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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钱塘江引水范围内多个湖区水体和底泥中铝盐含量的调查分析，研究了工程絮凝

剂余铝对西湖水体、底泥铝盐及沉水植物附着物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 引水工程输入的絮凝剂残余铝盐导致各湖区入水
口水中铝离子含量普遍高于湖心，高出 ７．８６％ ～ ２８８．５５％ 不等，但底泥中 Ａｌ ２ Ｏ ３ 含量在整个湖区分布较为均匀；（ ２） 约

０．０４ ～ ０．２０ ｍ ／ ｓ 流速下，沉水植物很容易成为残余铝盐絮凝物的附着受体；（３） 秋、冬季水体中铝离子浓度较高，对西湖水
生生物存在更大的生物潜在危害，有必要重视秋、冬季的沉水植物恢复工作． 引水工程对西湖水体的影响是长久且难以
预见的，在引水的同时应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可减少絮凝剂的使用或选择环保型絮凝剂，并选择合适的水生植物．
关键词： 西湖；引水工程；铝盐；絮凝剂；底泥；附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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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是典型的城市景观湖泊，湖面被苏堤、白堤分成大湖、北里湖、岳湖、西里湖和小南湖 ５ 个湖

区，各湖区水体借桥洞相通；２００３ 年向西扩展之后，增加了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等子湖，水域面积扩大到

６．５ ｋｍ２［１⁃２］ ．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旅游业的发展，西湖面临着严峻的富营养化及以生态系统退化为主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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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质恶化问题 ［３⁃４］ ． 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当地采取了综合保护工程 ［１，５⁃６］ ，包括疏浚清淤、引江济湖、面源污
染控制、西湖西进、生态修复等，使得西湖的水质和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其中引钱塘江水置换西湖是较
快速改善西湖水质的方法，但钱塘江水泥沙含量较大，取水口潮汐变化造成水位变化较大，江水浊度也有较
大的波动，易对西湖造成二次污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入湖之前使用了铝盐絮凝剂对钱塘江水进行了混凝
沉淀处理，在置换西湖湖水的同时也输入了相当数量的预处理过程中残余的铝盐．

针对水体铝盐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饮用水安全 ［７⁃９］ ，对地表水中铝盐的安全限值研究较少． 铝对鱼类等水

生生物也有一定的毒性，主要取决于铝的价态、浓度以及水体的 ｐＨ 值与硬度 ［１０］ ． 目前，地表水中的铝对水
体及水生物的影响还未受到重视，尤其是针对微污染原水引水工程连续输入的铝盐，对水体及整个生境的
影响，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引水工程对入水口附近湖床进行常年不断地冲刷，会造成底泥的再悬浮，促进了
沉水植物表面附着物的生成与大量累积，一方面影响了水生植物景观，另一方面可能会对水生植物的生长
繁殖造成不良影响，为进一步开展湖区水生植物定植及结构优化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和影响，继而影响对
整个湖泊的富营养化控制进程． 本文以西湖引水工程影响区域中的乌龟潭、茅家埠、小南湖等湖区为研究对
象，对残余絮凝铝盐在西湖水体、底泥的积累进行了初步解析，旨在为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提供科学的理论
依据．

１ 研究背景与方法
１．１ 西湖引水工程概况

杭州西湖钱塘江引水工程始建于 １９８５ 年，２００３ 年引配水改建工程完成后，玉皇山和赤山埠两座预处理

水厂的投产使用，确保了西湖日引水量 ４０×１０ ４ ｍ３ ，年引水量约达 １．２×１０ ８ ｍ３ ，使西湖的换水周期缩短为 １ 个

月 ［１１］ ． 其中玉皇山预处理厂日处理量 ３０×１０ ４ ｍ３ ，使用絮凝剂为聚合氯化铝（ ＰＡＣ） ，经入水口进入小南湖；
赤山埠水厂日处理量 １０×１０ ４ ｍ３ ，使用絮凝剂为明矾［ ＫＡｌ（ ＳＯ ４ ） ２ ］ ，钱塘江原水经预处理后通过配水管经杨
公堤进入西湖西进水域（ 茅家埠 ５×１０ ４ ｍ３ 、乌龟潭 ３×１０ ４ ｍ３ 、浴鹄湾 ２×１０ ４ ｍ３ ） ，再经由西里湖进入大湖和北
里湖，共计 ６ 个入水口，１１ 个出水口 ［１２］ ． ２ 个水厂所用的絮凝剂均为液态，在配药池进行稀释后经泵 ２４ ｈ 连
续不断输入水厂反应池，在反应池混合均匀后进入沉淀池混凝沉淀，流量主要根据出水浊度进行调节．

相对来说，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小南湖有直接的引水入水口，在本文中定义为直引水湖区；大湖、西
里湖、北里湖没有引水管道，定义为非直引水湖区．
１．２ 研究区域
为研究引水工程絮凝余铝对西湖底泥铝盐及附着物的影响，选取沉水植物附着现象最严重的乌龟潭，

沿引水流场路线设置了 ３ 个监测点（ Ｗ１、Ｗ２、Ｗ３） ，并在入水口附近采集了附着物． 根据引水口设置和线路
分布，进一步在整个湖区确定了共 １１ 个监测位点，图 １ 为西湖各湖区平面分布及引水工程路线图（ 箭头所
示） ，图 ２ 为具体监测位点．

１．３ 采样与分析方法

底泥采样：利用柱状采样器采集监测位点表层 １０ ｃｍ 底泥，每个采样点均经多点采样混合，样品风干待

测． 沉水植物表面附着物用蒸馏水及软毛刷洗至烧杯中，过滤烘干待测．
底泥及附着物氧化铝（ Ａｌ ２ Ｏ ３ ） 、有机质含量等测定依据 ＪＹ ／ Ｔ ０１６

１９９６ 波长色散型 Ｘ 射线荧光光谱仪

方法通则，采用 Ａｘｉｏ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Ｘ 射线荧光光谱仪对样品进行全元素分析． 底泥及附着物总氮（ ＴＮ） 含量采
用过硫酸钾消化法 ［１３］ 测定，总磷（ ＴＰ） 含量采用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ＨＪ ６３２

２０１１） 测定． 底泥及附着

物采用 ＪＳＭ⁃５６１０ＬＶ 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微观图像的采集处理． 水中流速采用 ＭＧＧ ／ ＫＬ⁃ＤＣＢ 型便携式电磁
流速仪测定． 水中铝离子浓度采用铬天青 Ｓ 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５７５０．６
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００６） 测定．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软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引水工程对乌龟潭底泥及附着物的影响

Ｗ１、Ｗ２、Ｗ３ 为乌龟潭引水流线上的 ３ 个位点，附着物也采自 Ｗ１ 位点（ 图 ３） ． Ｗ１、Ｗ２ 和 Ｗ３ 位点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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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４）

图 １ 西湖平面及引水工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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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湖各湖区监测位点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ｌ ２ Ｏ ３ 含 量 分 别 为 １３． ７３％ ± １． ３２％ 、 １４．６９％ ± １． １０％ 和

１４．５０％ ±０．８１％ ，三者相差仅 １．３１％ ～ ７．００％ ，较为接近，Ｗ１

作为最接近入水口的位点，Ａｌ ２ Ｏ３ 含量反而最低． ３ 个位点
对应的 ＴＰ 含量分别为 ０．６４±０．０９、１．０９±０．１１ 和 １．０５±０．３０

ｇ ／ ｋｇ． ＴＮ 与 ＴＰ 含量变化趋势相似，有机质含量呈上升趋
势，Ｗ１、 Ｗ２、 Ｗ３ 位 点 逐 渐 升 高． 附 着 物 Ａｌ ２ Ｏ ３ 含 量 为

１０．６４％ ±０．５６％ ，略低于底泥，而 ＴＮ、ＴＰ 和有机质含量则
远高 于 底 泥， 分 别 是 底 泥 的 ２． １５ ～ ６． ９８、 ２． ３２ ～ ７． ４８ 和

２．３７ ～ ４．２８ 倍．

为了从微 观形 态 探 讨 附 着 物 来 源 及 其 与 底 泥 的 关

图 ３ 乌龟潭底泥、附着物 Ａｌ ２ Ｏ３ 、
ＴＮ、ＴＰ 及有机质含量

Ｆｉｇ．３ Ａｌ ２ Ｏ３ ， ＴＮ， Ｔ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ｕｒｔｌｅ Ｐｏｎｄ

系，对乌龟潭底泥和附着物进行了电镜扫描，从微观形态
可以明显看出底泥为颗粒状，粒径范围约 ５ ～ ２０ μｍ，而附
着物为薄层状和片状，薄层厚度约为 ０．５ μｍ，片状大小约
为 １ ～ ３００ μｍ２ ，且层片极少团聚，各自成片（ 图 ４） ． 可见附
着物大多为絮凝剂的絮体与丝状藻、动植物残体等的结
合物，与底泥不同，其 Ａｌ ２ Ｏ ３ 主要来源于悬浮絮体． 输入的

铝盐及絮体一部分停留在水中，部分沉降至底泥，另一部分则沉降附着于沉水植物表面或湖床卵石等物质
表面．

西湖底泥颗粒粒径有 ８０．８％ 处在 ０．００２９ ～ ０．０６７ ｍｍ 之间，属粉砂级范围，难以完全沉降． 而底泥本身是

最复杂的絮凝体，其中的矿物微粒、粘土矿物、水合金属氧化物、腐殖质、有机质等相互作用，通过各种凝聚
絮凝方式相互絮凝 ［１４］ ，在游船的扰动、引水水流冲刷下极易再悬浮． 水中残留的絮凝剂会使分散在水中的
不能及时被絮凝下来的微小底泥及悬浮物颗粒在温度适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重新絮凝，使微小的粒子聚
结成为较大的絮状物 ［１５］ ，随水流沉降于附近的沉水植物表面，不断累积形成附着物．

在水流的作用下，铝盐絮体及有机物质更容易被沉水植物拦截吸附，而非沉降至湖底，这也可能是入水

口底泥 Ａｌ ２ Ｏ ３ 含量最低的原因之一． 在乌龟潭入水口附近测定了水流流速，发现距离入水口约 ５ ｍ 处，流速
可达 ０．２１ ｍ ／ ｓ；距离约 ３０ ｍ 处，流速约为０．２０ ｍ ／ ｓ；距离约 ５５ ｍ 时，流速降到 ０．０８ ｍ ／ ｓ；距离约 ８０ ｍ 时，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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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９

图 ４ 乌龟潭底泥（ ａ） 和附着物（ ｂ） 电镜图像

Ｆｉｇ．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ｂ） ｏｆ Ｔｕｒｔｌｅ Ｐｏｎｄ
仅 ０．０４ ｍ ／ ｓ；距离入水口约 １００ ｍ 时，水面已近于静水状态． 入水口附近流速较大，悬浮物及漂浮物不易沉降
附着，随流速递减，悬浮物及漂浮物更易沉降及被拦截，故底泥有机质随流速呈上升趋势． 底泥 Ａｌ ２ Ｏ ３ 含量与
ＴＰ 含量呈正相关关系（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５） ． 铝盐进入水体后，铝离子与磷酸盐混合反应后通过化学
沉析作用去除部分磷，经过这一系列的反应生成絮状体，絮体的吸附作用可进一步去除部分磷 ［１６］ ，使水体中
磷含量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同时铝盐作为钝化剂在底泥表层形成的隔离层对磷也有一定的吸附作用，能
有效削减底泥释放的污染物进入水体，从而达到控制磷释放的目的 ［１７］ ．

附着物有机质含量远高于底泥，可见沉水植物除对无机物质的拦截吸附之外，更容易成为丝状藻、动植

物残体、着生藻等有机物质的附着受体． 在水流的作用下，Ｎ、Ｐ 含量丰富的物质（ 植物等） 可能更易于聚集附
着，而不是沉降，这是附着物 ＴＮ、ＴＰ 含量高于底泥的主要原因． 附着物对沉水植物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
的，铝盐絮体会被隐藏在植物表面增加的有机物质中，可能会影响到植株对营养盐的利用 ［１８］ ；其次物理包裹
也会影响植物的光合、呼吸等生理作用；另外，过多的铝盐絮体也会对植株有一定的毒害作用，影响植物正
常的生长代谢 ［１９］ ．

２．２ 引水工程对各湖区底泥铝盐、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在全湖范围主要的引水湖区采集了底泥，图

５ 为不同湖区底泥 Ａｌ ２ Ｏ ３ 及有机质含量，其中乌龟
潭、茅家埠、小南湖湖区取的是 入水 口附 近的 底
泥，其他湖区均为湖心，水厂污泥采集的是玉皇山
预处理厂沉淀池污泥． Ａｌ ２ Ｏ ３ 作为絮凝剂的有效成
分，其含量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絮凝剂输入对各湖
区的影响． 水厂污泥经过了絮凝沉淀，Ａｌ ２ Ｏ ３ 含量
最高，达 １８．６％ ± １． ２５％ ；大湖左上和乌龟潭入水
口相 近， Ａｌ ２ Ｏ ３ 含 量 分 别 为 １４． ５５％ ± ０． ９７％ 和

１４．２％ ±２．０３％ ；大湖右下及茅家埠入水口略低于

乌龟潭，分别为 １３．８６％ ± ０．５４％ 、１３．２９％ ± １．２１％ ；
北里湖湖心次之，为 １２． ７％ ± ２． ０７％ ；大湖湖心和
小南湖 入 水 口 最 低， 分 别 为 １１． ０３％ ± ０． ５６％ 和

１０．８％ ±１．０７％ ．

图 ５ 不同湖区底泥 Ａｌ ２ Ｏ３ 及有机质含量
Ｆｉｇ．５ Ａｌ ２ Ｏ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西湖引水的流场可见，直引水区入水口底泥 Ａｌ ２ Ｏ３ 含量没有高于相对影响较小的非直引水区，整体来看趋

于均匀分布（图 ６）． 可能长期的动态交换使得水泥两相铝盐达到一定的平衡，而且湖区面积较小，更利于离子
交换． 小南湖由于水体推移扩散效果最好［１２］ 而更容易扩散分布，且换水频率最高反而不易沉积． 另外，底泥中
Ａｌ ２ Ｏ３ 含量的均匀分布与沉水植物的分布也有一定关联． 入水口一般靠近湖岸，水深小于湖心，更适于沉水植
物的生长［２０］ ，入水口附近生物量会大于湖心深水处，而沉水植物的吸收利用或富集可能是入水口附近 Ａｌ ２ Ｏ３ 含
量没有显著高于湖心的因素之一． 有机质主要是水生动植物残渣、藻类及其分泌物等，其变化趋势是非直引水
湖区大于直引水湖区． 直引水湖区有机物质在水中铝盐微小絮体及水流影响下更容易附着于沉水植物，而非
沉降至湖底，并且沉水植物在被一层附着物包裹之后，吸附、拦截能力增强，更容易造成进一步的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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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４）

图 ６ 西湖流场及入水口、出水口详细分布 ［１２］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ｌｅｔ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ｅｔｓ
２．３ 引水工程对各湖区水中铝盐浓度的影响

首先对玉皇山、赤山埠 ２ 个预处理水厂的进出水进行了监测，以确定西湖引水工程铝盐的来源背景值．

２ 个水厂进水浊度有一定变化，变化幅度较大，玉皇山水厂进水浊度变化范围为 ２０ ～ １１０ ＮＴＵ，赤山埠水厂则
为 ２０ ～ ４０ ＮＴＵ，但二者出水浊度都比较稳定，约 １．５±１．５ ＮＴＵ；２ 个水厂出水铝离子浓度有所不同，玉皇山约
为 ２５０±５０ μｇ ／ Ｌ，赤山埠约为 １５０±５０ μｇ ／ Ｌ，浓度都比较稳定． 水厂的运行主要以出水浊度为标准，出水浊度
略小于西湖平均浊度（ 约 ４．００ ＮＴ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西湖主要几个引水湖区入水口的铝离子浓度普遍高于湖心，高出 ７．８６％ ～

２８８．５５％ 不等，与同一时段水厂出水铝离子浓度接近；而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采样这天（ 图 ７ａ 中红色点） 由于
水厂停水，没有进水，当天的湖心和入水口铝离子浓度都很低，差距也很小（７．８６％ ～ ２４．８５％ ） ，之后引水暂停
时也有类似趋势． 秋、冬季（ １０

４ 月） 铝离子浓度较高，约 １７０± ７５ μｇ ／ Ｌ，春、夏季（ ５

９ 月） 铝离子浓度较

低，约 ６０±２５ μｇ ／ Ｌ． 同样的时间，不同湖区湖心的铝离子浓度差异较大，小南湖高于茅家埠、乌龟潭高于北里
湖、西里湖；而各湖区入水口的铝离子浓度差异较小，乌龟潭高于小南湖高于茅家埠（ 图 ７ａ） ．

入水口铝离子浓度普遍高于湖心，可见引水工程带来的残余絮凝剂对西湖湖水中的铝盐浓度是有直接

影响的． 由于西湖换水频率高并且连续输入，换水过程中没有均匀扩散，铝盐聚集于入水口尚未扩散又不断
接受新输入的铝盐，形成了一定的动态平衡，始终高于湖心． 入水口铝盐浓度以乌龟潭最高，其入水口处于
狭长的一端，底部多卵石，更不易扩散，细小的絮体与再悬浮的轻质底泥由于水流作用不易沉降，而是被沉
水植物拦截，现场乌龟潭的沉水植物附着情况最为严重，二者有一定的相关性．

西湖主要几个引水湖区湖心和入水口水中 ｐＨ 的在线测定结果，与铝离子浓度监测的位点和时间一致．

总体来说，各湖区湖心和入水口的 ｐＨ 处于中性偏碱，湖心和入水口 ２０１４ 年 ４

９ 月的 ｐＨ 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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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相比均有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很小（ 图 ７ｂ） ． 对铝离子浓度、对应水中 ｐＨ、ＴＰ 浓度及底泥 ＴＰ

含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铝离子浓度与水中 ｐＨ、ＴＰ 浓度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Ｐ＜ ０．０１） （ 表 １） ，可见铝
离子的输入对湖水 ｐＨ、ＴＰ 浓度的变化有一定影响． 铝离子与水中悬浮物等形成的 Ａｌ（ ＯＨ） ３ 絮体具有很大
的比表面积，对非溶解态的磷和磷酸盐沉淀物质有一定的吸附能力，能将其吸附后共同沉淀下来 ［２１］ ． 水中
铝离子浓度与底泥 ＴＰ 含量呈负相关，底泥中 Ａｌ ２ Ｏ ３ 抑制了沉积物磷的释放，从而降低了底泥 ＴＰ 含量和 Ａｌ
在水中的分配．

图 ７ 西湖不同湖区水中铝离子浓度（ ａ） 和 ｐＨ（ ｂ） 时空分布
（ ａ 图中红色实心小圆圈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水厂停水，没有进水）

Ｆｉｇ．７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ｐＨ（ ｂ） ｏｆ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４ 个引水

湖区入水口的铝离子浓度有 ３１．２５％ 超过了

２００ μｇ ／ Ｌ，超 过了 《 生活 饮用 水卫 生 标 准》
（ＧＢ ５７４９

２００６）的铝浓度限值（０．２ ｍｇ ／ Ｌ）．

有文献报道 ［２２］ ，水中铝浓度高于 ２００ ～ ５００

表 １ 水中铝离子浓度、ｐＨ、ＴＰ 浓度及
底泥 ＴＰ 含量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矩阵

Ｔａｂ．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Ｈ ａｎｄ Ｔ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μｇ ／ Ｌ 时，即可使鲑鱼致死；ｐＨ 在 ８ ～ ９ 的弱

相关系数

５００ μｇ ／ Ｌ 时， 也 可 使 鲑 鱼 致 死．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等 ［２３］ 研究 发 现 当 水 中 铝 离 子 浓 度 高 于 ２

水中铝离子浓度

μｍｏｌ ／ Ｌ（ 即 ５４ μｇ ／ Ｌ） 时， 对 鱼 类 有 潜 在 毒
性． 虽然水中铝对鱼类影响的研究受到了最

水中 ＴＰ 浓度
底泥 ＴＰ 含量

碱性条件下，水 中的 铝酸 根离 子浓 度 高 于

多的关注，但其对整个食物网的影响也通常

是负面的，这一点不可忽视 ［２４］ ． 铝盐在 ｐＨ

水中 ｐＨ

水中铝
水中 ｐＨ
离子浓度
１

０．３７８ ∗∗

水中 ＴＰ
浓度

底泥 ＴＰ
浓度

１

０．３２４ ∗∗ ０．３７２ ∗∗ 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３
－０．１４５

１

∗∗表示极显著相关（ Ｐ＜０．０１） ．

约 ６．０ ～ ８．０ 时，溶解度最小，产生危害的可能也最小，当 ｐＨ＜ ５．５ 或 ｐＨ＞ ８．０ 时，铝盐可能从底泥中释放至水
中 ［２５］ ，西湖各湖区全年 ｐＨ 有 ２８．１３％ 高于 ８．０，最高达 ８．８０，其中 ９１．３％ 发生在 １０
从底泥的可能释放值得警示．

３ 月的秋冬季节，对铝盐

西湖各湖区铝离子的浓度已达到对水体中的鱼类产生潜在毒性的高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各湖区铝离子含量有 ５３．５７％ 超过了 ２００ μｇ ／ Ｌ，可见秋冬季节絮凝剂更易残留，春、夏季温度较高，可能由于
水温升高有利于絮凝，使絮凝剂得到充分利用，铝离子的残留量较少 ［２６］ ，并且春、夏季藻类大量繁殖，降低了
水中的磷浓度 ［２７］ ，磷结合吸附的铝也有所减少． 目前从西湖各湖区的铝离子浓度来看，秋、冬季对湖里的水
生生物有更大的潜在危害． 沉水植物对水中有害物质有一定的耐受性和适应性，并且能大量吸附拦截絮凝
剂絮体，这对整个湖泊潜在毒害的消减有一定作用，秋、冬季开展沉水植物恢复是很有必要的．

８０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４）

３ 结论
１）西湖引水工程输入的絮凝剂残余铝盐导致各湖区入水口水中铝离子浓度普遍高于湖心，其中乌龟潭入

水口铝离子浓度可高达 ３０８．９８ μｇ ／ Ｌ，对入水口沉水植物的附着有一定贡献；引水残余铝盐絮凝剂的长期输入
及湖区面积较小使得底泥中 Ａｌ ２ Ｏ３ 含量在整个湖区趋于均匀分布，未受流场明显影响． 可见引水工程输入的余
铝对西湖水体有一定影响，建议在预处理时尽量减少絮凝剂的投加，以避免过量，或者选用环保型絮凝剂．

２） 约 ０．０４ ～ ０．２０ ｍ ／ ｓ 流速下，沉水植物很容易成为附着受体，残余絮凝剂铝盐对附着有促进作用，有机

物质在流速及铝盐絮体参与下更容易附着于沉水植物，而非沉降． 附着物 Ａｌ ２ Ｏ ３ 更多来源于悬浮絮体及其与
丝状藻、动植物残体等的结合物，而非底泥矿物颗粒；附着物有机质、ＴＮ 含量、ＴＰ 含量均高于底泥．

３） 秋、冬季水体中铝离子含量较高，对西湖水生生物存在更大的潜在危害，有必要重视秋、冬季的沉水

植物恢复工作． 另外，入水口附近应尽量种植根系发达的挺水植物，可搭配种植苦草、菹草等条状叶形、生命
力强的沉水植物品种，能减少附着物的附着累积，减少其对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
致谢：感谢杭州西湖水域管理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环境监测站、国家水专项西湖课题西湖工作站的谭
谈、蔺庆伟、孙健、闵奋力等同学在样品采集、处理等方面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４ 参考文献
［ １］
［ ２］
［ ３］
［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Ｄｅｎｇ Ｋａｉｙｕ， Ｗｕ Ｚｈｉｙ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Ｂｅｎｉ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９， ２１（４） ： ５１８⁃５２２．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９．０４１０．［ 邓开宇， 吴芝瑛， 张国亮． 从叶
绿素 ａ 的变化浅析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效益（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 年） ．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９， ２１（４） ： ５１８⁃５２２．］

Ｙａｎｇ Ｊｕｎ， Ｗｕ Ｚｈｉｙｉｎｇ， Ｘｕ 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４， ３３（３） ： ８⁃１２． ［ 杨俊， 吴芝瑛， 徐骏等． 西湖不同湖区营养盐特征及
富营养化现状研究． 环境科学导刊， ２０１４， ３３（３） ： ８⁃１２．］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ｙｕ， Ｍａｏ Ｆａｘｉｎ， Ｈｅ Ｓｈａｏｑｉ．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Ｈａｎ⁃

ｇｚｈｏ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８１， ８（３） ： ３０９⁃３１９． ［ 刘经雨， 毛发新， 何绍箕． 杭州西湖水质特征及其综
合评价． 杭州大学学报， １９８１， ８（３） ： ３０９⁃３１９．］

Ｗｕ Ｊｉｅ， Ｙｕ Ｚｕ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Ｈａｎ⁃

ｇｚｈｏｕ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 ２１（６） ： ５４０⁃５４４．［ 吴洁， 虞左明． 西湖浮游植物的演替及富营
养化治理措施的生态效应． 中国环境科学， ２００１， ２１（６） ： ５４０⁃５４４．］

Ｌｉｎ Ｆｅｎｇｍｅｉ， Ｙｅ Ｘｕｈｏｎｇ， Ｊｉａｏ Ｌｉ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１８（６） ： １⁃４． ［ 林丰妹， 叶旭红， 焦荔等． 综
合保护工程对杭州西湖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２００７， １８（６） ： １⁃４．］

Ｗｕ Ｚｈｉｙｉｎｇ， Ｗｕ Ｊｉｅ， Ｙｕ Ｚｕ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ｏｕａｔｉｃ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０５， ２７（１） ： ３６⁃４０． ［ 吴芝瑛， 吴洁， 虞左明． 杭州西湖水生高等植物的恢复
与水生生态修复． 环境污染与防治， ２００５， ２７（１） ： ３６⁃４０．］

Ｆｌａｔｅｎ ＴＰ．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ａ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１， ５５： １８７⁃１９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３６１⁃９２３０（０１）００４５９⁃２．

Ｗａｎｇ Ｗ， Ｙａｎｇ Ｈ， Ｗａｎｇ Ｘ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２２： ４７⁃５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１００１⁃０７４２（０９）６００７３⁃５．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Ｙａｎ Ｙｏｕｂ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ｌｉｎ．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３１（４） ： １７⁃１９． ［ 王晏山， 颜酉斌， 张洪林． 我国饮用水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解决方法． 工业安全与环保， ２００５， ３１（４） ： １７⁃１９．］

Ｇａｏ Ｘｉｕｑ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０， １７（６） ： ３８１⁃３８３． ［ 高秀清． 水中残留铝对水质的影响及其监测必要性． 环境与健康杂
志， ２０００， １７（６） ： ３８１⁃３８３．］

ＣＰＰＣＣ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ＰＰＣＣ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ｄｓ． Ｉｎｌ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６１⁃６３． ［ 浙江省杭州市政协． 实施综

张

玥等：引水工程絮凝剂余铝对杭州西湖水体、底泥铝盐分布的影响

８０３

合治理和保护工程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西湖． 见：江西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编． 内陆湖泊暨鄱阳湖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 １６］
［１７］
［ １８］
［１９］
［ ２０］
［２１］
［ ２２］
［ ２３］
［２４］
［ ２５］
［２６］
［２７］

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２００５： ６１⁃６３．］

Ｌｉ Ｈｏｎｇｘｉ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ｅａｔ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６． ［ 李红仙． 西湖流场和浓度场对引水工程响应
的数值模拟研究［ 学位论文］ ． 杭州：浙江大学， ２００６．］

Ｑｉａｎ Ｊｕｎｌ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ｎｄｉ， Ｌｅ Ｍｅｉｌ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ｂｙ 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１９９０， ２２（５） ： ２５８⁃２６２． ［ 钱君龙， 张连弟， 乐美麟． 过硫酸盐消化法测定土壤全氮全磷． 土壤， １９９０， ２２（５） ：

２５８⁃２６２．］

Ｌｉ Ｚｈｅｎｙｕ， Ｚｈｕ Ｙｉｎｍｅｉ， Ｗａｎｇ Ｊ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１９９８， １０（１） ： ７９⁃８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１９９８．０１１３．［ 李震宇， 朱荫湄， 王进． 杭州西湖沉积物的若干物理和
化学性状． 湖泊科学， １９９８， １０（１） ： ７９⁃８４．］

Ｚｈｕ Ｌｉｎａ，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ｇ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ｏｌ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Ｄａｑｉｎｇ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２０１３， ２１０（３） ： ３６⁃３８． ［ 朱丽娜， 刘祥臣， 姜婷婷等． 大庆油田回注水中悬浮物组成和成
因研究． 化学工程师， ２０１３， ２１０（３） ： ３６⁃３８．］

Ｃｏｏｋｅ ＧＤ， Ｈｅａｔｈ ＲＴ，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ＲＨ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ｓｕｌ⁃

ｆａｔ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 Ｊａｗｒ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２， １８（４） ： ６９９⁃７０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ｊ．

１７５２⁃１６８８．１９８２． ｔｂ０００５４．ｘ．

Ｚｈｅｎｇ Ｍｉ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ｋｅ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８．［ 郑苗壮． 铝盐
对滇池底泥磷释放和狐尾藻生理活性的影响［ 学位论文］ ． 广州：华南农业大学， ２００８．］

Ｍａｌｅｃｋｉ⁃Ｂｒｏｗｎ ＬＭ， Ｗｈｉｔｅ ＪＲ， Ｂｒｉｘ Ｈ． Ａｌｕ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ｔ⁃

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０， ７９（ ２） ：１８６⁃９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ｃｈｅｍｏ⁃
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Ｋｏｎｇ Ｆａｎｘｉａｎｇ， Ｓａｎｇ Ｗｅｉｌｉａｎ，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０，

２０（５） ： ８５５⁃８６２． ［ 孔繁翔， 桑 伟 莲， 蒋 新 等． 铝 对 植 物 毒 害 及 植 物 抗 铝 作 用 机 理． 生 态 学 报， ２０００， ２０ （ ５） ：
８５５⁃８６２．］

Ｌｉｕ Ｙｏｎｇ， Ｇｕｏ Ｈｕａｉｃｈｅｎｇ， Ｚｈｏｕ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ｓ．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６， ２６（９） ： ３１１７⁃３１２６． ［ 刘永， 郭怀成， 周丰等． 湖泊水位变动对水生植被的影响机理及其调控方法．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６（９） ： ３１１７⁃３１２６．］

Ｗａｎｇ Ｔ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Ｓａｎｆ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３４（１１） ： ７⁃９． ［ 王挺， 王三反． 混凝剂对去除不同水质污水中磷的效果分析． 工业
安全与环保， ２００８， ３４（１１） ： ７⁃９．］

ＡＷＷＡ Ｓｌｕｄｇ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ａｌｕｍ ｓｌｕｄｇ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Ｗｏｒｋ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８： ９９．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ＣＴ，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Ｂ， Ｂｕｌｇｅｒ ＡＪ ｅｔ ａｌ． Ａｃｉｄ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ｓ，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 ５１（ ３） ： １８０⁃１９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６４１ ／ ０００６⁃３５６８ （ ２００１） ０５１
［０１８０：ａｄｉｔｎｕ］ ２．０．ＣＯ； ２．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 ＤＷ， Ｍｉｌｌｓ ＫＨ， Ｍａｌｌｅｙ ＤＦ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５， ２２８： １３９５⁃１４０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２６ ／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２８．４７０６．１３９５．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ＣＴ， Ｌｅｅ Ａ， Ｍｏｎｔｅｓｄｅｏｃａ Ｍ ｅｔ 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ａｍｉｎｕｍ ｆｒｏｍ ａｌｕｍ ｆｌｏ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Ｋｅｎｓｉｃｏ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５０ （ １） ： １４３⁃１５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ａｗｒ．１２１２２．

Ｃｕｉ Ｆｕｙｉ， Ｈｕ 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２００２， １８（１） ： ５⁃８． ［ 崔福义， 胡明成， 张燕等． 我国部分城市饮用水中铝含量调
查． 中国给水排水， ２００２， １８（１） ： ５⁃８．］

Ｌｕ Ｓｈａｏｙｏｎｇ， Ｊｉｎ Ｘｉａｎｇｃａｎ， Ｇｕｏ Ｊｉａｎｎ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ｇａ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２８（ １０） ： ２１６９⁃２１７３． ［ 卢少勇，

金相灿， 郭建 宁 等． 沉 积 物⁃水 系 统 中 氮 磷 变 化 与 上 覆 水 对 藻 类 生 长 的 影 响． 环 境 科 学， ２００７， ２８ （ １０ ） ：

２１６９⁃２１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