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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普遍认为磷铁耦合关系是 Ｐ 迁移的主要机制，但大部分研究结果并未提供直接的原位证据． 为了探索沉积

物剖面磷（ Ｐ） 与铁（ Ｆｅ） 的耦合关系，利用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薄膜扩散梯度技术（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ＤＧＴ） ，分别对太湖、巢湖、鄱阳湖和
洞庭湖 ４ 个浅水湖泊沉积物有效态 Ｆｅ 和 Ｐ 进行高分辨采样和分析． 结果表明，不同湖区有效态 Ｆｅ 和 Ｐ 浓度在沉积物

水界面处开始增加，之后波动变化，垂向异质性较强，但两者浓度变化同步． 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的相关分析结果证明两
者浓度具有显著的线性相关． 室内厌氧培养实验进一步表明，Ｆｅ ３＋ 的还原性促使 Ｆｅ ２＋ 与铁结合态磷的释放，促使 ＤＧＴ 有
效态 Ｐ 与 Ｆｅ 同步变化． 该结果表明沉积物 Ｐ 的二次迁移和释放受 Ｆｅ 氧化还原过程的控制，为铁磷耦合关系提供了直接
证据．

关键词： 沉积物；薄膜扩散梯度；铁磷耦合；内源；有效性；长江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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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沉积物是水体氮、磷等营养盐重要的汇，由于浅水湖泊易受风浪扰动作用发生再悬浮，造成沉积物

氮、磷等营养物质释放到上覆水，因此比深水湖泊更易引起湖泊富营养化 ［１］ ． 目前太湖和巢湖等多个浅水湖
泊面临水质恶化和湖泊富营养化等问题 ［２⁃４］ ． 研究表明，磷（ Ｐ） 是湖泊蓝藻水华产生的限制性因子 ［５］ ，内源 Ｐ
的释放是切断外源污染后，富营养化现象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６⁃８］ ．

在探讨内源 Ｐ 释放机制时，铁、铝、钙结合态磷（ Ｃａ⁃Ｐ、Ａｌ⁃Ｐ、Ｆｅ⁃Ｐ） 等都纳入研究范围，其中 Ｆｅ⁃Ｐ 是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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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２０１２ＺＸ０７１０３⁃００５） 资助．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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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最易受环境影响而引起磷释放的形态 ［９］ ． 目前，大量研究围绕沉积物 Ｆｅ 和 Ｐ 的关系展开［１０⁃１２］ ． Ｂｏｒｔｌｅｓｏｎ

等［１３］ 研究发现湖泊沉积物中 Ｐ 和 Ｆｅ 呈现显著的相关性．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Ｆｅ 含量高的沉积物，ＮＨ４ Ｃｌ⁃Ｐ、
ＮａＯＨ⁃Ｐ 浓度相对也高 ［１４］ ． Ｓøｎｄｅｒｇａａｒｄ 等 ［１５］ 对丹麦浅水湖泊沉积物进行 Ｐ 形态分析时，提出沉积物表层 Ｐ

浓度受外源 Ｐ 负荷和 Ｆｅ 浓度影响，且随着两者浓度增加而增加． 另外也有研究表明 Ｐ 的释放与 Ｐ ／ Ｆｅ 比值
呈负相关，在 Ｐ ／ Ｆｅ＜１ 时，Ｐ 的释放速度明显升高 ［１６］ ． 这些发现都验证了 Ｆｅ 和 Ｐ 的循环对 Ｐ 的界面释放起
重要作用，Ｆｅ ３＋ 的降低对 Ｐ 释放具有主导作用，在高 Ｐ 水平下沉积物中 Ｆｅ 与 Ｐ 的关系更加密切 ［１７］ ．

目前有关沉积物的研究主要基于主动采样技术，采样和运输过程会破坏沉积物原有性质，改变沉积物

氧化还原条件 ［１８］ ，且分辨率低（ ｃｍ 级别） ，分析测定步骤繁琐且速度较慢． 新 型原 位被 动采 样技 术 ＺｒＯ⁃
Ｃｈｅｌｅｘ 薄膜扩散梯度技术（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ＤＧＴ） ，可以在不破坏沉积物情况下，能够原位同步获取沉积物剖面有
效态 Ｐ 和 Ｆｅ 的信息，分辨率达到毫米级． Ｘｕ 等 ［１９］ 和 Ｓｕｎ 等 ［２０］ 通过室内模拟实验证明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ＤＧＴ 在自
然界正常水体下能够同时测量沉积物剖面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且其对这两种离子的检测极限浓度较高．

本研究选取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型浅水湖泊太湖、巢湖、鄱阳湖和洞庭湖这 ４ 个湖泊为研究对象，利用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ＤＧＴ 同步获取现场沉积物 水界面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的剖面分布信息，并对两者的变化进行分
析，同时进行室内模拟实验，进一步明确铁磷耦合关系，为内源磷释放机理提供直接证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太湖、巢湖、鄱阳湖和洞庭湖为中国四大淡水湖泊，他们分别位于江苏省南部、安徽省江淮丘陵中部、江

西省北部以及湖南省东北部，其面积分别为 ２３２８、７６０、２９３３ 和 ２６２５ ｋｍ２ ，平均深度分别为 １．９、２．７、５．１ 和 ６．４

ｍ． 湖泊土壤类型基本为 Ｆｅ、Ｍｎ 元素富集的红壤或黄壤，湖水矿化度较高，主要为以 Ｃａ ２＋ 为主的阳离子以及
以 ＨＣＯ ３ 为主的阴离子，其 ｐＨ 偏弱碱性，这些性质为蓝藻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２１］ ． 研究表明，这些湖泊均
－

存在富营养化现象，且主要受农业非点源污染以及工业废水排放点源污染所致 ［２２］ ．

１．２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ＤＧＴ 技术原理和装置准备

薄膜梯度扩散技术（ ＤＧＴ） 作为一种原位被动采样技术，由 Ｄａｖｉｓｏｎ 等于 １９９４ 年发明 ［２３］ ． 该技术是以费

克第一扩散定律为理论基础，当装置投放至水体或沉积物中，环境中自由态离子通过滤膜和扩散膜组成的
扩散层，进而被固定膜捕获并累积，根据通量与费克第一定律公式计算出 ＤＧＴ 有效浓度 ［２４］ ．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ＤＧＴ 是在氧化锆 ＤＧＴ（ Ｚｒ⁃ｏｘｉｄｅ ＤＧＴ）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复合 ＤＧＴ，利用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凝胶层

作为同步固定 Ｆｅ、Ｐ 的固定层 ［１９，２５］ ，其容量较高 ［１９］ ，还可同时测定 Ｐ 和 Ａｓ５＋ 、Ｃｒ ６＋ 、Ｍｏ ６＋ 、Ｓｂ ５＋ 、Ｓｅ ６＋ 、Ｖ ５＋ 、Ｗ６＋

等重金属离子 ［２６⁃２７］ ．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ＤＧＴ 购 置于 南京 智 感 环 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采 用 了 新 型 平 板 ＤＧＴ 塑 料 外

套 ［２８］ ，固定膜的配制方法参考文献［１９］ ，扩散膜为 １．５％ 琼脂糖，厚度为 ０．８ ｍｍ，滤膜为 ＰＶＤＦ 膜（ ０．４５ μｍ，
厚度为 ０．１ ｍｍ） ． 组装 ＤＧＴ 装置时，首先将固定膜放置在底板上，之后依次放置扩散膜和滤膜，最后盖板固
定 ３ 层膜，置于去离子水充氮去氧 １６ ｈ 备用．

１．３ 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１．３．１ 样品采集

２０１５ 年 ５

７ 月，依次在太湖、巢湖、鄱阳湖和洞庭湖进行 ＤＧＴ 装置投放和现场表层泥取

样，其采样点分布见图 １． 通过重力投放器，将 ＤＧＴ 装置投放到采样点湖区沉积物中，２４ ｈ 后回收 ＤＧＴ 装置，
标记沉积物 水界面，用去离子水冲洗装置表面沉积物，装入自封袋保持湿润，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 采集太
湖梅梁湾柱状样品和水样，低温保存带回实验室． 其中柱状样进行现场分层，用于室内培养实验．

１．３．２ 室内培养实验

将太湖梅梁湾分层泥进行相同层次的混匀过筛，按沉积物分层顺序分装成 ４ 个平行沉

积物柱状样，并添加上覆水（ 原位过滤水样） ，恒温 ２５℃ 下淹水培养． 室内模拟好氧 厌氧环境，首先将稳定
后的沉积物间断曝气使其充分好氧，随后加盖子密封，使沉积物逐渐厌氧，每天定时监测上覆水溶解氧浓
度，在好氧 ３ ｄ，厌氧 ７、１４、３０ ｄ 时投放 ＤＧＴ 装置，同步获取沉积物剖面 Ｐ、Ｆｅ 的信息．

１．３．３ 样品分析方法

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ＤＧＴ 固定膜中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的测定参考文献［１９］ ：沿 ＤＧＴ 装置暴露

窗口边缘划开，取出固定膜，用去离子水轻轻冲洗后吸去残留水，然后置于陶瓷组刀上将膜切成 １ ｍｍ 宽的
长条，于 ４００ μｌ 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ＨＮＯ ３ 提取液中，１６ ｈ 后吸出提取液，待测有效态 Ｆｅ；固定膜长条加入 ４００ μｌ 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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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水取出残留 ＨＮＯ ３ ，加入 ４００ μｌ 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ＯＨ 提取液，１６ ｈ 后吸出提取液，待测有效态 Ｐ 浓度． 提取液中
２＋
［２９］
ＰＯ ３－
．
４ 和 Ｆｅ 浓度的测定分别采用钼蓝和邻菲罗啉微量比色法

沉积物分析方法：将不同湖区的沉积物带回实验室后，称取约 ２ ｇ 沉积物样品烘干测定含水率． 剩余样

品封袋后马上进行低温冷冻，再将冻土进行冷冻干燥，研磨过筛后装入自封袋中待分析． 沉积物各指标均按
照标准分析方法分析 ［３０］ ． 烧失量（ ＬＯＩ） 通过在 ５５０℃ 环境下灼烧沉积物 ６ ｈ 测定；元素含量测定采用 ＬｉＢＯ ２
消解法，提取液中总磷含量采用钼蓝显色法测定，其他金属离子含量用 ＩＣＰ⁃ＡＥＳ 进行测定．

图 １ 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１．４ 数据处理和分析

２＋
根据 ＰＯ ３－
４ 和 Ｆｅ 微量比色的标准曲线，得到提取液中 Ｐ 和 Ｆｅ 的浓度，两者的累积量 Ｍ 为：

Ｍ ＝

Ｃ ｅ（ Ｖ ｅ ＋ Ｖ ｇ ）
ｆｅ

（１）

式中，Ｃ ｅ 为提取液中 Ｐ 和 Ｆｅ 的浓度，Ｖ ｅ 和 Ｖ ｇ 分别为提取液和固定膜的体积， ｆ ｅ 为提取率，ＺｒＯ⁃Ｃｈｅｌｅｘ 固定膜
Ｐ 和 Ｆｅ 的提取率分别为 ９６％ 和 ８８％ ．

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可依据公式（２） 得到：

Ｃ ＤＧＴ ＝

Ｍ·Δｇ
Ｄ ｇ ·Ａ·ｔ

（２）

２＋
式中，Ｃ ＤＧＴ 为沉积物剖面有效态浓度的平均值 ［３１］ ；Δｇ 为扩散层厚度（ ｃｍ） ；Ｄ ｇ 为 ＰＯ ３－
４ 和 Ｆｅ 在扩散层中的扩

散系数，分别为 ６．８６ 和 ６．４０（ ×１０
扩散时间（ ｓ） ．

－６

ｃｍ２ ／ ｓ， ２５℃ ） ，其值可参考文献［３２］ ；Ａ 为条状固定膜的面积（ ｃｍ２ ） ；ｔ 为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沉积物理化性质

４ 个湖泊采样点表层沉积物的元素含量组成如表 １ 所示， Ａｌ 和 Ｆｅ 含量最高，分别为 ６４．９ ～ ７５．７ ｍｇ ／ ｇ 和

３１．８ ～ ４８．４ ｍｇ ／ ｇ，其数值超过其他元素一个数量级． Ｃａ 含量仅次于 Ａｌ 和 Ｆｅ，为 ２．１ ～ ６．４ ｍｇ ／ ｇ． Ｍｎ 在沉积物
表层中的含量最低，为 ０．８２ ～ １．３ ｍｇ ／ ｇ． 沉积物总磷含量为 ０．５４ ～ ０．８４ ｍｇ ／ ｇ，在各个湖泊的次序为洞庭湖＞太

湖＞巢湖＞鄱阳湖． ＬＯＩ 表征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 ［３３］ ，太湖、巢湖、鄱阳湖和洞庭湖的 ＬＯＩ 分别为 ４．７％ 、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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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和 ４．９％ ． 研究表明，Ｆｅ ／ Ｐ 比值可表征沉积物对内源磷负荷的控制能力 ［３４］ ，当 Ｆｅ ／ Ｐ 比值为 １０ ～ １５ 时，
由于铁（ 氢） 氧化物对磷的控制作用，内源 Ｐ 不足以释放． 本研究 ４ 个湖泊 Ｆｅ ／ Ｐ 比值分别为 ７１、５２、５９ 和 ４６，
表明所选采样点的沉积物内源磷的风险较小．

表 １ ４ 个湖泊表层沉积物的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ｌａｋｅｓ
采样点
太湖
巢湖
鄱阳湖
洞庭湖

Ａｌ

Ｃａ

元素含量 ／ （ ｍｇ ／ ｇ）
Ｆｅ

Ｍｎ

Ｐ

ＬＯＩ ／ ％

Ｆｅ ／ Ｐ

７０．３

４．２

４８．８

１．２

０．６９

４．７

７１

７５．７

２．１

３１．８

０．８２

０．５４

６．６

５９

６４．９
７３．６

４．８
６．４

３２．７
３８．５

１．３
１．３

０．６４
０．８４

６．８
４．９

５２
４６

２．２ 沉积物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的分布特征

４ 个湖泊沉积物剖面 ＤＧＴ 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分布如图 ２ 所示． 太湖、巢湖、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有效态 Ｐ

浓度均在沉积物 水界面处增加，分别在－１４、－１０、－１９ 和－２６ ｍｍ 处达到第 １ 个峰值，且不同湖区沉积物峰
值处有效态 Ｐ 的浓度不一，其中在鄱阳湖和洞庭湖浓度较高，分别为 ０．４１ 和 ０．５２ ｍｇ ／ Ｌ，与鄱阳湖和洞庭湖

湖泊富营养化情况更为严峻一致 ［２２］ ． 有效态 Ｐ 到达第一个峰值后继续波动变化，在不同深度达到峰谷值，
且峰谷值数不一． 峰值区域表明间隙水中有效态 Ｐ 浓度的增加 ［３５］ ． 相应地，谷值区域可能为有效态 Ｐ 的释
放衰减，且可能与细菌等微生物对有机质的降解有关，这种减少在时间上会持续到细菌衰亡 ［３６⁃３７］ ． 另外太湖
和巢湖沉积物剖面有效态 Ｐ 浓度的垂向变化更为明显，这表明这两个湖泊沉积物异质性较强 ［３８］ ． 有效态 Ｐ

浓度分别在太湖、巢湖和洞庭湖沉积物剖面的－ ５３、－ ７９ 和－ ５６ ｍｍ 处趋于平缓，且浓度值较高，可能与下层
的还原环境有关系 ［３９］ ．

图 ２ 沉积物剖面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分布

Ｆｉｇ．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ｂｉｌｅ Ｐ ａｎｄ 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４ 个湖泊沉积物剖面有效态 Ｆｅ 浓度范围变化较大，其增减幅度在峰谷处明显于有效态 Ｐ 浓度的增减幅

度，这与 Ｄｉｎｇ 等 ［４０］ 对太湖沉积物的原位测定结果一致． 与有效态 Ｐ 浓度在沉积物剖面分布类似，有效态 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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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在沉积物剖面的垂向分布规律与有效态 Ｐ 一致，两者均在沉积物 水界面处增加，并在相同深处波动变
化，呈现同步升高或降低的趋势．

对上述 ４ 个剖面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变化明显区域（ 虚线界定区域）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图 ３． ４ 个

湖泊沉积物剖面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表明沉积物中磷与铁均存在明显的
耦合关系，磷释放受铁还原的控制，即好氧条件下 Ｆｅ ２＋ 被氧化为 Ｆｅ ３＋ ，所生成的（ 氢） 氧化铁吸附固定磷，Ｆｅ

和 Ｐ 同步减少；厌氧条件下 Ｆｅ ３＋ 被还原为 Ｆｅ ２＋ ，溶解释放 Ｆｅ ２＋ 和 Ｐ，有效态 Ｆｅ 和 Ｐ 同步增加 ［４１］ ． 线性方程的
斜率表征沉积物中有效态 Ｆｅ 对 Ｐ 迁移的能力 ［４０］ ． 在太湖和鄱阳湖沉积物中，有效态 Ｆｅ 和 Ｐ 浓度比值的斜
率较低（３．９６ 和 ２．２１） ，表明这两个湖泊沉积物中活性氧化铁浓度较低，沉积物剖面有效态 Ｐ 释放能力较
强 ［４０］ ． 而在巢湖和洞庭湖中，其斜率值较高（１４．２５ 和 ９．１８） ，说明沉积物中对 Ｐ 的固定能力较强．

图 ３ 沉积物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的相关性（ ∗表示相关性显著，下同）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ｂｉｌｅ Ｐ ａｎｄ Ｆｅ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２．３ 沉积物 水界面磷铁同步释放机制分析

通过室内模拟好氧－厌氧环境，发现在沉积物厌氧过程中，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均在－１０ ｍｍ 左右处开始

增加，于－４０ ～ －５０ ｍｍ 处达到峰值，且保持峰值的较高浓度，向下停止减少；随着厌氧过程的加剧，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逐渐同步升高（ 图 ４） ． 可见，随着沉积物内部还原环境的加强，铁不断还原，Ｆｅ ３＋ 被持续还原为
Ｆｅ ２＋ ，铁结合态的磷也随之释放，导致了磷的释放量也逐渐增加． 进一步分析不同厌氧条件下沉积物剖面有
效态 Ｐ 和 Ｆｅ 浓度变化明显区域（ 虚线界定区域） 的相关性，发现均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即两者在沉积
物剖面存在同步释放的规律（ 图 ５） ． 室内厌氧培养实验进一步证实了磷铁之间的耦合关系，即铁的还原导
致磷的释放． Ｄｉｎｇ 等 ［４０］ 对太湖 １４ 个位点进行原位测定，均发现沉积物剖面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的释放具有同步
性，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很可能说明磷铁同步释放普遍存在于长江中下游湖泊． Ｒｙｄｉｎ 等 ［４２］ 对波罗的海海
岸沉积物界进行 Ｐ 释放机理探索，发现潜在活性 Ｐ 的释放主要受 Ｆｅ－Ｐ 控制，即 Ｐ 的释放受 Ｆｅ 的氧化还原
控制 ［４１，４３］ ． 可能的原因是 Ｆｅ ３＋ 浓度的增加，会降低 Ｐ 的迁移性 ［４４］ ． 另外，Ｆｅ ２＋ 浓度的减少，不仅仅受氧化还原
环境的变化影响，也可能是硝酸或硫酸酶含量减少所致 ［４５］ ，硝酸盐细菌呼吸作用的增强，能够增加沉积物中
Ｆｅ－Ｐ 络合物中 Ｐ 释放的速率 ［４６］ ． 同时，硝酸盐细菌的分泌物也能够加速 Ｆｅ ３＋ 的溶解，使吸附在 Ｆｅ（ ＯＨ） ３ 中

１１０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５）

的 Ｐ 释放出来 ［４７］ ．

图 ４ 好氧－厌氧过程沉积物剖面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的浓度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ｂｉｌｅ Ｐ ａｎｄ 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ａｅｒｏｂｉｃ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图 ５ 好氧－厌氧过程沉积物有效态 Ｐ 和 Ｆｅ 的相关性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ｂｉｌｅ Ｐ ａｎｄ Ｆ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ａｅｒｏｂｉｃ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３ 结论
１） 不同湖泊沉积物理化性质差异较大，且磷铁含量在沉积物垂向分布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不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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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异质性也存在差异．

２） 沉积物中磷和铁存在耦合关系，磷、铁含量呈现同步增加或减少的趋势，４ 个湖泊沉积物均存在相同

的变化规律．

３） 室内好氧 厌氧培养实验验证了铁磷耦合关系，即铁的还原可导致磷释放，沉积物磷的二次迁移主

要受铁氧化还原过程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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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Ｃｈｅｎｇ Ｆａ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Ｓｕｚｈｏｕ：

［ ５］

［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Ｈａｒｂ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 ［ 王岩． 洞庭湖氮磷时空分布及生态风险评价［ 学位论
文］ ．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 ２０１４．］

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 成芳． 太湖水体富营 养化与水生生物群 落 结 构 的 研 究 ［ 学 位 论 文］ ． 苏 州： 苏 州 大
学， ２０１０．］

Ｓｕｎｄａｒｅｓｈｗａｒ ＰＶ， Ｍｏｒｒｉｓ ＪＴ， Ｋｏｅｐｆｌｅｒ ＥＫ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 ２９９
（５６０６） ： ５６３⁃５６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２６ ／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７９１００．

［６］

Ｃｕｌｌｅｎ Ｐ， Ｆｏｒｓｂｅｒｇ 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ｔｏ ｌａｋｅｓ．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９８８， １７０（ １） ：

［７］

Ｒｅｄｓｈａｗ ＣＪ， Ｍａｓｏｎ ＣＦ， Ｈａｙｅｓ ＣＲ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３２１⁃３３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ＢＦ０００２４９１２．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９９０， １９２（２） ： ２３３⁃２４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ＢＦ００００６０１８．

［８］

Ｘｕ Ｄ， Ｃｈｅｎ Ｙ， Ｄｉｎｇ Ｓ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ｍｉｘｅ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ｇｅｌ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

［９］

Ｍｅｎｇ Ｆａｎｄ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ｍｓ ｉｎ

［ １０］

ｏ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ｉｒ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４７
（１８） ： １０４７７⁃１０４８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１ ／ ｅｓ４０１８２２ｘ．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ｌ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Ｌａｋｅｓ ［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 ［ 孟凡德． 长江中
下游湖泊沉积物理化性质与磷及其形态的关系研究［ 学位论文］ ．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２００５．］

Ｓｔｏｃｋｄａｌｅ Ａ， Ｄａｖｉｓｏｎ Ｗ， Ｚｈａｎｇ Ｈ．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ｖａｎａ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ａｒ⁃
ｓ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ｉｎ ａ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８， ５ （ ２） ： １４３⁃１４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７１ ／ ＥＮ０７０９６．

［１１］

Ｊｉｎｇ Ｌ， Ｌｉｕ Ｘ， Ｂａｉ Ｓ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ｉｒｏｎ

［１２］

Ｃｅｓｂｒｏｎ Ｆ， Ｍｅｔｚｇｅｒ Ｅ， Ｌａｕｎｅａｕ Ｐ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２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 １３］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８２： ２６７⁃２７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ｅｃｏｌｅｎｇ．２０１５．０４．０９９．

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ｓ ｂｙ ｔｈｉｎ⁃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４８（５） ： ２８１６⁃２８２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１ ／ ｅｓ４０４７２４ｒ．

Ｂｏｒｔｌｅｓｏｎ ＧＣ， Ｌｅｅ Ｇ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ｉｘ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ｌａｋｅｓ １． Ｌｉｍｎｏｌｏ⁃

ｇｙ ＆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７４， １９（５） ： ７９４⁃８０１．

［１４］

Ｏｓｔｒｏｆｓｋｙ Ｍ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ｉｃｉ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

［ １５］

Ｓøｎｄｅｒｇａａｒｄ Ｍ， Ｗｉｎｄｏｌｆ Ｊ， Ｊｅｐｐｅｓｅｎ 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Ｄａｎｉｓｈ ｌａｋｅｓ ａｓ ｒｅｌａｔ⁃

［ １６］

ｉｅｓ ＆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 ４４（５） ： ９６０⁃９６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３９ ／ ｆ８７⁃１１４．

ｅｄ ｔｏ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ｌｏａ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 ３０（ ４） ： ９９２⁃１００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００４３⁃１３５４（９５）００２５１⁃０．

Ｓｍｏｌｄｅｒｓ ＡＪＰ， Ｌａｍｅｒｓ ＬＰＭ， Ｍｏｏｎｅｎ 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ｒ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１， ５４（２） ： ２１９⁃２２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３ ／ Ａ：１０１０６６０４０１５２７．

１１１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５）

［１７］

Ａｍｉｒｂａｈｍａｎ Ａ， Ｐｅａｒｃｅ ＡＲ，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 ＲＪ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ｙｐｏｌｉｍｎｅｔ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ｅｌｅｖ⁃

［ １８］

Ｌａｎｇｅ ＧＪＤ， Ｃｒａｎｓｔｏｎ ＲＥ， Ｈｙｄｅｓ ＤＨ 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 １９］

Ｘｕ Ｄ， Ｃｈｅｎ Ｙ， Ｄｉｎｇ Ｓ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ｍｉｘｅ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ｇｅｌ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

［２０］

Ｓｕｎ Ｑ， Ｚｈａｎｇ Ｌ， Ｄｉｎｇ Ｓ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ｍｉｘｅ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ｇｅｌ ｆｏｒ

ｅｎ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ｅ， ＵＳＡ．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３， ６５（３） ： ３６９⁃３８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３ ／ Ａ：１０２６２４５９１４７２１．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２， １０９（ １ ／ ２） ： ５３⁃７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００２５⁃３２２７
（９２）９０２２０⁃Ｃ．

ｏ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ｉｒ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４７
（１８） ： １０４７７⁃１０４８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１ ／ ｅｓ４０１８２２ｘ．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ｒ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ａｒｓｅｎ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Ｉｍｐａｃｔｓ， ２０１５， １７（ ３） ：

１１４３⁃１１４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９ ／ ｃ４ｅｍ００６２９ａ．

［２１］

Ｗａｎｇ Ｑ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 ［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２２］

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ｌ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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