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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
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根据湖滨带水位波动状
况，
通过对原位富营养底泥或疏浚后富营养底泥
进行自然裸露、翻耕、暴晒、氧化降解，
重塑湖滨
带缓坡基底，
在重塑后的基底上打造挺水-沉水浮叶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
构建湖滨带底泥内源
氮负荷削减体系，
从而降低底泥中氮向上覆水体
的释放量及再悬浮量，
改善水体富营养状况。本
技术实施简单、成本较低，
既可用于削减湖滨带
水域原有富营养底泥内源氮负荷，
也可用于临近
水域疏浚后富营养底泥的湖滨带低成本处置工
作，
可有效削减富营养底泥内源氮的释放通量，
抑制富营养底泥的再悬浮，
适用于底泥及水体富
营养化问题突出、
水位波动剧烈的湖滨带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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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
获取底泥的内源氮通量及周年水位波动特征，
内源氮通量>0，
并且周年水位波
动幅度在0 .5~2m范围内的区域为目标区域；
步骤2：
目标区域处于低水位时裸露出富营养底泥，
在自然光照下进行翻耕、
暴晒、
氧化
降解操作；
所述低水位为底泥淹没深度在10cm以下；
步骤3：
目标区域处于高水位下淹没富营养底泥后，
构建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
所述多
系列水生植物系统包括自湖滨带岸边往湖心方向依次设置的挺水植物、
沉水植物和浮叶植
物；
所述高水位为底泥淹没深度在0 .5m以上；
同时，
在所述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的湖心方向
一侧建立防浪墙。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步骤1所述获取底泥的内源氮通量在每年6月至10月期间进行。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步骤2所述的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操作共持续25天。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步骤2中，
所述富营养底泥为湖滨带原有富营养底泥，
或附近水域经环保疏浚后难
以处置的富营养底泥。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步骤2于每年2月至4月期间进行。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
于，
在步骤2所述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操作的同时对湖滨带200m内基底高程进行重塑，
使基
底坡度降至15°
以下。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步骤3所述挺水植物的种植宽度为100m，
种植密度为10株/m 2 ，
挺水植物盖度为100%；
所
2
述沉水植物的种植宽度为50m，
种植密度为10~15株/m ，
沉水植物盖度在80%以上；
所述浮叶
2
植物的种植宽度为50m，
种植密度为4~6株/m ，
浮叶植物盖度在50%以上。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步骤3所述挺水植物为芦苇或香蒲；
所述沉水植物带为穗状狐尾藻、马来眼子菜或苦草；
所述浮叶植物为荇菜或睡莲。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穗状狐尾藻的种植密度15株/m2 ，
所述马来眼子菜的种植密度10株/m2 ，
所述苦草的
2
2
种植密度为10株/m ；
所述荇菜的种植密度为6株/m ，
所述睡莲的种植密度为4株/m2。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步骤3中，
所述防浪墙距离所述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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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体生态恢复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
负荷削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体富营养化是目前全世界正面临的环境难题。
水体富营养化的最主要原因是水
体中氮、磷的过量累积，
导致蓝藻等浮游植物大量增殖，
造成水华及水体缺氧，
严重时可致
使鱼虾死亡。水体中过量的氮、
磷通常有外源负荷及内源负荷两大主要来源，
其中外源负荷
主要包括生活污染排放、
工业污染排放、
农业等面源污染排放等；
内源负荷则主要指底泥中
氮、
磷元素向上覆水体的释放、
再悬浮以及水体自生的浮游植物增殖等。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

et al .2005 ,Nürnberg et al .2012 ,

et al .2003) ，
若无法抑制底泥

中内源氮、
磷的释放及再悬浮，
即使外源负荷被削减，
水体的富营养化及藻华依然无法得到
有效控制。因此，
控制及削减底泥内源负荷对于水体富营养化整治及藻华削减具有重要的
意义。
[0003] 氮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及藻华的主要元素之一，
其中氨氮又是藻类能够优先利用
的主要氮形态(Glibert et al .2016 ,Paerl&Downes 1978)。富营养底泥由于通常含有较高
的有机质，
其降解导致底泥通常处于厌氧状态并呈现黑色，
致使底泥中氨氮含量上升。底泥
中过量累积的氮可通过扩散、溶解的形式进入上覆水体中，
也可在风浪、底栖或人为扰动
下，
通过再悬浮形式以颗粒态进入上覆水体中，
加剧水体富营养化状况。
目前，
底泥疏浚是
去除底泥内源氮的最主要技术之一(CN 101962961 B) ，
但底泥疏浚耗费的人力、物力成本
极高，
且疏浚后的富营养底泥依然存在难以处置的问题。
因此，
对于底泥内源氮负荷的原位
控制在经济、社会及环境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底泥内源负荷的控制以原位钝化或覆
盖技术为主(CN 101811811 B，
CN 202284288 U，
CN 103469762 B)，
原位钝化或覆盖技术在
控制以沉积型循环为主的底泥内源磷负荷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
然而，
在控制底泥内源氮
负荷方面，
鉴于底泥氮循环中硝化反硝化、
厌氧氨氧化等多种反应的存在，
使得该方法对于
底泥内源氮负荷控制的效果不如对磷负荷的控制。另外，
在一些浅水湖泊及河道中，
风浪、
水流、
航运、
渔业等认为扰动作用将对表层底泥造成极大地扰动，
由此导致的表层底泥扰动
及再悬浮将使得覆盖及固化材料失去应有的作用，
并导致富营养的松散底泥再悬浮至上覆
水体中，
对上覆水体构成威胁，
这一现象在常年风浪扰动剧烈的湖滨带区域尤为突出。
[0004] 针对目前已公开的专利或文献的报道，
对底泥内源氮释放及再悬浮的控制及削减
依然存在较大不足，
尚未能在较低经济及社会成本下有效解决底泥内源氮释放及再悬浮对
水体富营养化的威胁，
亦未能有效解决异位处置过程中大量底泥中高赋存氮的处置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已有技术在底泥内源氮负荷控制方面的不足，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基于水位
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根据湖滨带水位波动状况，
通过对原位富营养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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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或疏浚后富营养底泥进行自然裸露、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
充分提升底泥氧化环境，
降低
其含水率及孔隙率，
提升其稳固性，
并通过基底重塑，
形成湖滨带缓坡基底。在重塑后的基
底上打造挺水-沉水-浮叶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
构建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
从
而降低底泥中氨氮、总氮向上覆水体的释放量，
改善水体富营养状况。
[0006] 本发明旨在通过简单的技术方案、
较低的经济成本、有效的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
效果，
削弱或解决底泥内源氮污染对水体富营养化构成的威胁，
并解决疏浚后大量高氮赋
存底泥的处置难题。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09] 步骤1：
获取底泥的内源氮通量及周年水位波动特征，
内源氮通量>0，
并且周年水
位波动幅度在0 .5～2m范围内的区域为目标区域；
内源氮通量>0时，
表示底泥中氨氮或总氮
向上覆水中释放，
需要对释放通量进行控制；
反之，
则上覆水中氨氮或总氮向底泥中汇集。
水位波动过低时，
无法满足滨岸带底泥裸露及基底重塑需求；
水位波动过高时，
无法满足湖
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的构建。
[0010] 步骤2：
目标区域处于低水位时裸露出富营养底泥，
在自然光照下进行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操作；
所述低水位为底泥淹没深度在10cm以下；
[0011] 步骤3：
目标区域处于高水位下淹没富营养底泥后，
构建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
稳
固并降解污染底泥；
所述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包括自湖滨带岸边往湖心方向依次设置的挺
水植物、沉水植物和浮叶植物；
所述高水位为底泥淹没深度在0 .5m以上；
同时，
在所述多系
列水生植物系统的湖心方向一侧建立防浪墙，
防止风浪对污染底泥的扰动及再悬浮。最终，
形成水位波动下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
[0012]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1中，
所述内源氮通量为氨氮或总氮向上覆水体的释放通量。
[0013] 进一步的，
步骤1所述获取底泥的内源氮通量在每年6月至10月(夏季至秋季，
通量
较高)期间进行。
[0014]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1中，
所述内源氮通量使用静态释放的方法获取(范成新等，
海
洋与湖沼，
2002)。即，
将原位采集的柱状底泥样品上覆水抽去后，
沿底泥柱样侧壁缓慢、
无
扰动的加入原位采集的水样，
水样深度为20cm，
在25℃下恒温水浴培养72h，
分别在0、12、
24、
36、
48、
60和72h取上覆水样品，
每次取50mL上覆水样品并补充50mL原位水样，
随后，
通过
下述公式计算底泥内源氮释放通量：
[0015]

式中：
r为氮释放通量，
量纲为mg/(m2·d) ；
V为氮释放通量获取过程中底泥柱样中
上覆水总体积，
量纲为L；
Cn 、
C0 和Cj-1分别为第n次、初始和j-1次采样时上覆水中氮的浓度，
量纲为mg/L；
Ca为添加的原水样中氮的浓度，
量纲为mg/L；
Vj-1为第j-1次采样体积(50mL) ，
2
量纲为L；
A为底泥柱样中泥水界面的面积，
量纲为m ；
t为释放实验进行的时间，
量纲为d。
[0017] 进一步的，
步骤2和步骤3中，
所述的底泥淹没深度为底泥的基底高程与水面的距
离差。
[0018] 优选的，
步骤2所述的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操作共持续25天。
[0019] 优选的，
所述步骤2中，
在所述的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操作期间，
每隔5天将10cm～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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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cm处的厌氧底泥翻耕至表层，
并充分混匀，
在自然光照下氧化降解。
[0020]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2中，
所述富营养底泥为湖滨带原有富营养底泥，
或附近水域
经环保疏浚后难以处置的富营养底泥。
[0021] 优选的，
步骤2于每年2月至4月期间进行，
以满足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
的构建。
[0022] 优选的，
在步骤2所述翻耕、暴晒、氧化降解操作的同时对湖滨带200m内基底高程
进行重塑，
使基底坡度降至15°
以下。
[0023] 步骤2中，
低水位下富营养底泥经过裸露、翻耕、暴晒、氧化降解后，
底泥含水率可
降至50％以下，
底泥孔隙率降至0 .7以下。底泥由黑色转变为灰色再转变为黄褐色，
在底泥
表层形成5mm至10mm的过饱和氧化层。
[0024] 优选的，
步骤3所述挺水植物的种植宽度为100m，
种植密度为10株/m2 ，
挺水植物盖
2
度为100％ ；
所述沉水植物的种植宽度为50m，种植密度为10～15株/m ，
沉水植物盖度在
2
80％以上；
所述浮叶植物的种植宽度为50m，
种植密度为4～6株/m ，
浮叶植物盖度在50％以
上。
所述种植宽度为种植区域在自滨岸带大型挺水植物种植区往湖心方向上的距离。
[0025] 优选的，
步骤3所述挺水植物为芦苇或香蒲。
[0026] 优选的，
所述沉水植物带为穗状狐尾藻、
马来眼子菜或苦草。
[0027] 优选的，
所述穗状狐尾藻的种植密度15株/m 2 ，
所述马来眼子菜的种植密度10株/
2
2
m，
所述苦草的种植密度为10株/m 。
[0028] 优选的，
所述浮叶植物为荇菜或睡莲。
[0029] 优选的，
所述荇菜的种植密度为6株/m2 ，
所述睡莲的种植密度为4株/m2。
[0030] 优选的，
所述浮叶植物使用粗毛竹框架和聚乙烯缆绳稳固于底泥中，
防止风浪及
人为扰动。
[0031] 进一步的，
所述缆绳长度大于水位波动幅度50cm，
以应对水位波动。
[0032] 进一步的，
步骤3中，
所述防浪墙距离所述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10m。
[0033] 优选的，
所述防浪墙由联排杉木桩构成，
杉木桩间距10cm。
[0034] 优选的，
所述杉木桩直径为15cm，
长3 .5m，
其中，
扎入底泥中长度为1m，
高水位下露
出水面部分长20cm以上。
[0035] 进一步的，
所述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还包括对多系列
水生植物系统中各水生植物的管理和浮叶植物的加固。
[0036] 进一步的，
所述水生植物的管理为在植物种植后半年内，
进行补种，
以保证水生植
物盖度达到要求。
[0037] 进一步的，
所述水生植物的管理，
包括在每年11月份，
对挺水及浮叶植物残体进行
收割，
以降低其残体对水质的影响。
[0038] 进一步的，
所述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还包括：
在所述
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实施后的三年内，
每年3月及11月对浮叶
植物进行两次检查及维护，
三年后，
所述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内植物可自行演替。
[003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40] 本技术可通过简单易行的实施方法解决湖滨带富营养底泥内源氮负荷对水体富
营养化的影响，
并恢复湖滨带湿地生态系统。适用于底泥及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水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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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剧烈、风浪扰动强烈的湖滨带水域。本技术既可用于原位削减滨岸带水域原有富营养底
泥内源氮负荷，
也可用于临近水域疏浚后富营养底泥的湖滨带低成本处置工作，
一方面可
以在较低经济及社会成本下有效解决湖滨带底泥内源氮释放及再悬浮对水体富营养化的
威胁，
另一方面也可有效解决大量高赋存氮疏浚底泥的处置难题。本发明的应用将有助于
对水体富营养底泥氮的处置及水体富营养的整治。
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基于水位波动的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方法示意图。
[0042] 其中，
1是湖泊护岸带，
2是湖滨护岸带上陆生植物，
3是大型挺水植物带，
4是低水
位下露出的富营养底泥经过处置和重塑后形成的基底，
5是沉水植物带，
6是浮叶植物带，
7
是浮叶植物固定缆绳，
8是防浪墙，
9是水位波动范围，
10是最低水位下水面位置。
[0043] 图2是具体实施区域周年常水位波动状况；
[0044] 图3是低水位下经过处置后的底泥与未经处置的底泥中酸可挥发性硫(AVS)含量
变化；
[0045] 图4是低水位下经过处置后的底泥与未经处置的底泥中氨氮释放通量变化；
[0046] 图5是低水位下经过处置后的底泥与未经处置的底泥中总氮释放通量变化；
[0047] 图6是水位波动下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内与未经处置的底泥中氨氮扩
散通量长期变化。
[0048] 图7是水位波动下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内与未经处置的底泥中总氮扩
散通量长期变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案例，
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
这些实施案例仅用于说明本
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50] 在巢湖西北部湖滨带，
针对湖滨带富营养底泥，
构建了基于水位波动的底泥内源
氮负荷削减体系，
对底泥内源氮释放通量及再悬浮进行了削减。
同时，
在临近的区域，
设置
了对照区域，
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0051]
(1)富营养底泥内源氮通量评估及周年水位波动特征获取
[0052] 在6月至10月份，
持续对目标区域及对照区域进行底泥氮释放通量评估，
使用静态
-2 -1
释放的方法得出底泥中氨氮及总氮向上覆水体的释放通量均在115mg m d 以上，
底泥内
源氮释放污染突出，
威胁上覆水体水质，
底泥呈现黑臭及厌氧状态。
[0053]
调研目标区域(巢湖西北部湖滨带)常年水位数据，
得出该区域周年常水位波动状
况如图2所示，
周年常水位波动幅度约为2m。
[0054]
(2)低水位下裸露出富营养底泥，
并在自然光照下进行反复翻耕、暴晒、氧化降解
工作：
[0055] 根据图2所示目标区域周年常水位波动状况，
在4月水位最低时，
水位为8 .5m，
此时
水位达到图1中10所示位置，
湖滨带富营养底泥4充分裸露，
宽度为200m。对充分裸露的湖滨
带富营养底泥4进行25天的反复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
期间，
每隔5天将10cm～50cm处的厌
氧底泥翻耕至表层，
并充分混匀，
在自然光照下氧化降解。低水位下对富营养底泥4裸露、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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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暴晒、
氧化降解过程中，
对湖滨带200m内基底高程进行重塑，
使基底坡度降至15°
。
[0056] 同时，
临近的对照区域由于坡度较大，
污染状况相同的黑臭底泥始终处于淹水状
态，
不作任何处置。
[0057]
湖滨带富营养底泥4经过25天的裸露、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
底泥含水率由75％降
至40％，
底泥孔隙率降至0 .65。
同时，
经过处置的湖滨带富营养底泥4中指示底泥黑臭的酸
可挥发性硫(AVS)含量在处置过程中持续降低(图3) ，
显著低于未做处置的对照底泥，
经处
置后的湖滨带富营养底泥4由黑色转变为灰色再转变为黄褐色。
[0058]
湖滨带富营养底泥4经过25天的裸露、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
底泥氨氮及总氮释放
-2 -1
通量持续降低(图4、
图5) ，
由原来的115mg m d 以上将至0以下，
底泥由氮的释放转为氮的
吸收。
[0059]
(3)构建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及防浪墙：
[0060] 在4月份低水位时，
湖滨带富营养底泥4经过25天的裸露、翻耕、
暴晒、
氧化降解后，
首先在重塑后的基底上自湖滨带岸边往湖心方向设置挺水植物挺水植物为芦苇和香蒲，
形
2
成挺水植物带3，
种植宽度为100m，
种植密度为10株/m 。
[0061] 进入5月份，
水位开始上升，
重新淹没重塑后的湖滨带基底4，
随后，
自挺水植物带3
往湖心方向设置沉水植物带5，
宽度为50m。沉水植物包括穗状狐尾藻、马来眼子菜和苦草，
2
穗状狐尾藻种植密度15株/m ，
马来眼子菜种植密度10株/m2 ，
苦草种植密度为10株/m2。
[0062] 在沉水植物带5种植的同时，
自沉水植物带5往往湖心方向设置50m宽的浮叶植物，
包括6株/m2的荇菜、
4株/m2的睡莲，
形成浮叶植物带6，
浮叶植物使用10cm粗毛竹框架和聚乙
烯缆绳7稳固于底泥中，
缆绳7长度为2 .5m。
[0063] 在多系列水生植物系统往外10m处，
使用联排杉木桩构建防浪墙，
杉木桩直径为
15cm，
长3 .5m，
其中，
扎入底泥中长度为1m，
高水位下露出水面部分50cm，
杉木桩间距10cm。
[0064] 同时，
临近的对照区域不作任何处置。
[0065]
(4)水位波动下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的维护。
[0066] 在5月至10月，
持续对水位波动下湖滨带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内挺水、
沉水及
浮叶等各类型水生植物进行补种及维护，
经过自然生长后，
挺水植物带3盖度达到100％，
沉
水植物带5盖度达到85％，
浮叶植物盖度达到55％。
[0067] 在水位波动下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构建完成的两年内，
持续对底泥内源氮释
放通量及底泥扰动再悬浮状况进行观测，
结果表明，
在水位波动下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
系下，
底泥主要内源氨氮及总氮释放通量持续保持在0以下，
说明底泥表现为氮的吸收状
态。而未经处理的底泥中氨氮及总氮的释放通量持续保持在高值。此外，
分别对水位波动下
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以及临近的对照体系中底泥再悬浮状况进行了调研，
结果发现，
-2 -1
在水位波动下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内，
底泥再悬浮量长期保持在30g/m d 以下，
而在
-2 -1
临近未经处理的对照区域，
底泥再悬浮量长期保持在1000g/m d 左右，
说明根据本发明构
建的水位波动下底泥内源氮负荷削减体系不仅有效削减了湖滨带底泥内源氮释放通量，
还
有效降低了污染的再悬浮，
有效降低了湖滨带富营养底泥内源氮负荷，
为湖泊富营养化控
制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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