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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是一个多湖泊的国家. 其中约三分之一是淡水湖泊, 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些湖泊中的绝大部分已处于中营养或富营养水平. 湖泊富营养化是当前我国湖泊面临的主

要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湖泊富营养化后会导致一系列的生态系统异常响应. 这些响应包括沉

水植物消亡、蓝藻水华频发、微生物的生物量与生产力增加, 生物多样性下降, 营养盐的循环

与利用效率加快等. 整个湖泊生态系统, 也会伴随着富营养化的发展, 呈现出生物多样性下

降、生物群落结构趋于单一、生态系统趋于不稳定的现象. 在浅水湖泊中, 还会进一步导致从

“清水态”的草型生态系统, 逐步转换为“浑水态”的藻型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这种演替机制, 

推测是水生植物与浮游植物利用营养盐的效率不同所致. 而对于严重富营养化的湖泊, 生态

系统 终的演替趋势则是从浮游植物为主的自养型湖泊转化为以微生物、原生动物等为主的

异养型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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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富营养化(Eutrophication)是指水体中氮、磷

等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生命元素大量增加 , 使得水生

态系统的生产力 (或者是光合作用速率 )增加 . Vol-

lenweider[1]基于早期的湖沼学研究, 率先用磷和氮对

湖泊的营养状态进行了定量的分类, 提出了一个 5 个

等级的暂定分类系统. OECD[2]扩大了营养状态划分

的指标, 将叶绿素和透明度也包括进来, 并用每个变

量的组平均值和标准差 , 发展了一种边界开放的系

统. 现在人们谈论富营养化时, 一般指人类活动导致

的氮磷输入增加引起的富营养化, 即由工业化、农业

现代化和城市化导致的植物营养物(主要指氮、磷) 

排放增加所引起的 . 研究表明 , 自然条件下湖泊也 

有可能富营养化 , 特别是浅水湖泊更容易发生富营

养化[3]. 

实际上, 氮、磷等元素都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营

养元素 . 但是 , 如果一个水体中的氮、磷元素多了, 

生态系统就会产生一系列异常的反应 , 例如藻类水

华的出现. 因此, 富营养化更多的是生物学或生态学

上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 评价一个湖泊或水库富

营养化程度, 用氮、磷或其他环境因子, 都不是 贴

切的. 而水生植物(包括高等水生植物和浮游植物)的

初级生产力是 合理的. 但这样的指标较难获取. 现

在普遍采用的用氮、磷、透明度、叶绿素等指标评价

富营养化的方法是一种替代方法 . 至于富营养化的

指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 1982 年提出, 

平均总磷浓度大于 0.035 mg/L; 平均叶绿素浓度大于

0.008 mg/L; 平均透明度小于 3 m, 即为富营养化的

标准[2].  

按照上述标准 , 我国许多湖泊已经处于富营养

化状态 . 近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富营养化水平

的调查显示 , 绝大部分湖泊已经富营养化或者正在

富营养化中[4]. 表 1 为文献报道的我国淡水湖泊 集

中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富营养化状况. 不难看出, 

绝大多数湖泊已经富营养化 , 少量的尚未富营养化 



 
 
 

    2013 年 4 月  第 58 卷  第 10 期 

856   

表 1  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湖泊的营养状况 

湖名 省份 面积(km2) 大水深(m) SD (m) COD (mg/L) TN (mg/L) TP (mg/L) 营养类型 资料来源 

鄱阳湖 江西 2933 5.1 0.54 11.37 1.30 0.0640 富营养 万金保等人[5] 

洞庭湖 湖南 2433 6.4 0.39 2.87 1.16 0.033 中富营养 方凯等人[6] 

洪湖 湖北 344.4 2.3  4.02 1.38 0.078 中富营养 胡学玉等人[7] 

梁子湖 湖北 304.3 6.2 2.23 4.46 0.38 0.050 中富营养 龚珞军等人[8] 

长湖 湖北 129.1 3.3 0.62  2.33 0.115 富营养 张昆实[9] 

斧头湖 湖北 114.7 4.3 1.61 5.06 0.14 0.069 中富营养 龚珞军等人[8] 

汈汊湖 湖北 70.6 2.4 0.8 3.6 0.54 0.073 中营养 王苏民等人[10] 

大治湖 湖北 68.7 3.4 0.76 3.79 0.82 0.073 中营养 王苏民等人[10] 

太白湖 湖北 26  0.42 8.32 4.87 0.403 富营养 简永兴[11] 

东湖 湖北 33.7 2.8 0.25 7.1 2.77 0.356 富营养 吴振斌等人[12] 

龙感湖 安徽 316.2 4.6  1.35 0.774 0.051 中营养 Tong 等人  [13] 

黄大湖 安徽 299.2 5.3  2.94 1.23 0.128 富营养 王苏民等人[10] 

城西湖 安徽 199 3.9  4.47 1.53 0.019 富营养 王苏民等人[10] 

城东湖 安徽 120 2.6 0.25 3.56 1.27 0.013 中营养 王苏民等人[10] 

女山湖 安徽 104.6 2.4 0.23 3.7 0.46 0.262 富营养 陈宇等人[14] 

阳澄湖 江苏 119.04 9.5  8.01 2.66 0.04 富营养 潘虹玺等人[15] 

淀山湖 上海 62 3.59 0.37 5.34 2.49 0.15 富营养 郁晞等人[16] 

骆马湖 江苏   0.54 5.3 1.78 0.077 轻度富营养 宋友坤等人[17] 

宝应湖 江苏 43 2.2 1.05 5.89 0.62 0.11 中营养 王苏民等人[10] 

 

的湖泊, 也已经非常接近富营养化的水平, 随着经济

的发展, 这些湖泊也会逐渐富营养化. 因此, 可以说

湖泊富营养化已成为我国淡水湖泊面临的 主要生

态环境问题.  

湖泊富营养化及其随之出现的蓝藻水华 , 严重

影响江河湖泊的生态功能与水环境质量. 2007 年的

无锡饮用水供水危机 , 根本的原因是富营养化导致

的蓝藻水华爆发污染取水口所致 [18]. 但是 , 蓝藻水

华现象只是湖泊富营养化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其实, 

湖泊富营养化对整个湖泊生态系统 , 包括其结构与

功能, 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可能还有许多影响尚未为

我们所熟悉. 本文试图围绕这个问题, 基于 近完成

的一系列工作, 对这方面的进展做一个回顾, 并在上

述回顾的基础上 , 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及可能的关

键突破 , 为我国日趋严峻的湖泊生态系统退化与富

营养化治理、湖泊可持续管理提供理论指导与支撑.  

1  湖泊富营养化的生态系统响应 

湖泊富营养化, 即氮磷等营养盐的富集, 会导致

一系列的生态系统异常响应 , 其中 突出的标志是

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增加及藻类水华的出现 [19]. 而水

华的发生有时还伴随这些藻类产生的毒素 [20]. 藻类

生物量的这种增加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 氮磷是植物

生长所必需的生命元素 , 其含量增加必然会带来水

生植物的增加 , 浮游植物只是其中受益 大的一类

植物. 太湖长期的监测数据也显示, 湖心地区反映藻

类生物量的叶绿素浓度与总磷浓度有着非常好的相关

性(图  1). 湖心水域远离岸边人类活动与污染物排放 

 

图 1  太湖湖心水域年平均总磷浓度与叶绿素浓度相关图 
监测数据由中国科学院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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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相对而言比较稳定. 实际上, 太湖中心水域

总磷浓度在 1998 年达标排放后一直在持续增加, 但

自 2007 年水危机之后就开始保持稳定; 叶绿素 a 浓

度与总磷浓度变化基本是同步的.  

湖泊富营养化, 即水体中碳、氮、磷等生源要素

的增加, 导致浮游植物生物量增加, 使得水体透明度

下降. 图 2 是丹麦 13 个富营养化湖泊调查的总磷浓

度与透明度的关系. 从中可以看出, 随着总磷浓度升

高, 水体透明度会下降. 而透明度下降, 水质的感官

也会下降.  

湖泊富营养化导致浮游植物生物量增加 , 就会

使得水体中的有机聚集体增加 . 所谓的有机聚集体

(organic aggregates), 就是指水体中由活的或已经死

亡的浮游动植物、原生动物、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与

水体中其他有机(主要是水生或陆生动植物残体)或

无机颗粒经絮凝作用或自身分泌黏液黏合而形成的

不规则多孔颗粒物 [22]. 在富营养化水体 , 由藻类细

胞组成的有机聚集体会大量增加. 在太湖中, 有机聚

集体上附着有大量的附着细菌(图  3), 是微生物的主

要载体 [19], 远多于水体中浮游的细菌 . 它是湖泊有

机质分解与营养盐再生的核心场所 , 也是水体中营

养盐循环的主要途径. 在藻类生物量较高的水域(用

叶绿素浓度表征), 经过一段时间的降解矿化 , 水体

中的反应性活性磷(SRP)与溶解性总磷(TDP)浓度也

高(图 4). 这其中, 微生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调

查显示, 在污染严重的水域, 微生物的生物量及其生

产力都会显著增加(图 5).  

水体中营养盐富集, 浮游植物生物量就会增加,  

 

图 2  丹麦 13 个富营养化湖泊调查获得的总磷浓度与透明度

的相关关系[21] 

 

图 3  太湖藻类聚集体及其附着细菌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这些浮游植物死亡后形成的残骸 , 又会增加水体中

的有机聚集体. 有机聚集体增加, 使得附着细菌增加. 

微生物生物量增加, 新陈代谢增强, 又会消耗水体中

的溶解氧, 使得水体中溶解氧下降. 这就是 Smith 和

Schindler 所谓的厌氧驱动的恶性循环(anoxia-driven 

“vicious cycle”)[25]. 根据北美富营养化湖泊 Erie 湖的

监测 , 温跃层下部水体加权平均的溶解氧损耗率与

前一年输入的总磷数量成正比(图 6). 在富营养化的

Chesapeake 湾, 也存在类似的现象[27]. 而且, 对于富

营养化水体, 由于白天浮游植物大量的光合作用, 使

得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会高于一般水体 , 而晚上的

呼吸作用及微生物的耗氧, 也会高于一般水体, 使得

水中的溶解氧浓度在白天与黑夜的变化幅度较一般

湖泊高[28].  

水体富营养化除了会导致蓝藻水华泛滥外 , 还

会导致沉水植物的消亡 . 这在国外已有广泛的报

道[29~34]. 图 7 显示日本霞浦湖水生植物面积随总磷

浓度变化而变化. 湖泊总磷浓度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一直在增加, 同时, 水生植物的覆盖度, 特别是沉

水植物覆盖度却大幅度的减少[34]. 在美国 Chesapeake

湾, 分析和观察发现, 富营养化导致该湾中部和上部

沉水植物自 20 世纪 70 年代迅速减少(图 8).  

湖泊富营养化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稳定

性的影响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但是, 生态学里

面有一条基本的定律 , 即多样的生态系统才是稳定

的. 如果富营养化对生态系统多样性有损害, 这必然

会损害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从目前有限的文献中, 可

以看出 , 富营养化会损害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 根据

James 等人[36]对英国和波兰 60 个湖泊湖水中总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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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太湖不同条件下藻类降解过程中磷浓度(SRP 与 TDP)变化[23]  

 

图 5  营养盐浓度不同的 3 个水域(梁溪河口、梅梁湾、湖心)微生物的生物量(a)与微生物的生产率(b)[24] 

硝态氮及沉水植物多样性的调查发现 , 随着氮浓度

的增加, 水生植物的物种丰富度会下降(图 9), 特别

是冬季水体中硝态氮的浓度对植物多样性影响 大, 

而磷对其多样性的影响是其次的.  

在太湖的富营养化过程中 , 也出现了水生植物

种类数下降、面积缩减的现象. 1960 年调查采到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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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美国 Erie 湖温跃层下部水体体积加权平均溶解氧消耗

速率与前一年输入湖中的总磷负荷的关系[26] 

 

图 7  日本霞浦湖水生植物覆盖面积变化[34] 

 

图 8  美国 Chesapeake 湾上部和中部沉水植物覆盖度的 

变化[35] 

生植物种类有 66 种, 隶属于 48 属, 29 科[37]; 沉水植

物优势种为马来眼子菜(Potamogeton malaianus Miq.), 

沉水植物除了在东太湖和西太湖沿岸带有大量生长

外, 在五里湖等其他湖区亦有大面积出现[37]. 至 20 

 

图 9  根据英国和波兰 60 多个湖泊调查建立的水生植物的多

样性与硝态氮及总氮的关系[36] 

世纪 90 年代中晚期, 太湖水生植物锐减到 17 种, 沉

水植物优势种演变为苦草(Vallisneria natans)[38]. 目

前 , 太湖主要分布有马来眼子菜、荇菜(Nymphoides 

peltatum)、苦草、轮叶黑藻(Nymphoides peltatum)、

菱(Trapa natans L.)、狐尾藻(Myriophyllum spicatum)、

伊乐藻(Elodea nuttalli)、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

mersum L.)、茨藻(Najas minor All.)等 10 种水生植物, 

生长于 6 个植被群丛中, 包括马来眼子菜群丛、荇菜

群丛、荇菜-马来眼子菜群丛、苦草群丛、苦草-伊乐

藻群丛以及茨藻群丛 [39]. 从上述各个时期的调查结

果可以看出, 太湖在 近的近 10 年中, 水生植物的

多样性显著地下降 . 尽管其多样性下降有着多种原

因, 但是, 富营养化显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除了水生植物多样性的下降 , 其面积也出现明

显的下降. 虽然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其面积存在着

波动, 但半个世纪以来变化的总体趋势以下降为主. 

20 世纪 60 年代沉水植物面积约 530 km2, 到了 80 年

代缩减至大约 400 km2, 直至 90 年代初期仍然保持着

减少的趋势. 至 1997 年沉水植物有所恢复, 达到 80 年

代初期的水平; 2000 年后, 沉水植物分布面积较为稳

定, 2004 年略有增加, 而 2007 年则显著下降, 2009 年

达到历年的 低点, 2010 年分布面积有所增加(图 10).  

富营养化对浮游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 相对而言

较为复杂些. 但是, 一般的研究都发现, 其 终都会

损害其多样性[41]. 图 11 为围隔实验中添加营养盐后

发现的藻类多样性随营养盐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图

中表示为藻类生物量增加和叶绿素浓度增加). 但是, 

下降的趋势由于显著高于上升的趋势 [41], 说明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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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太湖沉水植物面积历年变化[40] 

 

图11  围隔实验中添加营养盐后藻类生物量增加与藻类生物

多样性的变化[41] 

养化对浮游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归根结底是有损害的. 

由此可以引申出 , 以蓝藻水华为优势的现象仅仅是

湖泊富营养化的一个过渡性阶段 . 随着营养盐的继

续增加 , 其生态系统结构必然会由于其不稳定而发

生演替. 初步的研究也发现, 富营养化对微生物的种

群结构和多样性也会产生影响 , 表现为自养型的微

生物下降, 而异养型的微生物增加, 多样性下降[42,43]. 

说明富营养化还会导致微生态系统结构变化而使得

湖泊趋于异养型为主.  

根据中国科学院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 2005~ 

2010 年的监测显示, 在太湖富营养化程度不同的水域, 

浮游植物的多样性(Shannon-Wiener指数)随着富营养

化指数增加而下降(图  12), 表明富营养化水平增加会

降低浮游植物多样性; 虽然监测数据说明随着富营养

的发展, 浮游植物种类数量会有所增加, 优势种由广

生性种类转变为耐污种(如微囊藻、鱼腥藻), 但是种类

数量分布不均, 因此物种多样性指数仍然是下降的.  

 

图 12  太湖不同水域 2005~2010 年夏季(6~8 月)的总氮、总

磷浓度及富营养化指数与浮游植物的 Shannon-Wiener 多样

性指数 

2  湖泊富营养化的生态系统演替 

关于湖泊富营养化会导致生态系统演替 , 当前

的研究热点主要在二个方面, 其一是氮、磷营养盐浓

度与浮游植物组成及优势种 , 包括蓝藻水华之间的

关系 . 其二是以水生植物为主的草型生态系统与以

浮游植物为主的藻型生态系统的演替.  

水体中氮、磷营养盐增加, 使得浮游植物大量生

长, 甚至出现水华. 调查显示, 随着营养盐增加与叶

绿素浓度升高 , 蓝藻在整个浮游植物生物量中所占

的比例也随之增加 , 说明富营养化和营养盐富集使

蓝藻生物量增加 , 并且在浮游植物组成中成为优势

物种(图 13).  

但是, 有些富营养化水体却显示, 当磷浓度较低

时, 是蓝藻占优势; 当磷浓度很高时, 同时, 氮的浓 

 

图 13  根据 39 个美国肯萨斯州富营养化水体营养水平(用夏

季浮游植物生物量(mg/L))与蓝藻占浮游植物生物量的比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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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较高的情况下 , 绿藻占优势 [45]. 我们在太湖梅

梁湖的调查中也发现, 当湖水中磷浓度较高时, 蓝藻

优势种将被绿藻优势种所取代 [46]. 但是 , 如果磷浓

度很高, 而氮浓度很低时, 虽然也是蓝藻占优势, 却

是那些能够固氮的蓝藻, 如鱼腥藻占优势, 如美国佛

罗里达的 Okeechobee 湖[47]. 

氮与磷对浮游植物组成的影响, 国际上, 通常都

是用氮磷比值来判断水体中蓝藻水华是否出现 . 藻

类细胞内碳、氮、磷的大致比例关系为 41:7.2:1(重

量比 ). 如果氮磷比值低于 7:1, 容易出现蓝藻水

华[48]. 但是, 近许多研究表明, 氮磷比判断蓝藻水

华是否出现并不一定准确[49]. 当水柱中的氮、磷浓度, 

特别是生物可利用的营养盐形态的浓度(主要是无机

的氮、磷浓度及溶解性营养盐浓度)大于藻类生长受

限制的阈值, 那么, 讨论氮磷比对藻类影响是没有意

义的. 在太湖这个阈值对于磷是 0.2 mg/L, 对于氮是

1.8 mg/L[50]. 太湖目前全湖平均的总氮浓度介于 2.0~ 

3.0 mg/L, 总磷浓度大概为 0.1 mg/L. 因此, 在许多

水域, 氮的浓度都高于此阈值, 而磷的浓度低于此阈

值. 事实上, 磷对藻类生长的限制, 在许多水域, 包

括梅梁湾、贡湖湾、竺山湾、湖心地区等都存在; 而

氮对藻类生长的限制主要出现在梅梁湾 , 特别是夏

季与秋季[50]. 但是, 由于氮、磷浓度在空间和时间上

具有高度的波动性. 因此, 上述阈值是多年平均而言. 

实际上, 太湖的氮磷浓度变化幅度是非常大的. 导致

氮磷比的波动变化也很大 . 无论是总氮与总磷的比

值, 还是溶解性氮与溶解性磷的比值, 都是在春季达

到 大(80~100), 夏季达到 小(<10). 因此, 许多水

域在春季时可能是磷限制的水域, 而到了夏、秋季常

常是氮、磷同时限制的水域[50].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

是目前国际上关于湖泊蓝藻水华控制应该以磷削减

为主[51], 还是氮、磷同时控制为主[52].  

其次是营养盐的增加, 水生植物(这里主要指能

够生长在开阔水域的沉水植物)会逐步消亡, 浮游植

物会逐步繁盛起来并 终取代水生植物 , 成为生态

系统初级生产力的主要贡献者 . 这就是国际上较为

流行的稳态转化的理论[53,54](图 14). 是什么原因导致

水生植物消亡? 原因一直不是很清楚 . 我们通过太

湖富营养化水平不同的两个水域 , 贡湖湾和梅梁湾

(贡湖湾的总氮、总磷分别是 0.772 和 0.029 mg/L, 梅

梁湾的总氮和总磷分别是1.935和0.108 mg/L), 比较二

个湾中同一种水生植物上附着的各种附着生物生物 

 

图14  湖泊由于富营养化从草型生态系统到藻型生态系统的

转换(F0 到 F2 再到 F4)及营养盐下降后恢复到草型生态系统

(F4 到 F1 再到 F3)的过程[54] 

量与各自的水生植物生长情况 , 与营养盐水平进行

相关分析. 发现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越高, 水生植物

上附着生物的生物量就越高 , 这些附着生物对水生

植物光合作用的遏制也就越严重 . 去除附着物的水

生植物的光合作用较没有去除的水生植物的光合作

用高达 60%~90%[55]. 说明富营养化会导致附着在水

生植物上的附着生物大量增加 , 遏制水生植物的光

合作用. 这与富营养化后, 浮游植物生物量增加、透

明度下降的效果是一致的.  

富营养化导致的草型生态系统被藻型生态系统

取代的真正机制是什么? 一般认为 , 是富营养化导

致水生植物消亡 , 蓄积在底泥中的污染物质大量释

放加重水体的富营养化 [56,25], 例如在太湖的研究表

明水动力扰动可能是太湖水体内源磷释放的主要方

式 [57], 因此底泥疏浚(sludge dredging)也常常被用来

改善水环境[58]. 但是, 我们的研究认为, 是富营养化

导致浮游植物和附着藻类大量增加 , 导致水体中的

有机颗粒物增加, 一方面使得水体的透明度下降, 水

生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遏制; 另一方面, 大量的藻类

合成的有机物, 使得水体中微生物也大量增加. 微生

物参与的有机物的降解与矿化加强, 析出的营养盐逐

步增加, 又会加速浮游植物的生长. 随着富营养化后

的有机聚集体增加, 营养盐从无机到藻类吸收变成有

机, 再通过降解与矿化转变为无机的时间越来越短. 

研究表明, 在污染 重的河口地区磷的降解速率平均

为 0.171 mol/(h L), 在梅梁湾平均为 0.154 mol/(h L), 

在湖心水域平均为 0.139 mol/(h L)[23,59]. 氮的循环

与再生与磷基本上类似 [60]. 这种降解矿化速率随富

营养化而增加 , 反映的是微生物的生物量与生产力

的升高. 除了微生物之外, 太湖原生动物生物量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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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征 , 同样地显示出在污染重的梅梁湾高于污染

轻的湖中心水域 [61]. 这种趋势与微生物相一致 . 这

些都表明, 越是污染严重的湖泊水体, 微生物的生物

量及生产力越高, 营养盐循环的速率也越快. 反过来, 

又会加重湖泊富营养化的态势 , 形成一种营养盐供

给的恶性循环.  

这样一种机制 , 说明富营养化导致的生态系统

演替与水体中不同生物群落利用营养盐的效率有关. 

当水体中输入的营养盐大量增加时 , 草型生态系统

中由于吸收氮、磷的主要是水生维管束植物. 此时, 

大量的剩余营养盐只能依靠浮游植物、附着生物等吸

收利用 , 导致浮游植物生物量及叶绿素浓度大量增

加. 浮游植物形成的有机聚集体增加, 为微生物的大

量增加及其降解与矿化作用增强 , 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物质基础 . 同时 , 随着透明度下降 , 溶解氧减少 , 

水生植物逐步被浮游植物所取代 . 水生植物吸收营

养盐到形成有机体, 再死亡降解与矿化, 到营养盐析

出的循环过程显然要比浮游植物长得多 . 这很可能

是草、藻型生态系统演替的真正原因所在.  

3  湖泊富营养化研究展望 

经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 , 目前

对于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湖泊生态系统恢复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 都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 那就是富营养化

湖泊治理 , 必须先控源截污 , 在控源截污的基础上, 

再实施生态恢复 , 并在生态恢复的基础上实现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 . 这些共识已经由管理部门在太湖等

富营养化湖泊治理中得到贯彻与应用 , 并且产生了

实实在在的效果 . 太湖 近几年的蓝藻水华无论是

频次、 大面积都呈现下降的态势, 就是很好的例子.  

虽然我们对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有了基本的共识. 

但对富营养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仍然许多问题不是

很清楚. 例如, 富营养化后蓝藻水华的爆发机制是什

么? 为什么蓝藻水华一会儿出现 , 一会儿消失? 这

个问题虽然大体上已经清楚, 包括营养盐、光照、温

度、水动力对蓝藻水华形成的影响. 但是, 具体到某

一次蓝藻水华出现的机制仍然不是很清楚 . 关键是

蓝藻细胞分裂增殖过程并且形成足够的蓝藻生物量

的过程中 , 这些环境因子是如何影响的? 蓝藻水华

形成过程的蓝藻细胞群体是如何形成的 , 并且 后

上浮形成水华的? 由于对蓝藻水华机制仍然不是很

清楚 , 使得蓝藻水华发生的预测与预警工作仍然停

留在以现有生物量为主、短时间尺度上的迁移与堆积

的预测预报.  

此外, 根据现有的知识, 我们已经认识到, 湖泊

富营养化会导致浮游植物群落逐步取代水生植物群

落 , 即草型湖泊生态系统逐步向藻型湖泊生态系统

转化. 如果营养盐继续增加, 以蓝藻为主的藻型生态

系统很可能会被其他藻类为主的生态系统所取代 , 

但是导致这种演替的原因尚不清楚 . 如果营养盐进

一步富集, 藻型生态系统有可能消失, 以异养生物为

主的生态系统有可能取代以浮游植物为主的自养型

生态系统. 这种生态系统演替的机制, 推测与营养盐

的竞争策略有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 , 富营养化会导致生物多样性下

降, 也就意味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下降. 但是, 是什

么原因导致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下降? 富营养化导致

的浮游植物多样性 终趋于下降 , 必然会影响到浮

游动物的多样性, 并且, 沿着食物链的上行效应, 影

响游泳动物的多样性 . 而这些高端物种多样性的下

降, 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多样性下降, 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的减弱. 这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深入. 多

样性的增加与减少 , 与水生动植物的生境条件有很

大的关系 . 越是复杂的生境环境 , 如湿地和滨岸带, 

生物的多样性也越高 . 对于原先营养盐不充分的水

域, 营养盐的富集会改善其生境环境, 使得其多样性

升高, 但是, 当营养盐继续升高, 生物的多样性 终

是下降的. 这样的解释是否成立, 仍然有待于实证例

子的验证.  

富营养化湖泊经过治理后 , 生态系统仍能恢复

到原来的状态与水平吗?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 已经

有研究指出, 富营养化过的湖泊, 虽然随着富营养化

治理后, 水质指标及动植物群落结构得到了恢复, 但

是, 仔细比较某些浮游动物的基因片段, 其演化的轨

迹发生了变化 , 他们并不能简单地回到原来的状态

与水平 [62]. 说明环境污染之后 , 对生物的影响远比

我们想象的复杂和持久 . 甚至有可能某些物种再也

无法演化到原先的物种, 如果成立, 那污染与富营养

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作用被大大低估了 . 但这有

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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