： ４４５⁃４５３．

Ｙａｎｇ Ｍ， Ｙｕ ＪＷ， Ｌｉ ＺＬ ｅｔ ａｌ．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ｎｏｔ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ｆｏｒ Ｗｕｘｉｓ ｗｏ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１９（１） ： １５８．

Ｑｉｎ ＢＱ， Ｚｈｕ ＧＷ， Ｇａｏ Ｇ ｅｔ ａｌ． Ａ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 ２０１０， ４５： １０５⁃１１２．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ｗｅｉ．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Ｃｈｉｎａ．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８， ２０（１） ： ２１⁃２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８．０１０３． ［ 朱广伟． 太湖富营养化现状及原
因分析．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８， ２０（１） ： ２１⁃２６．］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ｗｅｉ．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 ２００９， １８（５） ： ４３９⁃４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朱
广伟． 太湖水质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与水华的关系．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９， １８（５） ： ４３９⁃４４５．］

Ｃｈｅｎ ＹＷ， Ｆａｎ ＣＸ， Ｔｅｕｂｎｅｒ Ｋ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８⁃ｙｅａ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０３， ５０６ ／ ５０７ ／ ５０８ ／ ５０９： ２７３⁃２７９．

Ｃａｉ Ｌｖｂｉｎｇ．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 Ｂａ⁃

ｓ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３， １９（３） ： ５２⁃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蔡履冰． 太湖流域水
体富营养化成因及防治对策的初步研究． 中国环境监测， ２００３， １９（３） ： ５２⁃５４．］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ｊｕｎ， Ｊｉａｎｇ Ｙａｏｃｉ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０２， ２４（１） ： ５０⁃５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张巍， 王学
军， 江耀慈等． 太湖水质指标相关性与富营养化特征分析． 环境污染与防治， ２００２， ２４（１） ： ５０⁃５３．］

Ｌｉ Ｙｉｐｉｎｇ， Ｙａｎ Ｙｉｎｇ， Ｈａｎ Ｇｕａｎｇｙｉ．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０５， ３３（５） ： ５０５⁃５０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李一平， 严莹， 韩广毅． 太
湖水质时空相关性分析． 河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５， ３３（５） ： ５０５⁃５０８．］

Ｂａｉ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Ｈｕ Ｗｅｉｐ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Ｎ， ＴＰ ａｎｄ Ｃｈｌａ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 １７（５） ： ７２７⁃７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白晓华， 胡维平． 太湖水深变化对氮磷浓
度和叶绿素 ａ 浓度的影响．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０６， １７（５） ： ７２７⁃７３２．］

Ｚｈａｎｇ Ｎｉｎｇｈｏｎｇ， Ｌｉ Ｇａｎｇ， Ｙｕ Ｊｉａｎｑ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ｂｌｕｅ⁃ｇｒｅｅｎ ａｌｇ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９，２５（１） ： ７１⁃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张宁红， 黎刚， 郁建桥等． 太湖蓝藻水
华暴发主要特征初析． 中国环境监测， ２００９， ２５（１） ： ７１⁃７４．］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ｏ， Ｚｈｏｎｇ Ｊｉｃｈｅｎｇ， Ｓｈａｏ Ｓｈｉｇ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 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ｒｅｄｇ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ｒｅｄｇ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４， ２６（６） ： ８２９⁃８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３． ［ 陈超， 钟继承， 邵世光等． 太湖西北部典型疏浚 ／ 对照湖
［１７］
［ １８］

区内源性营养盐释放潜力对比．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４， ２６（６） ： ８２９⁃８３６．］

Ｃｈｅｎ Ｊｕｎ， Ｑｕａｎ Ｗｅｎｔｉｎｇ， Ｓｕｎ Ｊｉｈｏ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 ２７（３） ：７９⁃８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陈军， 权文婷， 孙记红
等． 太湖氮磷浓度与水质因子的关系． 中国环境监测， ２０１１， ２７（３） ： ７９⁃８３．］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Ｌｉ ｅｔ 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Ｔａｉ Ｌａｋｅ’ ｓ ｍａｉｎ ｌａｋｅ ｉｎｌｅｔ ｂｌｕｅ⁃ｇｒｅｅｎ ａｌｇａ ｗａｔｅｒ ｂｌｏｏｍ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 ２７ （ ２ ） ： ９２⁃９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杨晓红， 陈江， 周李等． 南太湖入湖口蓝藻水华时空分布规律及相关响应因子分
［１９］
［２０］

析． 中国环境监测， ２０１１， ２７（２） ： ９２⁃９６．］

Ｔａｏ Ｙｕｙａｎ， Ｇｅｎｇ Ｊｉｎｊｕ，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 ２９（５） ： ８４⁃９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陶玉炎， 耿金菊，
王红军等． 太湖水体溶解态磷的时空变化特征． 中国环境监测， ２０１３， ２９（５） ： ８４⁃９０．］

Ｚｈａｉ Ｓｈｕｈｕａ， Ｈａｎ Ｔａｏ， 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 Ｓｅｌｆ⁃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戴秀丽等：太湖水体氮、磷浓度演变趋势（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年）

９４３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４， ２６（２） ：１８５⁃１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３． ［ 翟淑
［ ２１］

华， 韩涛， 陈方． 基于质量平衡的太湖氮、磷自净能力计算．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４， ２６（２） ： １８５⁃１９０．］

Ｘｕ Ｈｕｉｐ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Ｇｕｉｊｕｎ，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ｆｌｏｓ⁃
ａｑｕａｅ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４， ２６（２） ： ２１３⁃２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２０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许慧萍， 杨桂军， 周健等． 氮、磷浓度对太湖水华微囊藻 （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ｆｌｏｓ⁃ａｑｕａｅ） 群体生长的影响． 湖泊科学，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０１４， ２６（２） ： ２１３⁃２２０． ］

Ｄａｉ ＸＬ， Ｚｈｕ ＰＹ， Ｚｈｕ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ａｉ Ｌａｋ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３８（３） ： １３６４⁃１３７２．］

Ｄｅｎｇ Ｊｉａｎｃａｉ，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ｏ， Ｚｈａｉ Ｓｈｕｉｊ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 ａｎｄ Ｐ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２９（１２） ： ３３８２⁃３３８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邓建
才， 陈桥， 翟水晶等． 太湖水体中氮、磷空间分布特征及环境效应． 环境科学， ２００８， ２９（１２） ： ３３８２⁃３３８６．］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４２２（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 编写组．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 北京： 化学工业出
［２５］

版社， １９９４： ４２２．］

Ｗｕ Ｙａｌｉ， Ｘｕ Ｈａｉ， Ｙａｎｇ Ｇｕ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４， ２６（ １） ：

１９⁃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 吴雅丽， 许海， 杨桂军等． 太湖水体氮素污染
状况研究进展．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４， ２６（１） ： １９⁃２８．］

［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ｌｉｎ， Ｑｉｎ Ｂｏｑｉａ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

［２７］

Ｌｉｎ Ｚｅｘ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２， １４（２） ： １１１⁃１１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１， ２０（６） ： ２６３⁃２６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张运林， 秦伯强． 太湖水体富营养化的演变及研
究进展． 上海环境科学， ２００１， ２０（６） ： ２６３⁃２６５．］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２．０２０３． ［ 林泽新． 太湖流域水环境变化及缘由分析．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２， １４
（２） ： ９７⁃１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