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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瓦埠湖流域水体污染研究与现状评价（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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堃，胡淑恒，黄芸梦

（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肥 ２３０００９）
摘

要： 瓦埠湖位于淮河中游南岸，属于淮河流域最大的湖泊．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对瓦埠湖湖区 ３ 个监测

点位、入（ 出） 湖河流 ４ 个监测断面的水质监测数据，选用内梅罗水污染指数法和单因子指数法，以总氮、总磷、铵态氮和
高锰酸盐指数为评价指标对瓦埠湖湖区水体和主要入（ 出） 湖河流水质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瓦埠湖湖区总体水质状
况为轻度污染、Ⅳ类水质，其主要污染源为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部分入湖河流受农业氮、磷污染的影响水质较差，
其中庄墓河污染情况最为严重． 因此，必须加强流域的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对流域水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 瓦埠湖流域；总磷；总氮；面源污染；淮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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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陆流域的重要发源地 ［１］ ． 湖泊的生态安全是流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保障，对流域的生态环境以及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２］ ． 我国湖泊的特点是数量众多、
类型多样、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 ［３］ ． 瓦埠湖水质优良，属于生态良好湖泊，是淮南市和寿县集中饮用水水
源地，目前已被列入环境保护部第 ２ 批“ 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湖泊行列，在保障饮用水源地安全和
湖泊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支撑湖泊流域内甚至流域外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区域生态平
衡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一些生态良好湖泊正面临着入湖污染负荷逐年增加、面积萎缩和生态退化等威
胁，迫切需要按照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实行“ 一湖一策” 的战略，建立健全水质良好型湖泊的长
效保护机制． 瓦埠湖流域内主要的大型河流是庄墓河、陡涧河、东淝河和新河，同时瓦埠湖是“ 引江济淮” （ 长
江－巢湖－瓦埠湖－淮河） 工程的重要水体 ［４］ 、淮河流域重要的蓄滞洪区，而且又是周围居民的饮用水源，具
有灌溉、养殖、供水及旅游等多种功能． 流域内主要河流和湖区水体的水环境现状直接反映流域水坏境的整
∗

∗∗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２ＺＸ０７１０３⁃００４） 和财政部、环境保护部项目《 １７ 个良好湖泊的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 联合资助． ２０１５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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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１）

体情况，目前全国还没有学者调查和研究瓦埠湖流域水质污染状况，瓦埠湖整体水质污染状况还没有任何
资料，仅有部分文献对瓦埠湖的湖滨带 ［５］ 、沉积物 ［６⁃７］ 做了相关的研究． 所以对瓦埠湖的水质污染研究对于
瓦埠湖环境保护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８］ ．

为了解瓦埠湖水质的现状及其主要污染物，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瓦埠湖主体湖区水体和主

要入（ 出） 湖河流的监测数据，参考相关文献的数据处理和评价方法 ［９⁃１０］ ，对瓦埠湖流域水质现状进行分析、
评价，为下一步各级政府部门在生态环境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污染治理、“ 引江济淮” 、水体修复等
方面工作的开展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为保障流域城镇的饮用水安全、保护瓦埠湖生态环境和流域经济建
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瓦埠湖，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淮河流域
最大的湖泊，地处寿县城东南，是受黄泛影响，河道淤积，河床
抬高，淮水不断上涨，东淝河出口排水不畅，在其中部低洼处
形成的狭长湖泊． 湖南北长约 ５２ ｋｍ，湖宽最宽处约 ６ ｋｍ，平
均水深 ３． ０ ～ ５． ０ ｍ，水位保持在 １８． ０ ｍ 时， 湖 区水面 达 １５６

ｋｍ２ ． 主要入湖河流为徒涧河、庄墓河和东淝河，主要出湖河流

为新河． 流域汇水区面积 ４２００ ｋｍ２ ，属丘陵平原地带，涉六安、
合肥、淮南三市 ［１１］ ．

１．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对瓦埠湖湖区、主要出入

湖河流进行了监测． 瓦埠湖属于狭长型湖泊，北部属于淮南
市，中部贯穿寿县和长丰县，南部属于寿县，按照地理因素把
瓦埠湖分为北部湖区、中部湖区和南部湖区，分别布置监测断
面；另外在瓦埠湖的 ４ 条主要河流：陡涧河（ 入湖口） 、庄墓河

图 １ 瓦埠湖监测断面（ 点位） 布设
Ｆｉｇ．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ｉｔｅｓ）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ｋｅ Ｗａｂｕ

（ 入湖口） 、东淝河（ 入湖口） 和新河（ 出湖口） 布设 ３ 个入湖断
面和 １ 个出湖断面． 断面（ 点位） 布设情况见图 １ 和表 １． 地表
水的分析方法采用国家《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基本项目分析
方法 ［１２⁃１３］ ．

表 １ 瓦埠湖监测断面（ 点位） 布设

Ｔａｂ．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ｉｔｅｓ）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ｋｅ Ｗａｂｕ
河流（ 水体）

断面名称

断面所在地区

瓦埠湖

１＃

淮南市

湖北部
湖中部

寿县

东淝河

３＃
白洋淀渡口

寿县

庄墓河

瓦埠湖
瓦埠湖

２＃

汇入水体

断面属性

湖南部

寿县

瓦埠湖

入湖口

庄墓

长丰县

瓦埠湖

入湖口

陡涧河

窑口大桥

寿县

瓦埠湖

入湖口

新河

平头山水厂

淮南市

淮河

出湖口

１．３ 评价方法
因水质样品的采集和监测过程中可能存在误差，某一年的水质监测数据不能代表该流域的水质现状．

因此，数据源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瓦埠湖各湖区监测点位的平均水质数据和各监测断面的数据．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和内梅罗综合水污染指数法 ［１４］ 进行评价． 其计算公式为：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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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 ｉ 为 ｉ 污染物的污染指数，Ｃ ｉ 为 ｉ 污染物的实测浓度，Ｓ ｉ 为 ｉ 污染物评价的标准浓度，Ｐ ｊ 为内梅罗综合污
染指数，ｎ 为指标个数．

选取《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ＧＢ 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 中对应各断面的水质类别标准限值作为标准值． 参考

《 内梅罗水质指数污染等级划分标准》 对瓦埠湖流域水质现状进行评价． 即 Ｐ ｊ ＜ １ 时，水质清洁；Ｐ ｊ 属于 １ ～ ２

时，水质为轻度污染；Ｐ ｊ 属于 ２ ～ ３ 时，水质为中度污染；Ｐ ｊ 属于 ３ ～ ５ 时，水质为重度污染；Ｐ ｊ ＞ ５ 时，为严重
污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瓦埠湖湖区水体监测数据统计分析

瓦埠湖不同湖区水体水质指标的差异较为明显（ 图 ２）． 湖区水体的总氮（ ＴＮ） 浓度为０．２４４ ～ ３．４４０ ｍｇ ／ Ｌ，

平均浓度为 ０．９４３ ｍｇ ／ Ｌ． 南部湖区不仅浓度高而且年内变化大，平均浓度达到 １．１５３ ｍｇ ／ Ｌ；中部湖区次之，
平均浓度为 ０．８５４ ｍｇ ／ Ｌ；北部湖区平均浓度为 ０．８２４ ｍｇ ／ Ｌ． 除了南部湖区外，其他湖区 ＴＮ 浓度均达到《 地表
水环境质量 标 准》 中 Ⅲ 类 标 准． 全 湖 总 磷 （ ＴＰ ） 平 均 浓 度 为 ０． ０７０ ｍｇ ／ Ｌ， 中 部 湖 区 平 均 值 最 高， 达 到

０．０８４ ｍｇ ／ Ｌ，为Ⅳ类标准；南部湖区次之，平均浓度为 ０．０７９ ｍｇ ／ Ｌ，为Ⅳ类标准；北部湖区平均浓度为 ０．０４６

ｍｇ ／ Ｌ，为Ⅲ类标准． 全湖铵态氮（ ＮＨ ４ ⁃Ｎ） 平均浓度为 ０．２８８ ｍｇ ／ Ｌ，北部湖区、中部湖区和南部湖区平均值分
＋

别为 ０．３７４、０．２３７ 和 ０．２５３ ｍｇ ／ Ｌ，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 北部湖区、中部湖区、南部湖区高
锰酸盐指数（ ＣＯＤ Ｍｎ ） 平均浓度分别为 ３．９３、４．５２ 和 ４．３７ ｍｇ ／ Ｌ，３ 个湖区平均浓度为 ４．２７ ｍｇ ／ Ｌ，均达到《 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 中Ⅲ类标准．
依据湖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水质监测数据的均值对瓦埠湖主体湖区水体进行水质评价． 根据

单因子指数和内梅罗指数不仅可以确定流域水体的污染程度，而且可以确定水体的主要污染物． 各单因子
指数和内梅罗指数的评价结果显示：湖区水体中 ＮＨ ４ ⁃Ｎ 与 ＣＯＤ Ｍｎ 均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中的Ⅲ类
＋

标准，ＴＮ、ＴＰ 浓度处于Ⅲ ～ Ⅳ类水状态． 瓦埠湖主体湖区水质总体较差，属于轻度污染，为Ⅳ类水． 其中北部
湖区水质总体达标，属于Ⅲ类水；中部湖区和南部湖区为轻度污染，属于Ⅳ类水． 湖区水质状况排序为：北部
湖区＞南部湖区＞中部湖区（ 表 ２） ．

表 ２ 瓦埠湖湖区水体评价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ａｂｕ
指标

北部湖区

中部湖区

南部湖区

全湖平均

０．８２４

０．８５４

１．１５３

０．９４３

０．３７４

０．２３７

０．２５３

０．２８８

ＴＮ

Ｐｉ

ＴＰ
ＮＨ ＋４ ⁃Ｎ
ＣＯＤ Ｍｎ

Ｐｊ
水质级别
污染因子

０．９２０
０．６５５
０．８１５

清洁
Ⅲ类水
无

１．６８０
０．７５３
１．３４１

轻度污染
Ⅳ类水
ＴＰ

１．５８０
０．７２８
１．２９６

轻度污染
Ⅳ类水
ＴＮ、ＴＰ

１．４００
０．７１２
１．１５２

轻度污染
Ⅳ类水
ＴＰ

２．２ 瓦埠湖主要入（ 出） 湖河流水质现状
入湖河流是连接湖区与陆地的通道，是流域污染物迁移的主要渠道． 瓦埠湖的主要入湖河流为东淝河、

庄墓河、陡涧河，主要出湖河流为新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东淝河、庄墓河、徒涧河入湖口分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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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瓦埠湖湖区水体各指标监测结果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ａｂｕ
置白洋淀渡口、庄墓、窑口大桥 ３ 个监测断面，为入湖河流监测断面；在新河出湖口设置平头山水厂监测断
面，为出湖河流监测断面． 就 ＴＮ 的监测结果来看，庄墓断面 ＴＮ 浓度最高而且变化最大，平均浓度为 ２．０８８

ｍｇ ／ Ｌ，最高超标 ５．６２ 倍，４７ 次监测结果中超过《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中Ⅲ类标准，超标率为 ８８．７％ ；白洋淀
渡口断面次之，平均浓度为 １．１６５ ｍｇ ／ Ｌ，３６ 次监测结果超标，超标率为 ６７．９％ ；窑口大桥断面和平头山水厂
断面浓度较低，平均浓度分别为 ０．８９７ 和 ０．８８２ ｍｇ ／ Ｌ，分别有 １９ 次和 ８ 次监测结果超过Ⅲ类标准，超标率分

别为 ３５．８％ 和 １５．１％ ． 就 ＴＰ 的监测结果来看，庄墓断面 ＴＰ 浓度最高而且变化最大，平均浓度为 ０．１２２ ｍｇ ／ Ｌ，

５０ 次监测结果超标，超标率为 ９４．３％ ；窑口大桥断面和白洋淀渡口断面次之，平均浓度分别为 ０．０９８ 和 ０．０９６

ｍｇ ／ Ｌ，分别有 ５０ 次和 ４６ 次超标，超标率分别为 ９４． ３％ 和 ８２． ９％ ；平头山水厂断面浓度最低，平均浓度为

０．０６９ ｍｇ ／ Ｌ，３６ 次监测结果超标，超标率为 ６７．９％ ． 就 ＮＨ ４ ⁃Ｎ 的监测结果来看，庄墓断面平均浓度为 ０．６２１
＋

ｍｇ ／ Ｌ，４ 次监测结果超标，其余断面监测结果均满足Ⅲ类标准． 就 ＣＯＤ Ｍｎ 的监测结果来看，窑口大桥、庄墓和
白洋淀渡口断面部分月份 ＣＯＤ Ｍｎ 超标，各监测断面的平均值均小于 ６．０ ｍｇ ／ Ｌ，均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 中Ⅲ类标准（ 图 ３） ．

瓦埠湖主要入（ 出） 湖河流监测断面的污染程度排序为：庄墓＞白洋淀渡口＞窑口大桥＞平头山水厂． 其

中平头山水厂断面的 ＴＮ 指标超过《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中的Ⅲ类水标准，水质属于Ⅳ类水标准，因此，瓦

埠湖出湖河流新河处于轻度污染状态． 白洋淀渡口断面 ＴＮ、ＴＰ 指标超过标准，水质属于Ⅳ类水标准，因此，
瓦埠湖入湖河流东淝河水质较差，处于轻度污染状态． 窑口大桥断面的 ＴＮ 指标超过标准，水质属于Ⅳ类水
标准，因此，瓦埠湖入湖河流陡涧河属于轻度污染状态． 庄墓断面 ＴＮ、ＴＰ 指标均超过标准，水质污染比较严
重，属于Ⅴ类水标准，因此，瓦埠湖入湖河流庄墓河水质差，处于中度污染状态． 综合得知，瓦埠湖主要入
（ 出） 湖河流水质状况排序为：新河＞陡涧河＞东淝河＞庄墓河（ 表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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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入（ 出） 湖河流各指标监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ｓ
表 ３ 入（ 出） 湖河流评价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ｓ
指标
ＴＮ

Ｐｉ

ＴＰ
ＮＨ ＋４ ⁃Ｎ
ＣＯＤ Ｍｎ

Ｐｊ
水质级别
污染因子

平头山水厂

白洋淀渡口

窑口大桥

庄墓

０．８８２

１．１６５

０．８９７

２．０８８

０．２８６

０．３１３

０．２４６

０．６２１

１．３８０
０．６４１
１．１２７

轻度污染
Ⅳ类水
ＴＰ

１．９２０
０．８２７
１．５５０

轻度污染
Ⅳ类水
ＴＮ、ＴＰ

１．９６０

２．４４０

０．７６０
１．５４５

轻度污染
Ⅳ类水
ＴＰ

０．７８８
２．０１９

中度污染
Ⅴ类水
ＴＮ、ＴＰ

３ 讨论
３．１ 流域近年来水质变化情况

根据监测结果和评价结果，对比 ２００２ 年水质状况，瓦埠湖的水质下降比较明显． 其中 ＴＰ 的全湖平均浓

度由 ０．０６５ ｍｇ ／ Ｌ 上升到 ０．０７０ ｍｇ ／ Ｌ，ＴＮ 的全湖平均浓度由 ０．３１０ ｍｇ ／ Ｌ 上升到 ０．９４３ ｍｇ ／ Ｌ，ＮＨ ４ ⁃Ｎ 的全湖平
＋

均浓度由 ０．０８４ ｍｇ ／ Ｌ 上升到 ０．２８８ ｍｇ ／ Ｌ． 不难看出近年来湖区水体中 Ｎ、Ｐ 类污染加剧． 近 ５ 年来，瓦埠湖
流域中部湖区、南部湖区水质一直处于轻度污染状态，北部湖区处于清洁或尚清洁状态；主要入湖河流水质
污染严重，其中庄墓河水质最差（ 图 ４） ． ２０１２ 年起淮南市环境保护局和六安市寿县环境保护局联合对瓦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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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流域进行整治和保护，因此流域水质较 ２０１１ 年明显改善．

图 ４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瓦埠湖流域地表水内梅罗指数动态变化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ｅｍｅｒｏｗ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ａｂｕ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２ 流域污染因子分析
瓦埠湖流域人口密集，农业、养殖业、水产殖业发达． 流域内主要存在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生活、
工业方面的点源污染，农业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畜禽养殖废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以及水产养殖
业的饲料投放，都直接影响流域的水质 ［１５］ ． ２０１４ 年瓦埠湖流域各乡镇资料统计，根据《 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
指南》 中污染源调查方法介绍，并结合流域具体情况，计算瓦埠湖流域 ＴＰ、ＴＮ 和 ＣＯＤ Ｍｎ 的年入湖量，计算结
果显示：就流域内 ＴＮ 的年入湖量来看，农田化肥、生活污水、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工业污染产生的入湖量

分别为 １５４４．８、３８０．７、２４０．１、１０９．３ 和 ３２４．４ ｔ ／ ａ，分别占总入湖量的 ５９．４３％ 、１４．６５％ 、９．２４％ 、４．２％ 和 １２．４８％ ，
ＴＮ 主要的排放贡献来自农田化肥，其次是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就 ＴＰ 的年入湖量看，农田化肥、生活污水、
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工业污染产生的入湖量分别为 １７８．１、８．２、２１．１、４１．４４ 和 ０．２８５ ｔ ／ ａ，分别占总入湖量的

７１．５３％ 、３．２８％ 、８．４８％ 、１６．６４％ 和 ０．１１％ ，ＴＰ 主要的排放贡献来自农田化肥，其次是水产养殖、畜禽养殖和生
活污水；就 ＣＯＤ Ｍｎ 的 年 入 湖 量 来 看， 农 田 化 肥、 生 活 污 水、 畜 禽 养 殖 和 工 业 污 染 产 生 的 入 湖 量 分 别 为

１４６４５．２５、８１５６．３５、５０６４．３ 和 １０５７．４ ｔ ／ ａ，分别占总入湖量的 ５０．６３％ 、２８．２％ 、１７．５１％ 和 ３．６６％ ，ＣＯＤ Ｍｎ 的主要
排放贡献来自农田化肥、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 就 ＴＮ、ＴＰ 和 ＣＯＤ Ｍｎ 综合来看，瓦埠湖流域污染物主要来自农
业面源污染，其次是畜禽养殖和生活污染．

瓦埠湖流域共有耕地面积 １３０１８０．６５ ｈｍ２ ，总施肥量达 １４．７１×１０ ４ ｔ，每公顷施肥量为 １．１３ ｔ． 农药化肥的

过量施用导致大量 Ｎ、Ｐ 流失． 流失的 Ｎ、Ｐ 通过雨水冲刷、地表径流、农业灌溉等方式进入湖区污染水体或
进入河流，通过河流运输进入湖区 ［１６⁃１７］ ． 污染源分析结果表明，流域内农业面源污染是导致流域水体出现
Ｎ、Ｐ 量超标以及水体富营养化等一系列水体水质污染现象的主要原因；水产养殖主要由于养殖过程中的肥
料、饲料和鱼药以及生物排泄物和底泥引发 ［１８⁃１９］ ． 瓦埠湖水产养殖业发达，据各乡镇资料统计，瓦埠湖内围
网养殖总面积有 ７３４６．７１ ｈｍ２ ，每年向水体投放配合饲料 ７００ ｔ，养殖鱼类所投放的饲料含有大量的 Ｎ、Ｐ，养

殖过程人工投放的饵料只有一部分被鱼类摄食． 被鱼类摄食的饵料，部分以粪便的形式排出，或溶于水中，
或沉积于水底． 未被鱼类摄食的部分，或进入水中，或在水底产生沉积，污染水体；生活污染主要为人们在生
活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粪便，弥艳等 ［２０］ 的研究表明生活污染对水环境的污染主要是 ＴＮ 和 ＴＰ 的污染．

研究结果表明，瓦埠湖流域生活污染 ＣＯＤ Ｍｎ 排放总量为 １６３１２．７ ｔ ／ ａ，ＮＨ ４ ⁃Ｎ 排放量为 ２４４６．９ ｔ ／ ａ，ＴＮ 排放量
＋

为 ３８０６．３ ｔ ／ ａ，ＴＰ 排放量为 １６３．１ ｔ ／ ａ． 因此，流域内居民与湖区渔民生活污水的排放和流域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缺乏也是瓦埠湖湖区和入湖河流水质污染的重要原因． 研究表明：入湖河流作为连接湖泊流域“ 源” 与
“ 汇” （ 湖体） 的廊道，其水质对于整个湖泊的水生态系统健康显得尤为重要 ［２１⁃２２］ ． 评价结果显示，湖区水体
水质为北部湖区＞南部湖区＞中部湖区；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为陡涧河 ＞东淝河＞庄墓河． 根据瓦埠湖监测断

面、点位的布设（ 图 １） 可以看出，陡涧河、庄墓河、东淝河作为瓦埠湖的入湖河流分别流入瓦埠湖北部湖区、
中部湖区、南部湖区，流域内污染物主要通过入湖河流的输送进入湖区，同时污染入湖河流与湖区水体．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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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入湖河流的水质状况直接影响湖区水体的水质． 总之，从全流域的综合水质状况来看，水质较差，农业类
面源污染与生活污染对流域水质影响较大． 由于流域以农业人口为主，新农村和新城镇化建设缺乏有效规
划，农村生活污水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为消除农村生活污水对环境的影响，应推进流域内新农村和新城镇化
建设，根据各小流域的布局、人口经济发展等特点，因地制宜地推广生活污水的生态化治理．

４ 结论
１） 从监测结果和评价结果来看，瓦埠湖主体湖区水质总体较差，属于轻度污染，为Ⅳ类水． 其中北部湖区

水质总体达标，属于Ⅲ类水；中部湖区和南部湖区污染严重，属于Ⅳ类水． 湖区水质状况排序为：北部湖区＞南部
湖区＞中部湖区． 水质污染主要为 Ｎ、Ｐ 类污染，ＮＨ ４ ⁃Ｎ 和 ＣＯＤ Ｍｎ 类污染次之． 其主要来源于农业污染、生活
＋

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

２） 由监测结果和评价结果可知，流域内主要入（ 出） 湖河流水质较差，其中新河、陡涧河和东淝河处于轻

度污染状态，水质属于Ⅳ类水标准；庄墓河处于中度污染状态，水质属于Ⅳ类水标准． 瓦埠湖主要入（ 出） 湖
河流水质状况排序为：新河＞陡涧河＞东淝河＞庄墓河．

３） 在治理瓦埠湖水质污染过程中应重点防治农业类面源污染、生活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协调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流域内人口密集，居民环保意识薄弱，缺乏相应的生活污水设备和措施，大量的生活
污水和养殖废水直接排放到环境中，通过雨水冲刷进入水体造成点源污染． 因此加强流域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是解决污染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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