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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皖丘陵区饮用水水库夏季有色可溶性有机物光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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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水库是我国特大、大中型城市集中式饮用水供水源地且兼具调蓄洪峰、农田灌溉、旅游观光等多种功能 . 浙皖丘陵地区饮用水水库
分布广泛，夏季因藻类增殖而面临一定的水质风险 . 本研究借助总氮（TN）、总磷（TP）、叶绿素（Chl a）、透明度（SDD）等水质参数，以及基于以

上参数所构建的综合富营养指数（TLI），结合有色可溶性有机物（CDOM）吸收光谱、三维荧光光谱（EEMs）及平行因子分析法（PARAFAC），
试图揭示浙皖丘陵地区共计 12 个饮用水库夏季营养水平、CDOM 光谱特征及环境指示意义 . 结果表明，本研究调查水库的 TLI 处于 25.0~48.8
范围内，属中营养水平，对应 a254 为 7.0~10.2 m-1.TP 与 Chl a、TLI、a254、陆源类腐殖酸 C2 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0.01），表明 TP 是饮用水水库藻
类增殖的主要制约因子，且与 TLI 关联密切 . 水库中 Chl a 浓度普遍较低，平均值为（8.4±5.7）μg·L-1，且与类酪氨酸 C1、类色氨酸 C3 不存在显著

相关性（p>0.05），说明藻源 CDOM 在水库中迅速降解且不是饮用水水库监测到的 CDOM 的主要来源 . 在坝前敞水区陆源类腐殖酸 C2 与 a254（r=
0.81，p<0.01）、Chl a（r=0.37，p<0.05）呈显著正相关，并且腐殖化指数（HIX）、光谱斜率 S275~295 与 TLI 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饮用水水库营
养水平受陆源有机质输入的影响较大 . 然而，坝前 S275~295 平均值为（23.2±2.8）μm-1，HIX 平均值为 1.56±0.62，表明 CDOM 腐殖化程度较低；这可

能是由于饮用水水库受强烈光降解的影响，因而 CDOM 表现出“表观”陆源信号弱的特征 . 坝前 a254、陆源类腐殖酸 C2 与 TLI 的回归系数较低，
说明陆源类腐殖酸在应用于大型水库坝前敞水区营养水平估测时应当更加谨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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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0253-2468（2022）06-0188-09

中图分类号：X524，X824

文献标识码：A

Characterizing op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omophoric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s in Zhejiang and Anhui Provinces in summer and
the corresponding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LI Yuanpeng1，2，LIU Miao1，3，ZHANG Liuqing1，SHI Yu1，GUO Yanni1，ZHOU Lei1，3，ZHOU Yongqiang1，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Lake Science and Environment，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08

2. Yangzi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8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

Abstract：Large reservoirs supply drinking water to metropolitans and large cities，and serve as flood regulator and provide water for farmland

irrigation，tourism，and entertainment.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hilly areas of Anhui and Zhejiang Provinces，and these
waters encounter certain water quality risks in the summer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algae cells and release of algal-derived chromophoric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CDOM）. We used total nitrogen（TN），total phosphorus（TP），chlorophylla（Chl a），Secchi disk depth（SDD），and calculated
trophic level index（TLI）based on these four indices，together with CDOM absorption and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to unravel the sources and optical

composition of CDOM in a total of 12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s in Zhejiang and Anhui Province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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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mostly mesotrophic with TLI ranged from 25.0 to 48.8 and a254 ranged from 7.0 to 10.2 m-1. we found Chl a，TLI，a254，and terrestrial humic-like
C2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f TP（p<0.01），indicating that TP was a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 controlling algal growth in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s and TP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LI.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Chl a was（8.4±5.7）μg·L-1，and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hl a and tyrosine-like C1 or tryptophan-like C3（p>0.05），indicating that rapid algal degradation contributed insignificantly to the CDOM pool

in those reservoirs. Terrestrial humic-like C2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254（r=0.81，p<0.01）and Chl a（r=0.37，p<0.05），and TLI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humification index（HIX）and with decreasing spectral slope S275~295in the open water region，indicating that terrestrial input

of organic substances contributed importantly to nutrient levels in the open waters of the studied reservoirs. The mean of S275~295 was（23.2±2.8）μm-1，
corresponding to a mean HIX of 1.56±0.62，indicating a relatively low aromaticity of CDOM in the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s，likely due to a high SDD

and enhanced photodegradation of CDOM，and thereby a low apparent terrestrial signal of CDOM in those waters.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a254，
terrestrial humic-like C2 and TLI were low，suggesting that we should be more cautious when terrestrial humic-like components were applied to the
estimation of nutrient levels in open water areas of large reservoirs.

Keywords：drinking water reservoir；hilly areas；chromophoric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CDOM）；optical characteristics；water quality

1

引言（Introduction）
溶解性有机物（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是天然有机质最重要的赋存形态，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

有机碳库 . 有色可溶性有机物（Chromophoric DOM，CDOM）是 DOM 中能强烈吸收紫外辐射及蓝光的部分，
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水体的光学性质进而影响初级生产力的遥感反演（Coble，2007；宋开山等，2007）. 研究

表明，CDOM 来源与组成既能影响水体中重金属及微型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及毒理性特征，也能影响饮用水处

理的工艺与流程（Stedmon et al.，2001；Yamashita et al.，2008a）. 高浓度的 CDOM 赋存致使水体酸臭刺鼻，
在水处理过程中释放大量致癌物质，进而严重威胁饮用水安全（Zhou et al.，2016b）.CDOM 光学测量过程相对

简单且灵敏度高，借助其对短波辐射的吸收特性及荧光特性可以很好地反映有机物浓度及组成结构特征

（Stedmon et al.，2005a；2005b）. 目前，人们常用波长 254 nm 处的吸收系数即 a254 来表征 CDOM 的浓度 .a254 与

溶解性有机碳（DOC）浓度的比值 SUVA254 和吸收光谱指数函数拟合斜率 S275~295 常被用以表征 CDOM 陆源
输入信号强弱及其芳香性（Weishaar et al.，2003；Helms et al.，2008；Fichot et al.，2012；Zhang et al.，2018）. 三维

荧光光谱所获取的大量荧光峰，可反映出有关 CDOM 来源及组成的大量信息；平行因子分析法（PARAFAC）
能将重叠交错的荧光图谱解析为多个独立的具有单个发射波长极大值的荧光团，用以解译 CDOM 相对丰度
及组成结构的变化情况（Yamashita et al.，2008b；Murphy et al.，2013）.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型湖泊短期治理难以奏效的背景下，水库日渐成为我国大型城市集中

供水的首选水源，部分水库成为周边城市应对突发水质污染事件、保障饮用水供给的应急备用水源（韩博平

等，2010；李恒鹏等，2013）. 饮用水供给水库水质清洁，一旦污染极难恢复，简便快捷的水质监测方法对其水
质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 综合富营养指数（TLI）是传统的湖泊水质评价指标，但该参数的获取十分繁琐 . 已有

的基于千岛湖全湖范围采样的研究发现，陆源类腐殖酸与营养盐具有很好的相关性（李元鹏等，2019）. 然而，
上游靠近河流的湖区一般水质较差，不能用于饮用水源供给；大坝附近的敞水区水质更清洁，水厂多选址于
此 . 该水域有机物浓度较低，也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光降解和微生物降解，因此，CDOM 参数对敞水区有机物及
营养水平是否还具有可靠的示踪和评估能力值得进一步探究 .

东南丘陵区是我国水库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区域内水库占全国总数的 30.5%，库容占全国大型水库

的 25.3%（李恒鹏等，2013）. 浙皖丘陵区水库是东南丘陵区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

地貌特点，受农业和工业等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小，因而流域内水库水质优良进而成为典型的饮用水源供给
水库 . 近年来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浙皖丘陵地区的开发强度持续增大，在降水量较

大、水生植物生长旺盛的夏季，该区域水库所面临的水质风险状况未知 . 清洁水体具有营养水平和初级生产
力较低、透明度较高、光化学降解作用强烈等共同特点（Zhang et al.，2011；Zhou et al.，2016a），浙皖丘陵区

CDOM 光谱特征对整个东南丘陵区水库及其他清洁水体有机物来源、组成、迁移转化特点具有一定指示
意义 .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浙江省、安徽省低山丘陵区 12 个典型饮用水库的敞水区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总氮

（TN）、总磷（TP）、Chl a、透明度（SDD）等水质参数及基于以上参数所构建的 TLI 指标，结合 CDOM 吸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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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光谱分析和 PARAFAC 解谱手段，试图探究浙皖饮用水库群在夏季的营养水平及 CDOM 光谱特征，进而
阐明 CDOM 光谱对有机物来源、组成及清洁水体水质监测方法的指示意义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样品的采集和预处理

2018 年 6 月在安徽省梅山水库、佛子岭水库、响洪甸水库、花亭湖及浙江省赋石水库、老石坎水库、石壁

水库、横锦水库、长诏水库、白溪水库、陈蔡水库共设置 30 个采样点（每个水库 2~3 个样点，采样点分布在湖

心区或靠近大坝的敞水区）进行样品采集，2019 年 7 月在浙江省千岛湖设置 4 个采样点进行样品采集（图 1）.
使用 30 cm 塞氏盘原位测量水体透明度（SDD）. 样品使用酸洗过的聚氯乙烯瓶避光冷藏保存并及时送回实验
室检测 . 使用经高温灼烧过的 0.7 μm 孔径的 Whatman GF/F 滤膜过滤 200~300 mL 的样品，将所得滤膜置于

冰箱中冷冻保存 48 h 以上，用于测定 Chl a 浓度；所得滤液用于测定 DOC 浓度 . 使用 0.22 μm 孔径的 Millipore
滤膜过滤 50 mL 样品，用于测定 CDOM 吸收光谱及三维荧光光谱 . 滤膜使用前，先置于 15% 的稀盐酸溶液中
浸泡 24 h，再使用超纯水反复润洗 3 遍 . 过滤前使用超纯水润洗滤器 3 遍 . 过滤时保持适中稳定气压，以尽量

避免过高压强引起滤膜变形及颗粒物进入滤后液，并弃去初始滤后液以尽量减少滤膜和滤器对样品的干扰 .
将再次过滤所得滤后液立即置于仪器中进行测定，以减少微生物降解等带来的影响 . 所有水质参数测量在
样品采集后 3 d 之内完成 .

图1
Fig.1

2.2

采样水库及采样点位置

Location of sampling reservoirs used in this study

水化学参数的测定

Chl a 浓度使用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首先使用 90% 的热乙醇提取叶绿素，并使用岛津公司生产的

Shimadzu UV-2550 分光光度计测定 665 及 775 nm 处吸光度，再经换算得到 Chl a 浓度 .TN 浓度使用过硫酸钾

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TP 浓度使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检测有效范围为 0.01~0.6 mg·L-1.TN、
TP、TLI 的具体测定及计算方法参见文献（金相灿等，1990）. 使用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总有机碳分析仪在高
温（680 ℃）NPOC 扫吹模式下测定 DOC 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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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OM 光谱的测定与数据处理

使用 Shimazdu UV-2550 PC UV-Vis 分光光度计测定 CDOM 光谱，以 Milli-Q 水作为空白，在 200~800 nm

和间隔 1 nm 的设置下测量 CDOM 的吸光度，然后根据式（1）计算得到对应波长的吸收系数 .
aλ=2.303×Dλ/r

（1）

式中，aλ 为波长 λ 处的 CDOM 吸收系数（m ），Dλ 为波长 λ 处的吸光度，r 为光程路径（m）.CDOM 光谱斜率
-1

S275~295、比紫外吸收 SUVA254 的具体计算方法见文献（Weishaar et al.，2003；Helms et al.，2008；Fichot et al. 2012）.
其中，S275~295 与 CDOM 陆源输入信号呈负相关，SUVA254 越大表明 CDOM 芳香性水平越高，腐殖酸信号越强 .

采用 F-7000 型荧光光度计对样品进行三维荧光光谱（EEMs）测定，以 Mill-Q 超纯水做参比，激发波长

（λEx）设置为 230~450 nm，间隔为 5 nm，发射波长（λEm）设置为 300~550 nm，间隔为 1 nm. 拉曼散射校正、瑞利

散射校正、内滤波效应方法参见文献（Zhou et al.，2016a）. 采用样品测定当天 Mill-Q 超纯水 EEMs 中 350 nm
激发条件下的荧光强度对所有 EEMs 进行校正，定标为拉曼单位（Raman unit，R.U.）. 腐殖化指数（HIX）的计

算方法参见文献（Shang et al.，2018），该指数越大表明 CDOM 腐殖化程度越高 . 采用 MATLAB 2015b 的 drEEM
工具箱（ver.0.2.0）进行平行因子分析，共选取 38 个 EEMs 矩阵进行运算，最终确定 3 个组分模型能很好地
通过对半检验 .
2.4

TLI 计算方法

TLI 是以 Chl a 浓度作为基准参数，TN、TP、SDD 及 COD 为辅助参数换算所得 . 利用所取水质参数的相关

权重，通过各水质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公式，最终加权平均求得水体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式（2））.
TLI (∑) = ∑W j ∙TLI ( j )
m

（2）

j=1

式中，TLI（∑）为综合营养状态指数；Wj 为第 j 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TLI（j）为第 j 种参数的营养
状态指数，m 为评价参数的个数 . 各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公式分别见式（3）~（7）.

(

)

TLI Chl a = 10 × (2.5 + 1.086ln Chl a )

( )
TLI ( TN ) = 10 × (5.453 + 1.694ln TN)
TLI ( SDD ) = 10 × (5.118 - 1.94SDD)
TLI ( COD ) = 10 × (0.109 + 2.66ln COD)
TLI TP = 10 × (9.436 + 1.624ln TP )

（3）
（4）
（5）
（6）
（7）

式中，Chl a 单位为 mg·m ，SDD 单位为 m，其他指标单位均为 mg·L .Chl a 作为基准参数，则第 j 种参数归一化
-3

的相关权重计算公式见式（8）.

-1

W j = r ij 2 / ∑r ij 2
m

j=1

（8）

式中，rij 为第 j 种参数与 Chl a 的相关系数，本文选取的水质参数为 Chl a、TP、TN 和 SDD.
2.5

统计检验

使用 R 3.5.3 完成线性拟合 . 采用相关矩阵、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探究水库

水质与 CDOM 光谱参数的内在关联，PCA 在 R 3.5.3 中完成 .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标准差计算及显著性
水平检验（t-test）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予以实现 . 使用 ArcGIS10.2 绘制采样点位图 .

3
3.1

结果与分析（Results and analysis）
平行因子分析结果

经 PARAFAC 分析发现 3 种荧光组分（图 2），其中，C1（λEx=280 nm，λEm=316 nm）确定为类酪氨酸，类似于

B 峰（黄昌春等，2010）；C2（λEx=255 nm，λEm=412 nm）确定为陆源类腐殖酸，类似于 A 峰（黄昌春等，2010）；C3

（λEx=230 nm，λEm=340 m）确定为类色氨酸，类似于 T 峰（Yamashita et al.，2008b；Zhou et al.，2016b）. 陆源类腐

殖酸 C2 和类酪氨酸 C1 是主要的荧光信号，最大荧光强度分别为（0.14±0.3）R.U. 和（0.12±0.7）R.U.；其次是
类色氨酸 C3，最大荧光强度为（0.02±0.02）R.U.（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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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因子分析得到的 3 个荧光组分

Spectral shape of the three fluorescent components identified by PARAFAC

各水库水质参数平均值

本 次 研 究 中 所 选 定 的 12 个 水 库 Chl a 浓 度 平 均 值 为（8.4±5.7）μg·L-1，TN 浓 度 平 均 值 为（0.95±0.34）

mg·L-1，TP 浓度平均值为（19.4±11.8）μg·L-1，SDD 平均值为（2.6±1.2）m. 基于以上 4 个水质指标计算所得的
TLI 平均值为 37.8±7.7，其中，响洪甸水库 TLI 值最低，老石坎水库最高 . 大部分水库 TLI 值处于 30~50，为中营

养水平（表 1）.DOC 浓度平均值为（1.61±0.28）mg·L-1，佛子岭水库 DOC 浓度最高为 2.13 mg·L-1，千岛湖最低为

1.23 mg·L-1. 反 映 CDOM 浓 度 的 吸 收 系 数 a254 和 a350 平 均 值 分 别 为（7.74±1.23）m-1 和（1.27±0.4）m-1，其 中 ，

响洪甸水库 a254 和 a350 值最低，佛子岭水库 a254 和 a350 值最高 . 吸收光谱斜率 S275~295 平均值为（23.2± 2.8）μm-1，
其中，白溪水库最低，响洪甸水库最高 .SUVA254 平均值为（4.8±0.8）L·mg-1·m-1，其中，花亭湖水库 SUVA254 值
最低，老石坎水库最高 .HIX 平均值为 1.56±0.62，花亭湖水库 HIX 值最低，千岛湖 HIX 值最高（表 1）.
Table 1

水库名称
白溪水库
横锦水库
石壁水库
陈蔡水库
长诏水库
老石坎水库
赋石水库
花亭湖水库
响洪甸水库
佛子岭水库
梅山水库
千岛湖

3.3

表1

本研究 12 个水库的水化学及有色可溶性有机物光谱参数平均值

Mean values of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and the spectral indices of CDOM for th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12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s
Chl a/

TN/

TP/

SDD

5.6±0.6

0.8±0.1

10.9±1.0

10.8±1.0

0.8±0.1

22.2±1.3

（μg·L-1） （mg·L-1） （μg·L-1）
11.3±0.1
7.7±1.6
6.1±1.4

16.0±1.6
5.9±3.1
6.3±0.2
2.2±0.2
7.1±1.2
3.4±0.2

18.7±6.0

1.2±0.1
1.8±0.0
1.3±0.1
0.9±0.1
0.9±0.3
0.4±0.0
0.9±0.1

18.0±2.9
23.0±0.4
15.3±1.1
31.5±1.4
28.3±2.9
10.6±1.4
7.2±1.1

0.7±0.0

11.5±0.5

1.1±0.2

42.0±13.6

0.9±0.1

13.5±1.3

TLI

（mg·L-1）

DOC/

a254/

S275~295

2.6±0.3

34.9±1.2

1.3±0.0

7.1±0.2

19.2±0.5

1.8±0.1

43.3±0.6

1.6±0.0

7.8±0.1

24.4±0.3

/m

2.0±0.1
2.3±0.4
3.2±0.3
1.1±0.0
1.7±0.1
2.2±0.1
5.0±0.3
1.9±0.3
4.1±1.1
1.8±0.8

42.0±0.7
40.4±2.0

1.7±0.0
1.5±0.0

35.8±1.9

1.4±0.16

40.6±3.2

1.6±0.0

49.1±0.6
36.1±0.3
25.0±0.8
37.6±1.5
31.3±1.3
48.8±4.6

1.4±0.0
2.0±0.2
1.7±0.1

m-1

7.8±0.0
7.2±0.0

23.7±0.5

4.7±0.1

22.8±0.2

22.9± 0.4

7.8±0.2

23.3±0.5

7.5±0.8
7.0±0.5

2.1±0.2

10.2±0.2

1.2±0.1

7.4±2.6

1.9±0.1

（
/ L·mg-1·m-1）

7.2±0.1
8.0±0.1

8.1±0.2

SUVA254

/μm-1

19.7±0.1
25.1±1.7
26.5±1.3
23.4±0.7
25.8±0.5
20.3±3.6

HIX

5.8±0.1

1.5±0.3

4.8±0.1

1.6±0.1

4.9±0.1
5.0±0.2
5.9±0.1
4.9±0.1
3.8±0.1
4.3±0.1
4.8±0.3
4.3±0.1
4.9±1.9

1.6±0.2
1.6±0.1
1.2±0.2
1.7±0.2
1.7±0.3
1.1±0.1
1.2±0.2
1.2±0.6
1.6±0.4
2.5±1.1

各水质参数相关性分析

3 种荧光组分中陆源类腐殖酸 C2 与 TLI（r=0.42，p<0.05）、Chl a（r=0.37，p<0.05）、a254（r=0.81，p<0.01）

均呈显著正相关，类酪氨酸 C1 和类色氨酸 C3 与 TLI、Chl a、a254 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 陆源类腐殖酸 C2 与

类酪氨酸 C1 呈显著相关性（r=0.38，p<0.05），与类色氨酸 C3 不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TN 与 TLI、Chl a、a254
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TP 与 TLI（r=0.87，p<0.01）、Chl a（r=0.8，p<0.01）、a254（r=0.45，p<0.01）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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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正相关 .S275~295 与 TLI、Chl a、a254 均呈显著负相关，HIX 与 TLI、Chl a、a254 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 CDOM 腐殖
化程度随有机物浓度升高而升高（图 3）. 主成分分析 PCA 结果表明，第一主成分 PC1 与第二主成分 PC2 对所

有变量的解释率分别为 59.59% 和 15.59%，可见第一主成分即可解释所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TP、TLI、Chl a
均与 PC1 呈正相关，S275~295 与 PC1 呈负相关；TLI、Chl a 与 PC2 呈正相关，TP、S275~295 与 PC2 呈负相关 .

图3

CDOM 光谱参数与水化学参数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及主成分分析（相关系数矩阵下三角及 p>0.05 时的圆形标记被隐去）

Fig.3

3.4

Correlation matrix among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and optical indices of CDOM，and plots of PCA factor loadings

水质参数与 TLI 的回归分析
TLI 与 a254（R2=0.18，p<0.05）、a350（R2=0.38，p<0.01）、TP（R2=0.75，p<0.01，y=0.64x+26）、HIX（R2=0.33，p<

0.01）、S275~295（R2=0.47，p<0.01，y=-1.8x+79.9）、陆源类腐殖酸 C2（R2=0.18，p<0.05）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TP
与 TLI 具有较高的回归系数，而 a254 和主要荧光组分陆源类腐殖酸 C2 与 TLI 的回归系数较低 .Chl a 为 TLI 计

算过程中的核心指标，a254（p<0.05）、a350（p<0.01）、TP（p<0.01）、HIX（p<0.01）、S275~295（p<0.01）、陆源类腐殖酸 C2

（p<0.05）与 TLI（Chl a）
（基于 Chl a 计算所得的单因子湖泊富营养化指数）亦呈现为显著正相关（图 4）.

图4
Fig.4

12 个大型供水水库水质参数与 TLI 的回归分析结果

Regressions between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CDOM optical indices，and TLI in the studied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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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Discussion）
饮用水水库有机物的来源
浙皖丘陵地区饮用水水库有机物可能主要来源于上游河流的输入；由于水库通常较深，水生植被覆盖

较少，因而水生植物降解对 CDOM 的贡献较为有限 . 以往对山仔水库、枫树坝水库、天目湖、千岛湖等水源湖

库的研究表明，上游入湖河口区营养盐水平较高，而敞水区及下游大坝水域营养水平较低（Zhang et al.，
2011；Chen et al.，2017；Sun et al.，2017；李元鹏等，2019）；饮用水水库一般远离城市等大规模聚居区，生活

污水的指示剂类色氨酸荧光强度较低，循环转化速率较快，且与多数的水质参数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图 3），
因而可以认为居民区的点源废水排放对饮用水湖库有机物的贡献可能较小（Zhou et al.，2016b）. 文中所调查
水库 Chl a 浓度较低，并且与两种类蛋白组分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类酪氨酸 C1 和类色氨酸 C3 很可能

不直接来源于藻类的降解，或者是因为藻源性 CDOM 通常能在极短时间内被微生物降解矿化，很难为传统

的分析方法所捕获到（图 3）.Chl a 与陆源类腐殖酸 C2 存在显著相关性（r=0.37，p<0.05），可能是由于饮用水
水库营养水平较低，藻类的生长受到营养盐限制，C2 与营养盐的输入息息相关，其输入与赋存会促进藻类的

生长 . 饮用水水库多数位于丘陵区，周边分布有大量森林及农田，以往研究表明森林土壤淋溶及农业面源会

排放大量的类腐殖酸，因而周边森林土壤淋溶及农田也可能是饮用水水库 CDOM 的潜在来源（Shi et al.，
2020）. 类酪氨酸 C1 与类色氨酸 C3 不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说明两种类蛋白组分来源不同，类酪氨酸 C1
与主要的有机物组分陆源类腐殖酸 C2 存在显著相关性（r=0.38，p<0.05），说明类酪氨酸 C1 来源可能与陆源
类腐殖酸 C2 具有一定的潜在关系 .
4.2

饮用水水库 CDOM 的光谱特征及环境意义

a254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湖泊的营养水平（Zhang et al.，2018），例如，贫营养的抚仙湖 a254 平均值为 3.5 m-1

（陈乐等，2019），富营养的太湖在水华期 a254 平均值为 33 m-1（许明等，2018）.Zhang 等（2018）指出 4<a254<10 为

中营养水平，文中所调查的饮用水库 a254 平均值大致介于 7~10 m-1，TLI 处于 25.0~48.8，因而在夏季本次所调
查的水库大致处于中营养水平 .CDOM 的组成结构与其来源、水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相关 . 陆源输入增强及

微生物降解一般会提高腐殖化程度（Stepanauskas et al.，2005；Zhou et al.，2016a），而光降解会致使类腐殖酸

浓度降低，类蛋白组分浓度升高（Zhang et al.，2013）. 大量生活污水的汇入及藻类的大量降解可能会致使
蛋白组分占比升高、腐殖化程度降低（Stepanauskas et al.，2005；黄昌春等，2010；许明等，2018）. 以往对千岛

湖的研究结果表明，从上游入湖口至下游大坝方向有机物浓度、类腐殖酸占比逐步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在该

方向有机物不断稀释、CDOM 不断进行光化学降解的缘故（李元鹏等，2019）. 本次研究将大部分采样点设置
于 12 个水库的敞水区水域，发现 HIX 平均值小于 1.7，说明夏季饮用水水库敞水区 CDOM 的腐殖化程度普遍

较低（Zhang et al.，2010）. 反映陆源输入信号和有机物腐殖化程度的 S275~295、HIX 与 TLI 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图 3），说明营养盐输入通常与陆源 CDOM 输入相伴相生，这也进一步说明饮用水水库有机物主要为外源输
入 . 但由于受强烈光降解的影响，CDOM 表现出“表观”陆源信号弱的特征 .Shang 等（2018）的研究结果也发现

CDOM 腐殖化程度与湖泊营养水平之间普遍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陆源有机质输入信号强弱能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湖泊的营养水平 . 值得指出的是，水库 CDOM 来源组成在较大程度上会受流域降水量及上游河流
来水的影响，丰水期周边径流的汇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机物的丰度和组成 .Zhou 等（2016a）对千岛湖的

研究表明，上游来水量与有机物浓度、腐殖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 本研究所调查水库位于我国东南季风区，
本次采样时间为降水量丰沛的夏季，因而其他季节饮用水库有机物浓度及腐殖化程度很可能更低 .
4.3

对饮用水水库水质监测方法的指示意义

TLI 是基于 Chl a、TN、TP、COD、SDD 5 个指标换算而来的用于表征湖泊营养水平的参数，一般而言，营养

水平越高则越有利于藻类的生长，因而 Chl a 是核心指标，TN、TP、COD、SDD 是辅助指标（邹伟等，2020）.
本次结果表明，TLI 在评价饮用水水库营养水平时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首先，饮用水水库湖心区及大坝
水域营养水平较低，氮、磷等有机物含量较低，传统方法对该水域氮、磷的检测精度有限 . 其次，饮用水水库
坝前水域水质清洁，水生植物容易受到营养盐限制，TP 与 Chl a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0.8，p<0.01），而 TN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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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 a 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 Chl a 浓度可能为磷限制 . 再次，水源湖泊水体清澈，库体尤其是下游敞水区及
坝前水域颗粒物浓度较低，因而 SDD 主要受 Chl a 影响，因此，SDD 可能间接受 TP 的影响；同时，PC1 对所有

变量的解释率为 59.59%，TP、Chl a、TLI 均与第一主成分 PC1 呈正相关，表明上述浙皖丘陵区水库 TLI 值与 TP
关联密切 . 这说明 TLI 在评估饮用水水库营养水平时可能存在潜在的局限性 .

已有对千岛湖的研究中采样点覆盖不同营养水平、不同有机物组成的全湖区，结果显示，a254、陆源类腐

殖酸等与 Chl a、TN、TP、TLI 等水质参数具有很好的耦合关系（李元鹏等，2019）. 由于大型水库取水点通常设
置于敞水区或坝前水域，因此，本研究将大部分采样点设置于大坝附近的敞水区，结果发现，a254、陆源类腐殖

酸 C2 与 TLI 的回归系数相对较低（图 4）. 这意味着 DOM 迁移至坝前水域过程中，发色团相关组分发生损耗 .
这可能是由于敞水区水域透明度高，水下紫外及可见光中短波穿透性强，光化学降解导致能强烈吸收紫外
辐射的发色团物质优先被光降解，致使 DOM“表观”腐殖化程度降低的“光漂白”缘故，这也进一步说明陆源
类腐殖酸在应用于饮用水供应水库敞水区营养水平估测时应当尤为谨慎 .

5

结论（Conclusions）
1）本研究所调查的浙皖丘陵区水库饮用水供应水库在藻类易增殖的夏季大多处于中营养水平，藻类等

水生生物的降解产物对浙皖丘陵区水库 CDOM 的贡献有限 .

2）浙皖丘陵地区饮用水供应水库坝前敞水区域 CDOM 腐殖化程度相对较低；腐殖化程度与营养水平呈

正相关，意味着陆源 CDOM 与营养盐输入相伴相生 .

3）TP 是本次调查的浙皖丘陵区饮用水供应水库浮游藻类生长的关键因子，与 TLI 关联密切 .

4）a254、陆源类腐殖酸与 TLI 的决定系数较低，说明陆源类腐殖酸在应用于饮用水供应水库敞水区，尤其

是坝前等饮用水取水区域营养水平估测时应当尤为谨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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