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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骆马湖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调蓄湖泊，其水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南水北调输水安全 . 为分析骆马湖近年来水质变化，于 2016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对骆马湖 10 个样点开展逐月水质生态监测并进行统计分析，探究骆马湖水质变化规律及驱动因素 . 结果表明：骆马湖水体总氮

浓度较高，多年平均浓度为 2.09 mg·L-1，为劣Ⅴ类水；磷为浮游藻类生长主要限制因子之一，总磷多年平均浓度达到 0.0526 mg·L-1，为Ⅳ类水；
高锰酸盐指数（CODMn）和叶绿素 a（Chl-a）浓度均值分别为 4.56 mg·L-1 和 18.48 μg·L-1；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均值为 52.76，属于轻度富营养 .
监测显示，在 8 月骆马湖氮磷营养盐浓度、高锰酸盐指数、叶绿素 a 浓度等水质指标均会出现异常增高的现象，2016—2019 年的 8 月 TN 平均

浓度达到 3.99 mg·L-1，TP 平均浓度达到 0.109 mg·L-1，约为年平均值的 2 倍 . 相关性分析表明，水质指标的异常变化与入湖河流流量及上游

降雨量呈显著正相关 . 对比数据发现，2016—2019 年骆马湖水体营养盐含量上升趋势明显，TLI 指数及浮游植物量均表明富营养化及污染程度
有所提高，存在富营养化的生态风险 . 其水质异常变化可能导致富营养化蓝藻水华风险加剧，威胁受水地区用水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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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ke Luoma is an important lake for the East Route Project（ERP）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NSBD）and the water
qual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water safety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water quality changes of Lake Luoma in recent

years，10 sites of Lake Luoma were monitored monthly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9，and the water quality change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N concentration in Luoma Lake was high，with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2.09 mg·L-1 （Grade Ⅴ）；

phosphorus was one of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s for phytoplankton growth，and the average annual concentration reached 0.0526 mg·L-1（Grade IV）；
the mean value of permanganate index concentration was 4.56 mg·L-1 and the mean value of Chl-a was 18.48 μg·L-1. The comprehensive trophic level

index（TLI）was 52.76，which indicates the light eutrophication lev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ter quality indexes such as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permanganate index and Chl-a concentration increase abnormally in August. During 2016 to 2019，TN concentration in August each year was 3.99
mg·L-1，and TP concentration was 0.109 mg·L-1，nearly reaching twice the annual average.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bnormal change of

water quality index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low of rivers and rainfall in the watershed. Comparing the data of 2016 to 2019，it is
found that the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 Lake Luoma was rising obviously. TLI index and biological index both indicate that the eutrophication and

pollution degree have been deteriorated ，with the ecological risk of eutrophication rising. The abnormal change of water quality may lead to the ris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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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rophication cyanobacteria bloom，which threatens the water safety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ERP.

Keywords：Luoma Lake；shallow lake；water quality assessment；South to North Water Diversion；eutrophication；correlation analysis

1

引言（Introduction）
湖泊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调蓄洪水、保持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及养殖、航运、休闲娱乐等多种

功能，对人类社会发展及维系自然环境的平衡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我国幅员辽阔，湖泊数量多、类型全、
分布广、变化复杂，根据第二次全国湖泊调查，我国共有面积大于 1.0 km2 的湖泊 2693 个，总面积 84141.6 km2

（马荣华等，2011）. 但近几十年，由于人口密度增加、人类活动干扰加剧，导致湖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

生了变化，水体污染物浓度上升、水体富营养化、生物多样性减弱、湖面自由率及蓄水能力降低等成为中国
湖泊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严重影响到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安定（杨桂山等，2010）. 南水
北调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扬州江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送，并连接

起调蓄作用的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和东平湖 . 骆马湖为南水北调重要调蓄湖泊，同时也是宿迁市、新沂市

的重要饮用水源地，承担着宿迁市区供水任务（王永平等，2013），其水环境质量对于南水北调及直接取水地

的水质安全都十分关键 . 骆马湖的主要入湖河道有中运河、沂河，夏季丰水期受上游降雨影响，入湖流量大、
流速快，水位增加，冬春季上游入湖流量减小，从下游采取多梯级抽水入湖（申霞等，2013；王玉等，2014）.

然而骆马湖由于人类活动干预，其水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影响了部分生态功

能 . 根据 2014 年的监测数据（胡婷婷等，2016），骆马湖基于 TN 和 TP 的监测结果为各月份 TN 浓度为Ⅲ~劣Ⅴ

类水，TP 浓度为Ⅲ~Ⅳ类水（王玉等，2014）. 分析其环境恶化的原因，主要包括：①入湖河流携带大量污染物
进入水体，大量来自上游的工业、农业、生活污水汇入骆马湖，中运河和沂河的汇入，是骆马湖中营养盐的主
要来源，占全湖污染来源的 90% 以上（申霞等，2013）；②围网养殖导致湖泊营养物质含量增加，研究显示，围

网渔业养殖使湖体 TN、TP 含量的增加量分别占湖体滞留氮磷总量的 27% 和 33%，对湖体水质富营养化造成
了一定影响（黄文钰等，2002）；③由于湖区过度采砂，增加了船舶溢油溢液等水污染事故的发生概率，并且

严重破坏了水生植物的生存环境，导致湖泊生态系统自净能力严重下降，难以有效吸收营养物质（王飞等，
2015）. 因此，控制外源性营养盐和污染物的流入应作为骆马湖富营养化防治的主要措施（杨士建等，2004）.

由于夏季上游河流受降雨及人为活动影响，水量及水质不稳定，而骆马湖水质状况受来水水质及流量

影响显著，因此，年内波动及年际波动较为明显，而目前对于骆马湖上游河道来水变化及其潜在生态风险关
注较少 . 为进一步探究骆马湖水质变化，揭示骆马湖水质变化特征及风险，本研究从 2016—2019 年对骆马湖
水质进行逐月监测，收集整理相关数据，探究骆马湖水质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

2
2.1

采样和分析（Samples and analysis）
样点布设及样品采集分析

骆马湖位于江苏省北部，介于北纬 34°00'~34°14'、东经 118°6'~118°16′
之间 . 骆马湖蓄水保护范围为一

线堤防内规划蓄水位 23.50 m 以下区域，面积为 290 km2，容积 9.18 亿 m3，汇水面积约 1300 km2，是淮河流域第

三大湖泊、江苏省第四大湖泊，为宿迁、徐州两市共辖 . 骆马湖北面通过运河与山东南四湖相连，南与洪泽湖

相连，继而与长江水系相通，根据洋河滩历年水位资料统计，骆马湖多年日平均水位为 22.44 m，历史最低水

位为 17.85 m，最高水位为 25.47 m，年水位变幅为 1.90~5.73 m，年换水 10 次左右，属典型过水性湖泊（胡婷婷

等，2016）. 综合考虑骆马湖的地理位置、湖区功能、出入河流、人为影响（如养殖捕捞、采砂等其他人类活动）
等情况，总共布设 10 个常规监测点（图 1），基本包括了骆马湖典型水域 . 采样时间为 2016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采样频率为每月一次 .

水深采用 Speedtech SM-5 便携式测深仪测定，透明度使用塞氏盘进行测定，水温、pH、电导率、溶解氧浓

度饱和度等水质指标由 YSI-6600 多参数水质监测仪现场测定；取 1 L 表层水冷冻保存带回实验室进行水质
理化参数分析，采用 GF/C 膜过滤水样测定 Chl-a 浓度，TN、TDN、TP、TDP、CODMn 等指标采用《湖泊富营养化

调查规范》
（金相灿等，1990）中的方法测定 . 骆马湖地区降雨量等气象数据通过搜集骆马湖淮阴站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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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获得，水位等水文数据通过当地水文检测部分收集获得 .

浮游植物在每个采样点分表层和中层进行采样，混合后保留 1 L，加入鲁哥试剂固定 . 将浮游植物样品

在稳定试验台上静置固定 48 h，用虹吸管转移出上清液并定容到 30 mL. 取浓缩后的 0.1 mL 样品通过显微镜

在 300 倍下鉴定浮游植物种类并计数 . 由于浮游植物的比重接近 1，故可直接将浮游植物的体积换算成生物
量（湿重，单位为 mg·L-1），单细胞的生物量主要根据浮游植物个体形状测量而得 .

图1
Fig.1

2.2

骆马湖采样点位分布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in Lake Luoma

数据分析方法

应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营养状态，计算公式见式（1）.
TLI

(∑ )

= ∑W j •TLI j
m

j=1

()

（1）

式中，TLI（Σ）为综合营养状态指数；Wj 为第 j 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相关权重，Chl-a、TP、TN、SD 和 CODMn 的

权重分别为 0.266、0.188、0.179、0.183 和 0.184；TLI（j）为第 j 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 . 各参数营养状态指数计

算公式及分级标准参照文献（王明翠等，2002）. 采用 0~100 的一系列连续数字对湖泊营养状态进行分级：
TLI（Σ）<30 为贫营养，30≤TLI（Σ）≤50 为中营养，TLI（Σ）>50 为富营养，其中，50<TLI（Σ）≤60 为轻度富营养，
60<TLI（Σ）≤70 为中度富营养，TLI（Σ）>70 为重度富营养 . 为评估营养状态的月份变化特征，用以上指标的
点位平均值和月份平均值计算 TLI 指数 .

为探究水质指标变化的驱动因素，采用 SPSS Statistics 17.0 软件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探求水质因子

与水文气象因子的关系，其中，水文气象数据来自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 .

3
3.1

结果（Results）
水质指标逐月变化

2016—2019 年骆马湖月平均透明度为 48.5~140.5 cm，其中，5—11 月透明度明显低于 12—4 月；月平均

溶解氧饱和度最低值为 87.87%（2016 年 6 月），最高值为 138.34%（2018 年 8 月）；骆马湖 TN 和 TDN 平均浓度

分别为 2.09 mg·L-1 和 1.83 mg·L-1，而逐月平均 TN 及 TDN 浓度变化趋势明显，8 月—次年 7 月，TN 及 TDN 浓度

始终保持稳步下降趋势，在 7 月达到最低浓度，随后在 8 月 TN 和 TDN 浓度发生异常剧增达到峰值 . 而骆马湖
全年平均 TP 和 TDP 浓度分别为 0.0526 mg·L-1 和 0.0223 mg·L-1，并且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月份变化趋势，8 月

—次年 2 月两者浓度均有明显下降趋势并在 2 月达到最低值，2—7 月两者浓度则表现为缓慢稳步升高，在

8 月出现了与 TN 和 TDN 相同的异常剧增现象，同时达到全年的最高值 .TN 为Ⅳ~劣Ⅴ类水，TP 为~Ⅴ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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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TN 污染更为严重 . 多年平均 CODMn 指数为 4.56 mg·L-1，变化趋势大致是在 8 月—次年 3 月呈现明显下降
趋势，3—8 月则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监测结果为 Ⅲ 类水，多年平均水平保持相对稳定 . 叶绿素 a（Chl-a）浓度

变化也表现出显著的季节差异，在 8 月达到最高值，在 2 月达到最低值，夏季 Chl-a 浓度显著高于冬季浓度 .
分析发现，氮、磷浓度和 CODMn 指数均在 8 月存在异常增长现象，此外，在 2016 年 10 月同样出现了营养盐
浓度的异常增长并导致 Chl-a 浓度上升，推测与 10 月骆马湖上游降雨量较大及入湖水量增多有关 .

图2
Fig.2

3.2
3.2.1

2016—2019 年骆马湖水体理化指标变化

Water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of Lake Luoma from 2016 to 2019

骆马湖营养状况分析
骆马湖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

2016—2019 年骆马湖平均 TN 浓度逐年上升，由 2016 年的 1.28 mg·L-1

上升至 2019 年的 2.63 mg·L-1，该指标由Ⅳ类变为劣Ⅴ类；2017 年平均 TP 浓度最低为 0.0491 mg·L-1，2019 年

浓度最高达到 0.0571 mg·L-1，该指标由Ⅲ类变为Ⅳ类 . 可见水体中氮、磷营养盐浓度都存在着逐步上升的
趋势，威胁湖泊水质安全（表 1）.
3.2.2

骆马湖营养状态评价

基于 2016—2019 年

监测数据，骆马湖 TLI 指数平均值为 52.76，大部分

时间属于轻度富营养，TLI 指数为 40.93~63.28. 在

夏季 TLI 指数存在着迅速增长的现象并达到全年

的峰值，分析相关指标发现，夏季 TN、TP、CODMn、
Chl-a 等指标均达到全年最大值，导致湖泊富营养
化程度迅速升高 . 分析近年来富营养化程度，发现

Table 1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表1

骆马湖水体营养盐年平均浓度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nutrients in Luoma Lake
TN/（mg·L-1）

类别

2.12±0.63

劣Ⅴ

2.63±1.17

劣Ⅴ

1.28±0.41
2.32±0.94

Ⅳ

劣Ⅴ

TP/（mg·L-1）

类别

0.049±0.023

Ⅲ

0.051±0.016

Ⅳ

0.052±0.027

Ⅳ

0.057±0.029

Ⅳ

6期

201

胡恺源等：骆马湖水质变化异常及潜在生态风险分析

存在富营养化逐渐加剧的趋势（图 3a）.
3.2.3

骆马湖蓝藻变化分析

由图 3b 可知，2016—2019 年骆马湖浮游植物生物量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季节性

变化趋势，其中，蓝藻为骆马湖浮游植物的最主要门类，所占比例始终保持在 50% 以上 . 分析骆马湖蓝藻生
物量变化发现，受到温度、光照等影响，夏秋季蓝藻生物量显著高于冬春季 .2016—2019 年平均蓝藻生物量

为 0.108 mg·L-1，其中，最高值出现在 2017 年 7 月，生物量达到 0.921 mg·L-1；蓝藻细胞丰度变化趋势同生物量
大致相同，蓝藻平均密度为 416.27 万个·L-1. 其中，2017 年夏季出现的蓝藻生物量峰值，可能与 2017 年 6 月

骆马湖开始的围网拆除有关，围网中的残余饵料残渣进入湖体导致营养盐浓度升高，导致适宜环境条件下
蓝藻的迅速增殖（张庆吉等，2020）.

图3
Fig.3

3.3

骆马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a）和蓝藻生物量（b）变化

Monthly changes of TLI index（a）and biomass of cyanobacteria（b）in Lake Luoma

水质指标与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骆马湖 TN、TDN、TP、TDP、Chl-a 浓度及 CODMn 指数在 8 月会出现显著的异常增长，导致 8

月骆马湖水质质量严重下降 . 相关性分析（表 2）表明，入湖水量同 TN、TDN、TP、TDP、CODMn、Chl-a 浓度呈现

显著正相关性，其中与 TP、TDP 浓度的相关系数较大，也印证了骆马湖的磷营养盐与入湖河流水量关系
密切；而骆马湖上游区域降水量与 TP、TDP、CODMn、Chl-a 浓度也呈现显著正相关性 .

相关性分析显示，Chl-a 浓度即浮游藻类生物量与 TP 的相关性显著，而与 TN 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 因此，

认为 TP 与 Chl-a 的显著相关性说明含磷营养盐是浮游植物生长繁殖、湖泊富营养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

TLI 指数作为湖泊营养程度的重要指标，除了与其计算公式中的 5 个因子相关外，还与入湖流量、降水量

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溶解氧浓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
Table 2
透明度
溶解氧
TN

透明度

溶解氧

1

0.371

0.371

*

*

1

0.047

0.228

TP

-0.493**

0.040

COD

-0.232

TDN
TDP

0.103

-0.307*

入湖水量

-0.163

0.338*

降雨量

-0.594

-0.313

*

0.021
0.242

TP

0.447**

0.601**

0.447**

0.374**

1

0.904**

0.495**

0.223

0.152

0.278

1

**

0.239

0.488

**

0.527**
0.058

1

**

0.040

0.374

**

-0.307

COD

0.994**

0.219

-0.493

TDP

1

0.228

0.601**

0.323*

TDN

0.103

0.053
0.200

水体理化指标及水文气象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0.047

0.994

-0.429**

TLI

TN

0.219

Chla

**

表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 and hydrometeorological factors
*

0.053

0.558

**

0.714**

0.817**

0.692**

0.567**

0.448

**

0.420**

0.547

**

0.604

**

0.152

0.756**

0.692**

0.633**

0.448**

0.408

0.476**
-0.007

0.817
0.567

**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

0.639
0.377

**

0.058

0.527**

0.453**
**

-0.313*

0.488**

0.714**
**

-0.163

0.239

0.154

**

降雨量

0.223

0.200

0.278

0.708

**

0.420

**

**

0.323*
0.154

0.453**
0.756

**

0.835

**

0.588

**

1

0.553**

-0.594

入湖水量

-0.429

0.904**
0.495

1

TLI

-0.232

0.558**

**

Chla

**

0.021

0.408

**

0.639**
0.708

**

0.835**
1

0.547**
0.487

**

0.338

0.476

*

**

0.633**
0.553**
1

0.242

-0.007

0.377**
0.588**
0.487**
0.6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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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Discussion）
骆马湖水质变化分析

通过监测发现，近年来骆马湖全年平均营养盐浓度明显上升，存在富营养化加剧趋势，水体 Chl-a 浓度

增加趋势同样显著 . 根据分析发现，磷元素为骆马湖浮游植物的生长限制因子，其浓度与湖中藻类密度关系
密切，而骆马湖 TN 浓度较高，长时间处于劣Ⅴ类状态，是骆马湖的主要污染物质 . 分析月平均值发现，骆马

湖各项水质指标除 TN 外，均能够满足南水北调工程所要求的Ⅲ类水体要求，而在夏季尤其是 8 月，水质会出

现异常变化，水体中的氮、磷营养盐浓度及污染物浓度均会出现明显的突增，并且会在高温和长时间日照的
作用下进而导致水体中浮游藻类的大量增殖，使得水质无法达到Ⅲ类水体要求，威胁湖泊生态系统的平衡

稳定 . 受到夏季的污染负荷脉冲影响，骆马湖的水质季节特征表现为夏季污染物与营养盐浓度明显升高，
冬春季水质优于夏秋季 .

藻类的爆发性生长与水体的氮磷比密切相关，而骆马湖的氮磷比例较高，通常在 20~90 的范围内变化，

其中，冬春季氮磷比相较于夏秋季显著较高，年平均氮磷比在 50 左右 . 有研究显示，当氮磷比在 8~30 时，水

体比较适合藻类生长；而当氮磷比超过 30 时，磷成为藻类生长的限制因子（朱广伟，2009）. 这也进一步佐证

骆马湖浮游植物生物量与含磷营养盐浓度关系密切，而夏秋季合适的氮磷比增加了藻类爆发繁殖的可能性 .

并且在夏季水温较高，日照强度和时间较长，这些环境条件可能进一步加剧蓝藻水华的风险（方涛等，2006；
方丽娟等，2014）. 此外，研究表明水体氮磷比的变化不仅会影响骆马湖水体的生态健康，还有可能对下游区
域水体造成不利影响（Ibáñez Carles et al.，2019），而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可能导致不利影响进一步扩大 .

分析 TLI 指数与各因子相关性发现，上游地区集中降水导致入湖河流水量增加，进而携带大量营养物质

和污染物质进入水体，其中的一部分会滞留在湖泊内，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加剧，污染物浓度上升 . 而溶解氧

主要与水温及浮游动植物生物量有关，是湖泊富营养化水平的指示因子（俞焰等，2017）. 透明度也与湖泊水

质存在关联性，夏秋季水体营养盐浓度高，浮游植物生物量大，进而导致透明度下降，而且夏季的水流较快，
可能导致底泥悬浮，同时人类活动频繁进一步降低了透明度，在冬春季，较低的水温和营养盐浓度使得浮游

植 物 生 物 量 小 ，浮 游 动 物 的 高 生 物 量 加 剧 了 藻 类 的 捕 食 压 力 ，因 此 透 明 度 较 高（Chen et al.，2013；
Schallenberg et al.，2010）.

根据资料统计，骆马湖 TN、TP 营养盐的来源中外源河流输入占比达到 90% 以上（杨士建等，2004），因

此，入湖河流水质与水量的变化是骆马湖水质的决定性因素 . 降雨会对地表产生冲刷形成径流，转移农业、
养殖业产生的营养物质和污染物质，最终通过河流运输、地表径流或地下径流进入水体，加剧面源污染 .
根据相关性分析推测，降雨量与 TP、COD 与 Chl-a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可能是由于上游地区的降雨导致入湖

河流水量增大，并且通过淋溶和地表径流等方式加剧上游地区含磷营养盐物质和有机污染物进入湖泊，
加剧湖泊污染 . 骆马湖主要入湖河流为中运河、沂河、房亭河，河流流量主要受到降雨及人为调控的影响，
而河流水质则与流经区域面源污染及人为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 . 有研究表明，氮、磷的径流损失随雨强的
增大呈指数增长，当降水强度达到 95% 分位值时，氮、磷的径流损失风险显著提高（王晟，2019）. 根据水文数
据统计，骆马湖来水的 60% 以上来自于沂河与中运河，上游区域内人口密度大，坡耕地面积多，地形起伏大

（于元赫等，2019），受季风气候作用，尤其是 2018、2019 年台风直接影响（封一波等，2019；陈长奇等，2020），
短时集中的降雨会导致上游流域土壤中的大量氮、磷营养物质与其他污染物质通过地表径流与淋溶流失进
入河流水道，并随沂河、中运河等入湖河流最终汇集于骆马湖，入湖水量的增大及河流污染物、营养盐浓度

的升高共同导致了骆马湖外源负荷增加，造成了骆马湖水质的异常变化 . 而集中的高污染负荷并不能够在
短时间内代谢，因而导致了湖泊水质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均处于污染程度较高的状态 . 由此推测，夏季入湖
河流水量增大、污染物和营养盐浓度增加即为水质异常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 除此之外，周边区域农业、畜禽

及渔业养殖等人为活动则会进一步影响湖水水质，使得入湖污染负荷超过湖体的自净能力，导致污染物质
在生态系统中不断累积，湖体水质逐渐恶化的情况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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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马湖潜在生态风险分析
骆马湖夏季来水导致水体营养盐浓度迅速增加，逐年累积导致营养盐水平不断上升，参照对周边湖泊

的研究，目前骆马湖夏季营养盐浓度已超过浅水湖泊水华爆发的阈值（张家瑞等，2011；吴雅丽等，2013），存

在水华爆发的风险 . 由于骆马湖夏季水流较快，换水周期短，水动力条件多变，故藻类无法在区域内聚集堆

积，难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增殖，因此，并未发生大面积水华现象 . 然而营养盐浓度的升高会增加骆马湖生态

风险的不确定性，倘若出现雨季提前、夏季来水减少等情况，湖流速度降低会给浮游藻类的堆积提供可能，
高浓度的营养盐及适宜的温度和光照会导致湖泊蓝藻水华迅速爆发，将严重威胁周边城市的用水安全 . 近

年来，夏季骆马湖各点位蓝藻密度峰值均会达到 650 万个·L-1 以上，根据蓝藻水华分级预警预案（Newcombe，
2012），已达到高级预警级别 . 国内外均有研究表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能够通过增加营养盐输入、促使藻

细胞上浮等途径诱发水体蓝藻水华爆发（Robson et al.，2013；Yang et al.，2016）. 尽管目前骆马湖中优势蓝藻

种属是伪鱼腥藻属，而微囊藻等蓝藻水华指示种并未处于优势地位，但当水环境条件受外界影响发生变化
时，优势蓝藻有可能转化为水华蓝藻，从而增加湖泊生态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造成较高的生态风险 .

营养盐进入湖体后逐年累积导致水体营养盐含量不断上升，同时，水体中的氮、磷营养盐通过颗粒吸

附、沉降、生物沉积等方式富集于底部淤泥中，沉积物营养盐含量增加，加剧了内源污染的可能性 . 结合多年
数据发现，骆马湖沉积物中的营养盐含量已达到中度污染水平，并存在逐年上升的趋势 . 研究表明，在外源

得到控制后，内源的影响会变得明显，底泥的释放速率加快，使水体的污染状况不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Sas
et al.，1990），严重威胁湖泊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 . 对骆马湖底栖动物的监测分析（邹伟等，2017）则同样证实

了骆马湖水体及底泥环境的恶化，湖泊沉积物是大型底栖动物的主要栖息地，随着沉积物富营养化程度的
升高，骆马湖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明显降低，耐污种比例不断增加，底栖群落结构趋向简单化发展 . 湖底环

境的不断恶化将严重影响底栖群落的结构变化，进而通过影响食物链、生物扰动、生物沉降等方式干扰湖泊
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 .

水生植被对总氮、总磷具有富集作用，能够通过物理、化学、生物途径吸附、聚集湖体中的营养盐，进而

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 对骆马湖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水生植物对水体营养盐的去除作用及对内源释放的抑制

作用（万蕾等，2012）. 而水生植被的演变，除受水文水动力特性、水质及底质理化性质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外，
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巨大影响，如建闸筑坝、围湖垦殖等 . 研究表明，人为因素在水生

植物演变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其中，水体富营养化可能是沉水植物减少的主要原因（许雪敏，2018）. 随着

骆马湖富营养化程度提高、人类活动影响加剧，水生植物群落受到的威胁增加，植被消亡可能导致湖泊内源
释放加剧，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减弱，导致夏季污染负荷脉冲进一步威胁生态安全，产生恶性循环 .

骆马湖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调蓄湖泊，其水质对于向北方上游地区抽调的出湖水质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 . 对比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调蓄湖泊高邮湖、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发现骆马湖的总氮

浓度及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均为最高水平，且调水期（10 月）与非调水期（4 月）水质差异最为显著（朱天顺等，
2019）. 研究表明，入湖水质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可能导致湖泊水体的自净能力下降，最终造成出湖水质同样
大幅度下降，影响受水地区（黄冬凌等，2019）. 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开工运行，经过河渠、湖泊的逐级

输送，水中的污染物质会出现逐渐累积的效应，北部渠段的污染物浓度将大于南部渠段，即水环境累积影响

将主要体现在北方受水区 . 研究表明，骆马湖以北受水区水环境累积影响较为严重，经东线工程远距离调水
会使得水体污染物浓度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趋势，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累积效应（何鹏等，2011）. 骆马湖夏季
水质的异常变化现象必然导致调水期骆马湖水质较差，营养盐及污染物浓度较高，并且在调水过程中通过

累积效应使得水质进一步恶化 . 而南水北调的上游受水区域湖库流动性差，换水周期较长，高浓度的营养盐

及污染物会在水体中长时间积累富集，不仅降低水资源的使用价值，同时还会增加水体爆发蓝藻水华的生
态风险，严重威胁受水区域的用水安全 . 因此，随着骆马湖富营养化程度的增高，将会使南水北调受水区域
的水环境生态风险加剧，需要引起进一步重视与治理 .
4.3

对策与建议

入湖河流的水质对骆马湖水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治理骆马湖生态环境的关键一步就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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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湖河流水质，有效遏制入湖营养物质和污染物质总量，减小湖泊水体污染负荷 . 骆马湖上游水系流经
山东、江苏两省，沿线工业、农业较为发达，建议通过相关工程措施保持上游流域坡地，遏制水土流失导致的

污染物流入；针对农业污染，建议通过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化肥施用量等方式，减少地表径流带入的污染
负荷；考虑通过建设人工湿地等手段，有效吸收农业排水中的氮、磷营养盐，缓解污染脉冲 . 目前对骆马湖的

监测往往以湖心敞水区为重点，缺乏对入湖河流的长期监测，无法有效剖析入湖污染物的准确来源 . 因此，
建议继续完善入湖河道的水环境生态监测，为骆马湖水质改善提供数据支撑，并结合入湖河流数据，对携带
大量污染物入湖的河道进行重点整治，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对污水排放有效控制，从而降低上游
地区与农业面源污染，削减地表径流导致的营养盐迁移，从源头上高效解决骆马湖水质问题 .

目前湖区水生植物种类贫乏，现存量小，高频的人类干扰是导致大型水生植物衰退的主要原因 . 大型

水生植物面积的急剧缩减导致湖泊自我调节能力减弱，面对污染脉冲的缓冲效果降低，威胁生态系统平衡，
使得水资源的生态功能和价值锐减 . 建议可采取如下措施：①建立保育区：根据湖区功能分区，在生态较好

的水域构建保育区，严格控制破坏大型水生植物资源的行为 . 同时，在有条件的湖区优先开展生态修复工
程，促进良性生态系统的构建，为保护骆马湖水质资源提供坚实基础 .②退渔还湖：长期集约式水产养殖使得

围网内大型水生植物严重衰退；同时，渔民收割非围网区的大型水生植物饲养网内的鱼蟹等行为对水生植
物生长产生威胁；饵料投放提高了水体的富营养水平，促进了浮游藻类和附着藻类的增殖，不利于大型水生

植物的生长繁殖 .③调控水位：水位变化是影响水生植被发育的重要因子 . 水库管理者应注重骆马湖水量的
生态属性，保证春季骆马湖低水位运行，春季低水位有利于大型水生植物萌发及植物幼苗的快速发育，增强
抵抗夏季洪水期高水位胁迫 .

5

结论（Conclusions）
1）2016—2019 年骆马湖水体 TN、TP 浓度呈上升趋势，CODMn 保持相对稳定，湖泊富营养化程度存在

加剧趋势 .

2）骆马湖 TN、TP、COD、Chl-a 等水质指标呈现出显著的季节差异，夏季（8 月）污染物浓度迅速增长，水质

下降明显 .

3）相关性分析表明，水质变化与入湖水量及该区域降雨量呈显著正相关，夏季地表径流导致污染负荷

增加，成为影响骆马湖水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

4）骆马湖污染负荷增加湖泊生态风险，夏季高浓度的营养盐导致蓝藻水华爆发的潜在风险增加 . 高氮、

磷浓度还可能通过调水工程进一步威胁受水地区的水环境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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