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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蓝藻水华频发，已成为
常态，蓝藻的应对策略需要从“被
动应急”转变为“主动防御”。

为此，水专项巢湖项目组针
对巢湖流域总量控制目标与水质
改善不挂钩，富营养化和藻类水
华危害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问
题，开展了广泛研究。

水专项巢湖项目组探明，巢
湖具有流域水文气象年际年内变
化大，污染物入湖通量、湖体营养
盐含量和水质不稳定变幅大，水
位升快降慢，加之巢湖闸等兴建
显著抬升水位致湖滨带浅滩大面
积缩减，巢湖水生植被面积小，巢
湖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化和藻型
化、种群结构单一化、鱼类个体小
型化致湖体富营养化与藻类水华
反复化特征。这表明巢湖水污染
和水环境具有极其显著特点和代
表性。

研究表明，水体总磷和总氮
分 别 为 0.03mg/L 和 0.6 mg/L 是
蓝藻水华暴发的营养浓度阈值。
近 5 年来，巢湖总磷和总氮浓度
的均值分别为 0.11 mg/L 和 1.69
mg/L，高于阈值，足够支撑藻类
快速繁殖及规模化水华形成。同
时，春季高水位管理导致湖滨带
湿地难以发育，藻类生长是氮磷
等无机物转化为有机颗粒唯一途
径，水生植物抑制蓝藻和降低营
养盐作用极小。另一方面，巢湖
鱼类小型化严重，导致浮游动物
群落中小体型的原生动物和轮虫
占比高达 82.7%，大体型食藻桡
足类占比仅为 12.4%，枝角类密
度最低，占比 4.9%，难以形成抑
制藻类压力。巢湖底栖动物资源
匮乏，不利于湖底有机物转化利
用。其次，气候变暖和暖冬、降雨
增加和风速降低等因素加重了巢
湖水华暴发规模与频次。这些因
素导致巢湖蓝藻水华防控是一项
艰巨任务。

针对水华防控难题，项目组
将蓝藻水华发展划分为越冬期、
复苏与快速增殖期、暴发期和衰
亡期四个阶段。通过现场研究，
甄别出不同阶段关键参数和阈
值，结合全湖监测，确定不同阶段

蓝藻的空间分布特征，针对性采
用全过程防控差别技术。

根据水专项提出的蓝藻水华
形成“四阶段假设”，基于水华形
成过程中蓝藻生理生化特征和关
键环境因子，项目组阐明了蓝藻
水华处于水华形成的各阶段特征
与时空分布规律，研发了蓝藻水
华形成不同阶段的判别技术，确
定了甄别蓝藻水华不同阶段的关
键参数和阈值、有效削减蓝藻水
华暴发强度的控制阈值，为针对
不同阶段有效采用针对性措施提
供了依据。

在此基础上，水专项巢湖项
目组遴选并验证了秋冬季下沉至
底泥越冬的蓝藻种源去除和内源
污染物削减、春季生长期生物控
制、水华暴发期物理智能拦截和
高效打捞等关键技术，优化集成
了湖泊内源污染物及藻种捕获去
除、水华物理防控、生物控藻与水
质调控三项成套技术，形成了蓝
藻水华全过程防控技术体系。

水专项巢湖项目组研究的湖
底抽槽水动力捕获污泥和藻种关
键技术，突破了底泥疏浚破坏沉
积物界面原生态的技术瓶颈，发
明了湿地内部高效除藻自动化装
置，解决了湿地内聚集的蓝藻无
法清除的难题等。

这些技术应用于派河河口蓝
藻防控与生态修复工程，使工程
区蓝藻生物量削减 70%以上，水
质达到地表水Ⅲ类~Ⅳ类，生物
多样性显著提高。蓝藻应急防控
技术有效支撑了 2020 年巢湖大
水后蓝藻水华防控。提出了巢湖
富营养化中长期治理工程方案，
有力支撑了“十三五”巢湖富营养
化防治与蓝藻水华防控工程。技
术同时应用于全国多地，成效显
著。

“水专项巢湖项目组形成的
一系列技术在巢湖流域治理中的
持续深化应用，将为新一轮巢湖
综合治理提供技术服务，为建设
安澜巢湖、碧水巢湖、健康巢湖、
美丽巢湖继续努力，为打造最好
名片和实现城湖共生做出新的贡
献。”朱青说。

巢湖小流域科学管控精准治理
——全面支撑巢湖流域先行文明示范区建设打造合肥优质名片

◆安昕吴欣羽

巢湖是国际上在集水域内有
近千万人口特大型城市的独特大
型浅水湖泊，是国家重点治理的

“ 三 湖 三 河 ”之 一 ，一 直 承 受 着
流 域 经 济 、社 会 活 动 和 城 市 快
速扩张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巢
湖及其流域时常出现水质不达
标和湖体藻类富营养化反复及
藻类水华断续暴发等问题，流域
水环境改善持续面临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

水专项“十一五”“十二五”期
间在巢湖流域开展了控源减排、
生态修复、水质保障等技术研发，
获得了一批亮点技术。“十三五”
期间水专项为提升其在巢湖流域
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及美丽巢湖
建设中的作用，在流域布局了巢

湖派河小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与
湖体富营养化管控关键技术应用
推广项目（以下简称“水专项巢湖
项目”）。

水专项巢湖项目组，紧扣巢
湖流域磷自然本底含量高和低山
丘陵大坡降耦合致自然磷流失严
重特点，围绕旱作坡耕及高强度
农田施肥和高位分散居民点叠合
致氮磷排放入河量大；城市扩容
近湖存量难减增量难控致点面源
污染物入湖程短量大；巢湖年收
纳氮磷负荷高远超湖体容量等问
题，瞄准巢湖小流域科学管控精
准治理的目标，深入开展了水专
项“十一五”“十二五”等研发关键
技术的验证、完善、集成研究和综
合示范，全面支撑巢湖流域先行
文明示范区建设，打造安徽省合
肥市的优质名片。

从全巢湖流域合理科学
减排，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

巢湖流域总面积 1.35 万平方
公里，地跨合肥、芜湖、六安、马鞍
山、安庆等五市 16 县、市、区，是
安徽省会经济圈主体。长期以
来，经济发展速度快，污染物和废
水排放量不断增加，流域河湖污
染承受巨大负荷，超出了巢湖的
环境承载能力。围绕巢湖供水安
全和水污染防治，国家和地方均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控制了水质继续恶化的趋势，但
富营养化和藻类水华危害尚未得
到有效缓解。

“十一五”“十二五”巢湖水专
项，重点聚焦东巢湖水源地附近
污染河流、巢湖西部重污染河流
和局部湖湾的治理，以及城市水
环境改善等技术研发，缺乏从全
流域出发，基于流域水雨情和物
质输移转化动态过程的水环境管
理和调控技术体系系统研究。并
且，巢湖作为水源地保护是合肥
市多年的战略目标，但由于流域
水质生态功能的管理体制尚未形
成，风险预警系统还难以支撑湖
泊和流域的水质目标管理。

因此，此次水专项巢湖项目
组构建了一套从全流域角度出
发，以不同控制单元和水体功能
区水质指标为约束的水质目标管
理技术体系和业务化运行平台，
贯彻并实践“减什么？减哪里？
减多少？如何减？”的科学管理理
念，制定流域污染管控方案，以实
现全巢湖流域合理、科学的减排，
形成“城湖共生”的巢湖模式，促
进流域社会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
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组按照‘从湖泊水质目
标基点出发，以环境容量为纽带，
采用倒逼递推的方法，基于水雨
情和物质输移转化过程由入湖干

流河口逐级将污染物削减量分配
至上游各级支河的小流域综合管
控’的思路，系统开展了蓝藻水华
动态模拟、湖体水质目标制定、水
环境容量计算、入湖河口允许污
染通量分配与河流溯源追踪、污
染物陆域单元削减等技术在巢湖
流域应用验证和优化。”水专项巢
湖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胡维平
说。

胡维平介绍说，此次水专项
巢湖项目组突破了“基于流域水
情工况的入湖污染负荷削减动态
优化”和“基于湖泊—流域不同过
程模型集成的误差传递与精度控
制”两项关键技术。形成了基于
WEB 环境与大数据支持的“数据
标准化建库—功能模块规范化耦
合—系统可视化展示”整装集成
技术；在关键技术支撑下，形成了
标志性成果“巢湖流域水环境水
质目标管理业务化平台”，并依托
示范工程建设，实现了蓝藻水华
监测预警和水质目标约束下的流
域污染物精准削减等功能和项目
目标。

水专项巢湖项目组立足“城
湖共生”和流域水雨情特点，循

“以湖泊水环境管控目标为起点，
环境容量为约束，逆物质输移转
化过程，由入湖干流河口倒逼递
推把污染物削减量逐级分配至上
游各级支河和小流域”的路径，研
发突破了基于流域水情工况的入
湖污染负荷削减动态优化技术，
反向集成了基于水雨情工况的水
质和藻类水华控制动态目标制定
技术—动态环境容量计算技术—
容量分配技术—河流溯源追踪技
术—污染物陆域单元削减、正向
耦合流域水量水质模拟技术—湖

集成小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
整装成套技术，有力支撑流域精准减负

入湖污染负荷精准削减一直是流域污染
治理的难点。水专项巢湖项目组从巢湖入湖
河流中选择了派河流域作为典型小流域研究
案例，集成小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整装
成套技术，有力支撑流域精准减排。

水专项巢湖项目组紧扣派河流域低山丘
陵地形特点，针对上游农业开发强度高、水土
肥流失严重，中游快速城镇化区面源污染负
荷大、一级支流污染严重（部分河道出现黑
臭）、生态基流匮乏、污水处理厂尾水品质不
高，下游生态退化、水质仍有超标等问题，系
统地解析了流域特征。

在派河流域上游，由于受到低山丘陵地
貌的影响，小流域水土流失污染特征较为明
显。磷自然本底含量高和大坡降耦合致使自
然本底磷流失严重；坡岗地面积占比大，在农
业生产中缺乏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高落差
导致水流速度快，对土表、沟道边壁、沟底侵
蚀严重；农村居民多依山居住在高处，生活污
染对流域上游水质直接产生影响；污染物产、
转、移、离全过程与流域降雨蓄、产、汇、流过
程紧密相关。

为此，水专项巢湖项目组针对巢湖流域
低山丘陵农业区的特征，以小流域养分和水
资源循环利用为思路，提出了低山丘陵农业
区清洁产流与水源涵养整装成套方案，研发
了低山丘陵农业区水源涵养和生态保育集成
技术。技术研发共获得发明专利 5 项，建立
了派河小流域水源涵养和生态保育清洁小流
域模式构建与应用推广工程 1项。

在派河中游，合肥城市建设向派河流域
急剧扩张，人口聚集、城镇用地性质改变、污
染负荷总量的增加，使得城镇地表径流、城镇

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急剧增加，加上城
郊和城乡接合部环境设施缺失，使得派河尤
其是中下游快速城镇化地区河道呈现多元化
和重污染的态势。

为此，水专项巢湖项目组以小流域层面
上入河污染物削减和生态功能恢复为主线，
通过多元重污染小流域点面源污染高效收
集、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和尾水品质提升、城
市水体污染强化削减、缓流水体生态综合调
控与功能用水保障等关键技术集成与优化，
形成快速发展区多元重污染小流域点面河综
合治污成套技术，并在派河中游小流域进行
工程示范和推广，逐步推进该成套技术的规
范化和标准化，推动我国快速发展区人水和
谐的可持续发展。

而在派河下游，水专项巢湖项目组选择
派河下游 106 平方公里示范区，通过光明大
堰河上游原位湿地、下游生态河道和派河干
流生态岸线工程示范，依托派河支流水体达
标工程和引江济淮江淮沟通段工程，实现派
河下游示范区氨氮和总磷水质指标较中游稳
定 改 善 ，平 均 改 善 率 分 别 达 到 20.6% 和
18.7%，派河下游入湖水质由工程示范建设前
的劣Ⅴ类提升至Ⅲ类～Ⅳ类，为减轻巢湖西
半湖富营养化和保障大型调水工程水质安全
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水专项巢湖项目组针对污染产、
排、汇、输关键环节，突破了“基于有机废弃物
和养分循环利用的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以海绵体与排水系统耦合为核心的城镇面
源污染收集”和“以原异位湿地深度净化为核
心的污染负荷削减”关键技术，基于交界断面
上边界条件，集成了“低山丘陵农业区水源涵

提升巢湖蓝藻水华科学
防控水平，制定巢湖富营养
化中长期治理方案

泊蓝藻水华和水质动态模拟等技术。
“这其中入湖污染负荷削减动态优化技

术是以‘湖体—入湖河道—分段河流’为主
线，构建了以湖泊为起点，沿水体流线逆向递
推污染物的空间排放的成组配套模型，实现
了传统由源到汇的正向输移模拟和逆向追溯
的耦合校验。”胡维平说。他还特别介绍说，
此次湖体部分模型是首次在大型浅水湖泊水
环境管理中提出了以生态系统结构变化为基
础确定湖泊水质目标，实现了有别于传统静
态目标水质确定的思路和方法。

在此基础上，水专项巢湖项目组提出了
蓝藻水华灾害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系统架
构，围绕“现状掌握、异常报警、原因追溯、未
来模拟”建设目标，利用中高分辨率卫星、无
人机、岸基视频、自动浮标、人工巡测、数值模
拟等技术或手段，按照“整个湖体、重点区域、
关键位置”三个监测层次，明确了不同手段的
协同方式和业务流程。

2020 年 1 月，巢湖流域水环境水质目标
管理平台开始在巢湖管理局开展业务化运
行。这一平台整合了流域水质、水文、气象等
数据，研发了水质目标制定、湖泊分区环境容
量计算、入湖污染通量分配等功能，实现了以
水质目标为约束的流域污染精准减排和管
控。同时实现了不同水质目标、不同水文年
型下的方案比对、遴选和最优方案入库，实现
了巢湖分区分时段动态水质目标制定和流域
精准减排方案的可视化展示。经第三方评

估，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模拟精
度满足要求，对于巢湖流域精准减排提供了
抓手，显著提升了巢湖流域管理信息化水平。

平台部署后，迅速开始发挥效力，在巢湖
逐月水质水情形势分析、巢湖流域氮磷总量
控制方案编制、烔炀河小流域精准治理、巢湖
流域 2020 年汛情监测与洪水位预测预报、
2020 年夏季巢湖大规模蓝藻水华应对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安徽省各级政府
部门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同时，巢湖水质目
标管理平台研究成果向滇池、天目湖、长潭水
库等流域进行了推广应用，取得了令人满意
的实践效果，受到地方相关管理部门的高度
评价。

2020 年 7 月，巢湖流域发生多次强降雨，
巢湖水位不断上涨，防汛压力渐增。

“针对巢湖可能面临的严重汛期，结合地
方水安全需求，项目组积极与巢湖管理局等
应用单位配合，依托水专项巢湖水质目标管
理平台水文模型，基于最新的气象预报资料
和水情情况做了模型分析，对巢湖未来 2 天~
3 天的水位发展态势进行预测预报。”项目技
术负责人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副院长、巢湖研究院院长朱青介绍说。

在此基础上，水专项巢湖项目组根据降
雨预报可能形成的最新洪水位情势，完成了

《巢湖周边汛情遥感监测简报》3 期、《巢湖水
情预报》专报 16 期，报送合肥市政府，供防洪
决策参考。

生态沟渠和多级微堰径流调蓄工程、坡岗地水源涵养与水土流失
控制工程

王建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潭冲河小流域城镇水质提升与水环境
综合整治工程

光明大堰河原位湿地工程、派河河口蓝藻防控与生态修复工程

养和生态保育技术”“多元污染城
镇区点—面—河综合治污技术”
和“清水廊道保障区缓冲带阻截
—湿地削减技术”。

水专项巢湖项目组在派河全
流域，通过整装集成低山丘陵农
业区水源涵养和生态保育集成技
术、快速发展区多元重污染小流
域点面河综合治污成套技术、缓
冲带阻截/湿地削减/水力优化综
合集成清水廊道保障技术，攻克
派河流域“山水林田湖城”土地覆

盖类型齐全、相互镶嵌、交织作用
导致的污染复合和生态斑块化难
题。

“这一技术在 585 平方公里
流域应用后，消除了派河干流劣
Ⅴ类水体，降低派河入巢湖污染
负荷，支撑了派河下游肥西化肥
厂国控断面水质达标。同时，研
究成果对减轻巢湖西半湖富营养
化和保障大型调水工程水质安全
提供了有力支撑。”胡维平介绍
说。

派河下游的生态河道

巢湖流域水环境水质目标管理业
务化平台

派河河口蓝藻防控与生态修复工程

派河
上游

派河
中游

派河
下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