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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流域入湖河口湿地沉积物氮、磷、有机质分布及污染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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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云南洱海罗时江河口湿地为典型对象，利用柱状底泥分层采样器采集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 ０ ～ １０ ｃｍ） 沉积物

样品，研究分析总氮（ ＴＮ） 、总磷（ ＴＰ） 、有机质（ ＯＭ） 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对沉积物进行污染风险评价． 结果表明：表层沉积
物 ＴＰ 含量在 ０．０４ ～ １．２８ ｇ ／ ｋｇ 之间，空间分布特征为：Ⅱ区＞Ⅰ区，水道Ⅰ＞水道Ⅱ；ＴＮ 含量在 ０．３３ ～ ２．９６ ｇ ／ ｋｇ 之间，空间
分布特征为：Ⅰ区＞Ⅱ区，水道Ⅰ＞水道Ⅱ，ＯＭ 含量在 ３２．４３ ～ ２３３．０３ ｇ ／ ｋｇ 之间，空间分布表现为Ⅰ区＜Ⅱ区，水道Ⅰ＜水道
Ⅱ． 结合综合污染指数与有机指数评价法可知，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氮、磷污染：Ⅰ区和水道Ⅰ属于中度污染，Ⅱ
区和水道Ⅱ属于轻度污染；有机污染：水道Ⅰ和水道Ⅱ属于重度污染，Ⅰ区和Ⅱ区属于中度污染．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
积物空间分布受外源污染物、养殖活动和湿地水生植物的影响，氮、磷外源输入以水道Ⅰ为主，有机质输入以水道Ⅱ为主．
关键词： 洱海流域；罗时江河口湿地；高原河口湿地；沉积物；氮；磷；有机质；空间分布；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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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湿地作为削减流域物质输入湖泊的最后天然屏障，具有拦截入湖污染、恢复水陆生态系统功能、维

持湖泊水质、改善湖湾生态景观等重要作用 ［１⁃２］ ． 河口湿地沉积物是氮、磷等污染物的存储库，在外源得到控
制时，沉积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充当营养源的作用，被吸附在沉积物中的营养物质能通过解析、溶解等作用返

回上覆水体，形成湿地营养源的内负荷，影响河口湿地水质和削减效果 ［３⁃５］ ． 河口湿地不仅是削减入湖污染、
保护湖泊的最后屏障，而且对控制湖泊富营养化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河口湿地的治理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我国学者对湖泊、水库沉积物碳、氮、磷和重金属污染进行了大量研究，如王佩等 ［６］ 研究了太湖湖滨带
底泥氮、磷、有机质的分布与污染评价；赵兴青等 ［７］ 采集了不同季节太湖梅梁湾和贡湖底泥柱样，研究了底
泥营养盐含量的垂直变化；卢少勇等 ［８］ 研究了长寿湖表层沉积物氮、磷和有机质污染特征并对其进行评价；
张清海等 ［９］ 研究了贵州草海典型高原湿地表层沉积物重金属的积累、分布与污染评价；赵海超等 ［１０］ 研究了
洱海沉积物中不同形态磷的时空分布特征；陈永川等 ［１１］ 研究了滇池沉积物总磷（ ＴＰ） 的时空分布特征；张玉
玺等 ［１２］ 研究了阳宗海沉积物中磷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张娜等 ［１３］ 对青藏高原典型湖泊湖岸带表层沉积物
碳、氮、磷进行了分析；但关于国内高原河口湿地沉积物碳、氮、磷的分布及污染现状的研究鲜见报道．
罗时江河口湿地位于云南高原湖泊洱海北部湖湾入水口处，其在削减罗时江上游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洱海湖泊富营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洱海流域旅游业、工业的发展，外源污染加重，罗时江河口
湿地沉积物积累了大量的污染物质，在适当的条件下释放到水体中，从而加剧了洱海的水体富营养化的风
险． 本研究通过对罗时江河口湿地不同分区和两条主水流通道沉积物的分析，揭示其总氮（ ＴＮ） 、ＴＰ 和有机

质（ ＯＭ） 的分布特征并对其污染水平进行评价，旨在系统全面阐明罗时江河口湿地沉积物污染现状及来源，
为罗时江河口湿地沉积物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罗时江发源于大理市洱源县西湖，是洱海北部 ３ 条主要入湖河流之一，流经右所、邓川、上关三乡镇，在

沙坪九孔桥注入洱海，全长 １８．２９ ｋｍ． 流量在丰水期约为 １３．０ ｍ３ ／ ｓ，枯水期为 ２．０ ｍ３ ／ ｓ，占洱海总来水量的

１３％ ． 据本项目监测结果，２０１３ 年罗时江水质 ＴＰ 指标超过《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ＧＢ ３８３８
类标准（ 年平均浓度为 ０．６８ ｍｇ ／ Ｌ） ，无法满足《 洱海流域保护治理规划（ ２００３
准” ．

２００２） 中的Ⅴ

２０２０） 》 所要求的“ Ⅱ类标

罗时江河口湿地是削减罗时江携带的农业面源污染物、保护洱海水质的最后屏障，位于洱海北部湖湾

（ ２５°５６′５２．８″ ～ ２５°５７′２４．９″Ｎ，１００°０５′５９．９″ ～ １００°０６′５．９″Ｅ） ，面积约 ０．５ ｋｍ２ ． 研究区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
区，年均温度为 １５．６℃ ，年均降雨量约为 ９４２ ｍｍ． 湿地西北和东北部分别有罗时江、黑泥沟携带大量的泥

沙、磷污染物注入． 湿地内植被多为人工栽植的水生植物，其中挺水植物主要有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
荷（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梭鱼草（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再力花（ Ｔｈａｌｉａ ｄｅａｌｂａｔａ） 、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Ｐｒｅｓｌ） 、菰

（ Ｚｉｚａ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沉水植物主要有金鱼藻（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 、微齿眼子菜（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ｍａａｃｋｉａｎｕｓ） 、
黑藻（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浮叶植物主要有睡莲（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 等．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品采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网格法布点，网格大小为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ｍ，去除无效网格（ 如整个网格中为小岛或无水淹没

区） ，罗时江河口湿地中共划分为 ４５ 个网格，在网格中心处取样，其中 ２３ ＃ 、２８ ＃ 、３０ ＃ 、３１ ＃ 、３３ ＃ 、３４ ＃ 、３５ ＃ 、３６ ＃ 样
点网格由于被小岛分割，未在网格中心取样，根据地形条件及水流状况增加 １ ～ ２ 个采样点，增加后采样点共

有 ５５ 个（ 图 １） ． 原罗时江河流位置，目前是罗时江河口湿地主水流通道Ⅰ（ 样点为：１ ＃ 、１４ ＃ 、２５ ＃ 、３４Ａ ＃ 、３８ ＃ ） ；
原黑泥沟河流位置，目前是罗时江河口湿地主水流通道Ⅱ（ 样点为：２ ＃ 、３ ＃ 、１２ ＃ 、４２ ＃ 、４３ ＃ ） ．

采样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利用柱状底泥采样器采集 ０ ～ １０ ｃｍ 表层沉积物，取样后放入便携式冷

恒温箱带回实验室分析沉积物中 ＴＮ、ＴＰ 和 ＯＭ 含量． 沉积物 ＴＮ、ＴＰ 和 ＯＭ 指标分析方法分别采用高氯酸－

王书锦等：洱海流域入湖河口湿地沉积物氮、磷、有机质分布及污染风险评价
硫酸消化法（ ＬＹ ／ Ｔ １２２８

１２３７

１９９９） ．

１９９９） 、酸熔－钼锑抗比色法（ ＬＹ ／ Ｔ １２３２

７１

１９９９） 和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 ＬＹ ／ Ｔ

图 １ 罗时江河口湿地区位（ ａ） 及样点布置（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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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处理及其相关分析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与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ＯＭ 分布特征

ＯＭ 是沉积物是湖泊内源污染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有机营养程度的重要标志 ［７，１４］ ． 罗时江河口湿地沉

积物 ＯＭ 含量在 ３２．４３ ～ ２３３．０３ ｇ ／ ｋｇ 之间，平均值为

７８．５４ ｇ ／ ｋｇ， 平均 值由高 到低 依次 为： 水 道 Ⅰ ＜ 水 道
Ⅱ，Ⅰ区＜Ⅱ区． 水道Ⅰ的 ＯＭ 含量最大值、最小值和
平均值分别为 ２３３．０３、６４．２９ 和 ９４．０８ ｇ ／ ｋｇ；水道Ⅱ的

ＯＭ 含量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和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１４７． ８５、

７３．９０ 和 ９６．８４ ｇ ／ ｋｇ；Ⅰ区的 ＯＭ 含量在３２．４３ ～ ２３３．０３
ｇ ／ ｋｇ 之间，平均值为 ７２． ５７ ｇ ／ ｋｇ；Ⅱ区的 ＯＭ 含量在

３２．６８ ～ １４７． ８５ ｇ ／ ｋｇ 之 间， 平 均 值 为 ８４． ７４ ｇ ／ ｋｇ （ 图
２） ． 易文利等 ［１５］ 研究认为长江中下游 １１ 个浅水湖泊
沉积物中 ＯＭ 含量在 ９．８０ ～ １１０．００ ｇ ／ ｋｇ 之间，平均值
为 ３７．２０ ｇ ／ ｋｇ；赵海超等 ［１８］ 研究表明，洱海表层沉积
物中 ＯＭ 含量在 ２５． ７０ ～ １４８． ９ ｇ ／ ｋｇ 之间， 平均值为

５２．０ ｇ ／ ｋｇ，可见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中 ＯＭ 含
量较高，潜在释放风险较高．

有资料显示，富营养化水体中沉积物中所含 ＯＭ

一般 来 自 生 活 污 水 和 水 生 动 植 物 残 体 长 期 沉

图 ２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
中 ＯＭ 含量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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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Ｌｕｏｓｈｉ 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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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１）

积 ［１６⁃１７］ ，这些有机残体经过湿地生物的分解及矿化，不断与水体发生交换，逐步沉积和埋藏于沉积物中，其
在湖泊营养盐交换过程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１８］ ． 罗时江河口湿地水道Ⅱ和Ⅱ区沉积物 ＯＭ 含量高于水
道Ⅰ和Ⅰ区，可能与有机质长期沉降累积、水体流动性和船运等有关． Ⅱ区水域分布面积较宽，水流从Ⅰ区
水道急速流至Ⅱ区，水域变宽，流速变缓，沉积作用加剧使得沉积物 ＯＭ 含量较高． ＯＭ 含量的高低不仅与水
体沉积作用有关，而且与人类的活动如船运、养殖活动等也有密切关系． 据现场调查，Ⅱ区和水道Ⅱ为湿地
观光船的主要运行区域，频繁的人为扰动促进了沉积物对 ＯＭ 的吸附． 此外，在湿地恢复建设之前Ⅱ区主要
为鱼塘养殖用地，水产养殖会对沉积物 ＯＭ 产生影响，太湖围栏养殖导致沉积物 ＯＭ 含量增加 ５９３％ ［１９］ ． 本
研究中水道Ⅱ东北方向有从事养殖活动，沉积物 ＯＭ 含量明显高于无养殖活动的水道Ⅰ．

３．２ ＴＮ、ＴＰ 分布特征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 ＴＮ 含量在０．３３ ～ ２．９６ ｇ ／ ｋｇ 之间，平均值变化为：Ⅰ区＞Ⅱ区，水道Ⅰ＞水道

Ⅱ．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 ＥＰＡ） 制定的沉积物 ＴＮ 污染的评价标准 ［２０］ ，Ⅱ区和水道Ⅱ的 ＴＮ 平均值小于 １．００
ｇ ／ ｋｇ，属轻度污染；Ⅰ区和水道Ⅰ的 ＴＮ 含量在 １．００ ～ ２．００ ｇ ／ ｋｇ 之间，属中度污染（ 图 ３） ．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 ＴＰ 含量在 ０．０４ ～ １．２８ ｇ ／ ｋｇ 之间，平均值为 ０．５７ ｇ ／ ｋｇ，平均值变化为：Ⅱ区＞

Ⅰ区，水道Ⅰ＞水道Ⅱ． 根据美国 ＥＰＡ 制定的沉积物 ＴＰ 污染的评价标准 ［２０］ ，Ⅰ区、Ⅱ区和水道Ⅰ的 ＴＰ 平均
值在 ０．４５ ～ ０．６５ ｇ ／ ｋｇ 之间，属中度污染；水道Ⅱ的 ＴＰ 含量在 ０．４５ ｇ ／ ｋｇ 以下，属轻度污染（ 图 ３） ．

图 ３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中 ＴＮ 和 ＴＰ 含量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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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中 ＴＮ 和 ＴＰ 含量的分布是外源污染物输入后在水体动力作用下在不同区域沉降的结果，同时沉

积后的氮素在水体扰动下会发生悬浮再分配 ［２１⁃２２］ ． 氮素在生物及 ｐＨ、ＤＯ 等环境因子作用下发生形态转化，
逐步向下沉积或释放到水体中被生物吸收利用 ［２３⁃２５］ ． 杨洋等 ［３］ 的研究表明，水草存在与否和沉积物氮含量
呈显著正相关，而罗时江河口湿地Ⅰ区挺水植物分布面积较Ⅱ区大，故Ⅰ区表层沉积物 ＴＮ 含量大于Ⅱ区．

与 ＴＮ 相反，Ⅰ区表层沉积物的 ＴＰ 含量小于Ⅱ区，这可能是由于水草的分布及其生物量大小能影响湖泊沉
积物氮、磷元素含量，氮含量均随着水草生物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但水草生物量对磷含量的影响微乎其
微 ［２６］ ，甚至能明显降低磷含量． 有研究表明，挺水植物降低内源磷的能力较沉水植物强 ［２７］ ． 而现场调查发
现，Ⅰ区以挺水植物为主，Ⅱ区以沉水植物为主，所以导致Ⅰ区表层沉积物的 ＴＰ 含量小于Ⅱ区．

表层沉积物中 ＴＮ 和 ＴＰ 含量均是水道Ⅰ＞水道Ⅱ（ 图 ３） ． 一方面是由于水道Ⅱ水较深且无植物，上游来

水所受阻力小，流速相对较快，污染物沉积作用相对水道Ⅰ较弱；另一方面，通过对 ３８ ＃ 和 ４２ ＃（ 分别为水道Ⅰ
和水道Ⅱ入水口处） 样点 １２ 个月的水质分析发现，１２ 个月中有 ９ 个月 ３８ ＃ 样点水体 ＴＮ、ＴＰ 浓度较 ４２ ＃ 样点
的高（ Ｐ＜０．０１） （ 图 ４） ，表明外源氮、磷输入以水道Ⅰ为主． 由此可以推断，沉积物氮、磷的空间分布受外源输
入的影响．

４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污染评价
目前对浅水湖泊沉积物的污染状况尚无统一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多用有机指数（ ＯＩ） 和有机氮（ ＯＮ） 评

７３

王书锦等：洱海流域入湖河口湿地沉积物氮、磷、有机质分布及污染风险评价
价法 ［２８］ ，只考虑了 ＯＭ 和 ＯＮ，而忽略了磷；有的
采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环境和能源部（ １９９２ 年） 制
定的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２９⁃３３］ ，该标准根据底泥中
污染物对底栖生物的生态毒性效应进行分级，虽
然后者考虑到磷，但此标准源于对海洋底泥的生
态毒性分析． 因此本文针对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
沉积物的氮、磷和 ＯＭ 的分布特点，用综合污染指
数评价法和有机指数评价法来评价罗时江河口湿

图 ４ ３８ ＃ 和 ４２ ＃ 样点水体中总氮和总磷浓度

地表层沉积物的污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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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综合污染指数评价

本文以采用的 ＴＮ 和 ＴＰ 的评价标准（ ０．５５ 和

０．６０ ｇ ／ ｋｇ ） ， 与 加 拿 大 安 略 省 环 境 和 能 源 部

（１９９２） 发布的指南中沉积物中能引起最低级别生态风险效应的 ＴＮ 和 ＴＰ 含量相一致 ［３２］ ． 单项污染指数计
算公式为 ［３４］ ：

Ｓｉ ＝ Ｃｉ ／ Ｃｓ

Ｆ ＋Ｆ
２

ＦＦ ＝

２

（１）

２
ｍａｘ

（２）

式中，Ｓ ｉ 为单项评价指数或标准指数，Ｓ ｉ ＞１ 表明含量超过评价标准值；Ｃ ｉ 为评价因子 ｉ 的实测值（ ｇ ／ ｋｇ） ；Ｃ ｓ 为
评价因子 ｉ 的评价标准值（ ｇ ／ ｋｇ） ． ＴＮ 的 Ｃ ｓ 为 ０．５５ ｇ ／ ｋｇ，ＴＰ 的 Ｃ ｓ 为 ０．６０ ｇ ／ ｋｇ ［３５］ ；ＦＦ 为综合污染指数；Ｆ 为 ｎ

项污染物污染指数平均值（ Ｓ ＴＮ 和 Ｓ ＴＰ 的平均值） ；Ｆ ｍａｘ 为最大单项污染指数（ Ｓ ＴＮ 和 Ｓ ＴＰ 的最大值） ． 罗时江河口
湿地表层沉积物氮、磷污染评价及污染程度分级结果见表 １ 和表 ２．

表 １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综合污染评价 ∗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Ｌｕｏｓｈｉ Ｒｉｖｅｒ
项目

Ｓ ＴＮ

等级

Ｓ ＴＰ

等级

ＦＦ

等级

Ⅰ区

１．９１

３

０．８８

２

１．６７

３

水道Ⅰ

１．８９

３

１．０４

３

１．６９

３

Ⅱ区

１．５３

３

１．７４

水道Ⅱ

∗评价标准参照文献［３６］ ．

１．０２

３

０．６６

３

１．４１

２

２

１．４９

２

表 ２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综合污染程度分级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Ｌｕｏｓｈｉ Ｒｉｖｅｒ
等级
１

Ｓ ＴＮ

Ｓ ＴＮ ＜１．０

Ｓ ＴＰ

Ｓ ＴＰ ＜０．５

ＦＦ

ＦＦ＜１．０

类型
清洁

２

１．０≤Ｓ ＴＮ ≤１．５

０．５≤Ｓ ＴＰ ≤１．０

１．０≤ＦＦ≤１．５

轻度污染

４

Ｓ ＴＮ ＞２．０

Ｓ ＴＰ ＞１．５

ＦＦ＞２．０

重度污染

３

１．５＜Ｓ ＴＮ ≤２．０

１．０＜Ｓ ＴＰ ≤１．５

１．５＜ＦＦ≤２．０

中度污染

根据表 １ 中综合污染指数，可得到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的污染分布（ 图 ５） ． 结合表 ２ 和图 ５ 可知

综合污染指数大小为：Ⅰ区＞Ⅱ区，水道Ⅰ＞水道Ⅱ，且Ⅰ区和水道Ⅰ均属于中度污染，Ⅱ区和水道Ⅱ均属于
轻度污染．
４．２ 有机污染指数评价

综合污染指数法忽略了 ＯＭ 指标，考虑到近年来沉积物富营养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机物、氮、磷的迅速

７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１）
增加，所以本文用有机污染指数法 ［３７］ 对罗时江
河口湿地沉积物污染现状进一步评价，使评价
结果更完善． 有机污染指数评价法将选用的评
价参数 ＴＮ、ＴＰ 综合成一个概括的指数值来表
征底泥污染程度，其相对于综合污染指数法而
言具优 越 性， 是 综 合 信 息 输 出 ［３８］ ． 根 据 公 式
（３） ～ （５） 并结合表 ３，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
积物有机污染评价结果见表 ４．

图 ５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的综合污染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Ｌｕｏｓｈｉ Ｒｉｖｅｒ

ＯＩ ＝ ＯＣ（ ％ ） × ＯＮ（ ％ ）

（３）

ＯＣ ＝ ＯＭ（ ％ ） ／ １．７２４

（５）

ＯＮ ＝ ＴＮ（ ％ ） × ０．９５

式中，ＯＣ 为有机碳．

（４）

表 ３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的有机指数评价标准

Ｔａｂ．３ Ａｓｓｅｓ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Ｌｕｏｓｈｉ Ｒｉｖｅｒ
项目

ＯＩ＜０．０５

０．０５≤ＯＩ＜０．２０

０．２≤ＯＩ＜０．５

ＯＩ≥０．５

类型

清洁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Ⅰ

等级

Ⅱ

Ⅲ

Ⅳ

表 ４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的有机污染评价

Ｔａｂ．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Ｌｕｏｓｈｉ Ｒｉｖｅｒ
项目
Ⅰ区
Ⅱ区

水道Ⅰ
水道Ⅱ

ＯＣ ／ ％

ＯＮ ／ ％

０．４７

０．８０

０．４１
０．５５
０．５６

ＯＩ

等级

１．００

０．４１

Ⅲ

０．９９

０．５５

Ⅳ

０．９１

０．３８
０．５１

Ⅲ
Ⅳ

罗时江河口湿地有机污染分布情况为：Ⅰ区＞Ⅱ区，水道Ⅰ＞水道Ⅱ，总体为中度污染，局部（ 水道Ⅰ和水

道Ⅱ） 属于重度污染（ 表 ４） ．

ＦＦ 和 ＯＩ 的评价结果较为一致，罗时江河口湿地沉积物均表现为Ⅰ区＞Ⅱ区，水道Ⅰ＞水道Ⅱ． ＦＦ 指数

表明，水道Ⅰ和Ⅰ区属于中度污染水平，水道Ⅱ和Ⅱ区均属于轻度污染水平；ＯＩ 指数表明，Ⅰ区和Ⅱ区均属
于中度污染，水道Ⅰ和水道Ⅱ均属于重度污染水平． 综上所述，该湿地表层沉积物综合污染和有机污染水平
处于轻度与中度污染等级之间． 与石勇 ［３９］ 对巢湖塘西河河口湿地（ 总体上属于警戒等级，处于尚清洁水
平） 、陈如海等 ［２８］ 对西溪湿地（ 富营养化程度比较严重） 沉积物污染的评价结果相比，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
沉积物污染水平与平原湿地存在差异．

５ 结论
罗时江河口湿地表层沉积物 ＴＮ 空间分布情况为Ⅰ区＞Ⅱ区，水道Ⅰ＞水道Ⅱ，ＴＮ 含量在 ０．３３ ～ ２．９６ ｇ ／ ｋｇ 之间，

平均值为 ０．９４ ｇ ／ ｋｇ；ＴＰ 含量在 ０．０４ ～ １．２８ ｇ ／ ｋｇ 之间，平均值为 ０．５７ ｇ ／ ｋｇ，空间分布情况为：Ⅰ区＜Ⅱ区，水道
Ⅰ＞水道Ⅱ；ＯＭ 含量在 ３２．４３ ～ ２３３．０３ ｇ ／ ｋｇ 之间，平均值为 ７８．５４ ｇ ／ ｋｇ，与 ＴＮ 和 ＴＰ 的空间分布不同，ＯＭ 含
量表现为：水道Ⅰ＜水道Ⅱ，Ⅰ区＜Ⅱ区．

沉积物氮、磷分布受外源输入影响，且罗时江河口湿地氮、磷污染主要来自水道Ⅰ和水道Ⅱ． 养殖活动

导致沉积物 ＯＭ 含量增加，对 ＴＰ 影响不显著． 大量挺水植物分布会增加沉积物中总氮含量，降低总磷含量．
运用 ＦＦ 分析表明：Ⅰ区和水道Ⅰ均属于中度污染，Ⅱ区和水道Ⅱ均属于轻度污染；运用 ＯＩ 分析表明：Ⅰ区

王书锦等：洱海流域入湖河口湿地沉积物氮、磷、有机质分布及污染风险评价

７５

和Ⅱ区均属于中度污染，水道Ⅰ和水道Ⅱ均属于重度污染． ＦＦ 和 ＯＩ 的评价结果均表现为Ⅰ区＞Ⅱ区，水道
Ⅰ＞水道Ⅱ． 通过分析比较，罗时江河口湿地与平原地区湿地表层沉积物污染水平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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