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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改善和保证库区水体水质 ,有必要对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的水库水源地进行生态修复。结合水库水源地的自然、社会特

点 ,提出对保护区内涧河、入库口门、库区等处及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设想 ,使水体水质得到净化 ,进而保证水库供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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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一般总体生态环境都较好 ,

但也有少数水库上游区域人工生态系统的建设相当不

完善 ,影响到区域内物流能流的有效流动和循环[1 ] ,

对未来水源地保护区的水质保护形成威胁。为防治环

境污染 ,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 ,同时兼顾景观修

复 ,对该类水库水源地保护区进行生态修复尤显重要。

生态修复技术主要通过生态学理论来恢复被破坏的生

态系统[2 ] ,因其费用较低 ,可以多方受益 ,适合多种条

件等优点 ,是目前防治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环境污染

的根本途径之一。针对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河涧一般

为山溪性河道及污染突发性、大流量、低浓度等特点 ,

分别在保护区内的涧河、入库口门、库周及库区等处进

行生态修复 ,尽量减少非点源污染物入库 ,从而改善水

源地的水体水质。

1 　涧河生态修复技术

1. 1 　构建涧河廊道湿地生态林带

筛选、培育耐污能力强土著物种 ,综合考虑景观的

美化、系统净化能力 ,恢复涧河廊道植被 ,建立水体岸

边缓冲带 ( Riparian Buffer Strips) ,具体措施为定植少

量挺水植丛、恢复河滨水生植物群落、营造岸边观光林

带等。污染物从农田和村庄向水体转移的途经中 ,以

地表径流、潜层渗流方式通过缓冲带进入水体 ,根据氮

随泥沙沉降、反硝化作用、植物吸收及磷随泥沙沉降、

溶解态磷在土壤和植物残留物之间进行交换等机理 ,

缓冲带可有效的阻断面源污染物直接进入河道[3 ] 。

在不影响水利需求的前提下以生态措施进行堤岸

护坡 ,并在有条件的河床上进行适度的生态改造 ,如人

工湿地系统等。廊道植被需要适时适量地进行清理 ,

以免因植物残体分解造成涧河二次污染。

1. 2 　生态型滚水坝

对重污染河涧 ,利用河涧坡降增设卵石贴面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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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 ,增加河道充氧量 ,亦可提高上游水位 ,增加水与涧

河水生生物的接触时间及与河床的接触面积 ,强化河

涧自净能力。现有滚水坝可进行生态型改造 ,坝下设

卵石及吸磷球混合净化床 ,增加涧河的净化能力。

1. 3 　排放口生物强化净化处理

对于涧河边排放量大的排放口 ,可构建土壤和卵

石、砾石混合组成的填料床 ,污水可以在床体的填料缝

隙中曲折地流动或在床体表面流动 ,同时在床体表面

培育耐污能力强、净化效果好的水生植物对污水进行

强化净化处理。

2 　入库口门生态修复技术

入库口污染控制工艺与工程稳定构建的重点在于

入库口门水生系统修复等多项技术的优化工艺组合与

工程系统的集成。

2. 1 　前置库

根据各条涧河入库口的特点及污染状况 ,且能保

证达到一定去除率的水力停留时间的前提下 ,在主要

涧河的入库口构建前置库 ( Pretank) [4 ] 。暴雨径流经

前置库强化净化系统处理后 ,可进一步去除泥沙及氮、

磷等污染物。前置库有以下 3 部分构成 :

(1)沉降系统。利用涧河入库口 ,加以适当改造 ,

把地表径流引入沉降系统。

(2)导流系统。为防止前置库系统暴溢 ,超过设计

暴雨强度的径流通过导流系统流出。

(3)强化净化系统。砾石床过滤 :利用微生物及植

物根系转化、吸附、吸收 ,去除 N、P 等营养物质 ;植物

滤床净化 :种植具有经济价值的挺水植物 ,利用其根系

吸收营养物质 ,同时促进泥沙和其它颗粒物沉降 ;深水

强化净化区 :利用高效水生生物的净化作用以及生物

浮岛、固定化脱氮除磷微生物以及高效、易沉藻类等人

工强化净化技术 ,高效去除 N、P ;放养滤食性的鱼类、

蚌和螺类 :底播一定密度的底栖动物及滤食性鱼类 ,以

有效去除悬浮颗粒、有机碎屑及浮游生物 ,促进良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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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的形成 ;岸边湿地建设 :前置库岸边营造湿地 ,

培育湿生植物、湿生花卉和挺水植物 (黄花菖蒲等) 、浮

叶经济水生植物 (莼菜等) 、沉水植物 (黑藻等) 。

强化净化前置库系统工艺流程图见图 1。

2. 2 　人工湿地系统

在其他入库口 ,通过筛选、培育净化能力强土著植

物 (如芦苇、香蒲等) ,构建人工湿地系统[5 ] (Artificial

Wetland Systems) 。径流中不溶性有机物通过湿地的

沉淀、过滤作用 ,可以很快地被截留且被微生物利用 ;

可溶性有机物则可通过植物根系生物膜吸附、吸收及

生物代谢降解过程而被分解去除 ;N、P 亦可作为营养

元素而被植物吸收。通过对湿地植物收割而将新生的

有机体、N、P 等从系统中去除 ,改善入库水体水质。

3 　库周及库区生态修复技术

3. 1 　生态堤

在水库堤岸种植乔木、灌木等树种 ,堤岸边坡上采

用框格植草护坡 ,构造水库生态型堤岸 ( Ecological

bank) 。该工程在沿库岸水路界面陆地一侧建立起生

态保护带 ,经物理、化学、生物的综合作用过滤营养物 ,

可以起到净化水质、保存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同时亦有

助于改善库区特有的生态景观。

3. 2 　库周湿地保护带

库周是陆地和水体之间的一个过渡带 ,维持库周

多样化的生境 ,发挥其截留周围非点源污染物及吸收、

净化库区水体污染成分的功能。工程包括两部分 :一

是库岸湿地保护带工程 ,二是库岸带高等水生植物恢

复和调控工程。湿地和水生高等植物能起到物理阻滞

作用 ,促使沉积 ,降低沉积物的再悬浮 ,大量吸收水体

和沉积物中的营养盐 ,改变水生网络结构 ,同时又可改

善库岸带的自然景观。

3. 3 　构建浮床或浮岛

在库中心或岸边污染重的水域水面栽培水生植物

或蔬菜、观赏性花卉等植物 ,构建浮床或浮岛[6 ] 。在

收获农产品、美化绿化水域景观的同时 ,通过根系的吸

收和吸附作用 ,富集 N、P 等元素[7 ] ,降解、富集其它有

害有毒物质 ,并以收获植物体的形式将其搬离水体 ,从

而达到净化水质、保护水域的目的。

3. 4 　建立渔业生态工程

根据水深、水温等条件筛选适宜的挺水植物、沉水

植物 ,构建水生生态区域 ,放养适量的滤食性鱼类、蚌

和螺类 ,依靠其对有机碎屑、浮游生物、悬浮物等的过

滤作用 ,提高水体透明度、净化水质。

4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8 ]

4. 1 　坡耕地疏林地荒坡治理

根据保护区内坡耕地的不同坡度及土层情况 ,可

采取退耕还林、修建梯田、坡面整治等方法进行治理。

对轻、中度水土流失的疏林地 ,以封山育林为主 ,可采

取全封、轮封等形式。强化以上水土流失的疏林地 ,需

进行育苗补植、修枝疏伐 ,择优选育 ,以促进林木生长 ,

加快植被恢复。荒草地宜进行造林。为达到较好的水

土保持功能 ,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条件较好的可改造为

经济果林 ,其它营造水保型用材林 ,树种选择上宜针

叶、阔叶并重。

4. 2 　开挖地生态修复

根据不同裸露面的不同土壤地质条件 ,采取移栽

培育、挂网移栽、喷锚土壤栽植等方法恢复坡面植被。

低坑填埋后覆土表层应该使用根茎较短的植物进行植

被恢复 ,要考虑植被不会破坏覆盖层的防渗性能。

由于废渣的长期堆放 ,基底物系统遭到破坏 ,可以

考虑采用疏松、有机土的混合改变基底的土壤状态 ;在

土壤化修复的基础上 ,通过自然引种或播种的方式恢

复以土著种为主的生态系统。

5 　结语

在运用以上生态修复技术的同时 ,也应注意以下

一些问题 :

(1)当缓冲带的泥沙截流量超过其截留容量后 ,底

部的泥沙在紊动作用下可重新悬浮 ,随水流出缓冲带 ,

此时会出现沟蚀现象 ,缓冲带的作用会大幅度下降 ,因

此必须加强管理 ,防止沟蚀、绕流等不良情况出现。

(2)根据在降雨过程中洪峰前径流污水中营养物

质浓度较高 ,洪峰后浓度逐步减小的特点 ,前置库设计

库容时应考虑能将浓度最大径流雨水 (污水)截留在库

内 ,同时考虑污水滞留时间以 10～15d 为宜[9 ] 。对前

置库要定期清淤 ,以保证截污功能。

(3)要注意人工湿地与自然湿地的差异 ,如水位不

同、植物根区环境不同、土壤的氧化还原状态不同、植

物种类不同等 ,设计时需要考虑系统内植被的分布以

及构成 ,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充分利用生态系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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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流动。

(4)为防止二次污染 ,应对各处的功能植被适时适

量地进行清理。在功能植被品种的选择过程中 ,应尽

量选择当地有经济效益的植被 ,从而提高功能植被回

收的可操作性。

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生态控制工程是一个涉及经

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 ,在重视长期可持

续发展的同时 ,也要加强生态控制技术措施的研究 ,这

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利用生态系统功能控制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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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了最高值 ,随着 p H 值的下降而迅速下降。相

比之下 ,b 组的 VFA 含量还在继续增加 ,在第 11d 达

到最高值 (5100mg/ L) 。如此高的有机酸含量很容易

抑制消化过程。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进料浓度的

加大虽然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产气量 ,但同时容易造成

反应体系的酸抑制。如果消化过程受到抑制 ,将很难

恢复[8 ] 。a、b 两组 VFA 的变化过程见图 3。

a、b 两组试验的 p H 值和 VFA 的不同变化规律主

要由于是进料浓度的增加。在固含量为 10 %时 ,当有

机物完成酸化阶段开始进行产甲烷阶段 ,这时表现为

p H 值达到最低和 VFA 开始下降 ,而当固体浓度增大

到 30 %时 ,此时有机物还有部分没有转化成 VFA ,虽

然部分有机酸开始进入产甲烷阶段 ,但是同时伴随一

些有机物被转化成有机酸的过程 ,结果就表现为 p H

值的缓慢上升和 VFA 含量的持续增加。由此看出 ,

TS 的增加对消化体系酸碱度的变化有非常大的影响 ,

高 TS 通常伴随着较强的酸度和较高的 VFA。

4 　结论

通过试验 ,分析了影响厌氧消化过程的因素 : TS、

消化温度和 C/ N 比。确定影响程度的大小顺序依次

为 :温度最大 , TS 次之 ,C/ N 比最小 ,补充了以往研究

工作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选择 TS 对消化体系的酸

碱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 TS 增大虽然可以增加产气

量 ,但 TS 增大容易引起有机酸积累而破坏消化过程。

应在保证处理能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小 TS。C/ N 比

对消化过程影响程度不大 ,在对城市垃圾进料时无需

作太多的配料工作以简化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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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bstract : The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 sign is helpful for sales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roduct , but also has the tendency that

becomes new trade rampar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Environment

sign is facing with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when China joins into

WTO , and the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o realiz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y using WTO

relevant principle and terms to break trade rampart in WTO legal

frame.

Key words : environment law ; environment sign ; WTO

Environment Pollution from Indoor Decoration

and Their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YAN G Shi2jian
( S uqian M unicipal Envi ronment Monitoring Cent re ,

S uqian 223800)

Abstract : Environment pollution generated from indoor decor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 which greatly affects life quality.

Temporary pollution and continuous pollution are generated from

indoor decoration at various durations of pollutants. Some control

proposals are recommended based on source , characteristics and

hazardousness analysis of those contaminants.

Key words : indoor decoration ; environment pollution ;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dell ing 32d Concentration Field under

Complicated Terrain of Benxi

MA Yan2jun , HU Wei , YAN G Hong2bin
( S henyang Institute of A t mospheric Envi ronment ,

China Meteorological A dminist ration , S henyang 110016)

Abstract : The distribution of SO2 in Benxi was modelled with 32d

equation of atmospheric diffusion by difference method. Results

showed that SO2 pollution was very severe and the distribution ob2
viously changed with the day. SO2 concentration was relatively

high before 10 o’clock and gradually lower after 10 o’clock , but

becoming higher around 18 o’clock.

Key words : complicated terrain ; equation of atmospheric diffusion ;

modelling ; SO2 concentration

Application of Partial Economic Equil ibrium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DEN G Chao , L I Pei2gen
( Schoo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Huaz hong

U 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W uhan 430074)

Abstract : The growing concerns over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current economic studies have spurred studying the way materials

and substances flow through the economy , resulting in many differ2
ent types of analysis , one of which is partial economic equilibrium

analysis ( PEA) . In this paper , the model in a single , hypothetical

example of a pollution problem for evaluation is applied in a practi2

cal way. It appears that PEA model can be used to find out the

most efficient way for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 economic model ; partial economic equilibrium analysis

( PEA) ; environmental economy

Project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in EIA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jects

SHI Xiao2feng1 , GUO Ai2wen2

(1. Research Center of Envi ronmental Science ,

Xiamen U 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2 . Quanz hou M unicipal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B ureau ,

Quanz hou 362000)

Abstract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ssues presently existed in writing

project description and wastes emission analysis , which constitute

one of the main parts in EIA repor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2
jects. Contents tha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and the un2
derly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volved in industrial project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 project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ject ; EIA

Pollution in Nanting River Basin : Causes and

Strategy for Abatement

MA Jian2ding1 , WU Jian2qiang2

(1 . L ingchang Of f ice of Yunnan Provincial Hydrology and

W ater Resources B ureau , L ingchang 677000 ;

2 . Geological S urvey Institute of Jiangsu Province ,

N anjing 210049)

Abstract :Nanting River , flowing across the southwestern China ,

was investigated in terms of water pollution. This paper reported

on the field studies including water sampling/ analysis and the eval2
uation of pollution sources in the river basin. Causes of water con2
tamination were analyzed and relevant strategies put forward.

Key words : water pollution ; water quality evaluation ; abatement

strategy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Headwaters Area of Reservoir

YE Jian2feng , CAO Jia2shun
( College of Envi 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Hohai U niversity , N anjing 210098)

Abstract :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o improve

water quality in ecosystem destructed headwaters area of reservoir.

Considering natur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s proposed for rivers ,

reservoir entrance and reservoir region to purify water and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supply.

Key words : headwaters area of reservoir ; ecological restoration ;

technology ; fore2reservoir ; ecological embankment ;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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