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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总结了汉江中下游五次硅藻水华开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范围、持续时间、浮游植物最高密度以及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点，

1992-2000 年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呈现加重趋势，2000 年以后，硅藻水华发生范围有所减小，但发生频度明显增加。在对历次硅藻水华形成的

气象条件、水文条件、营养条件和生物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控制汉江污染途径、提高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预警时效和生态调水方式等方

面，提出了防治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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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reported the time, place, range, duration, the highest density of phytoplankton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5 diatom water bloom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 of the Hanjiang Rive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a worse trend for the occurrence of diatom water blooms from 1992-2000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 After 2000, the range of diatom water bloom was smaller but the frequenc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eteorological, hydraulic, nutritional and biological conditions for diatom water bloom occurrence,

strategies for controlling diatom water bloom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 was put forward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Hangjiang River, early warning and ecological water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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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是长江中游最长的一级支流，也是湖北省第

二大河流，发源于陕西秦岭南麓，流经陕西和湖北两

省，在武汉市汇入长江。干流全长 1 577 km，流域面积

15.9×104 km2，年径流总量为 591×108 m3。汉江干流丹

江口以上为上游，河道长 925 km，占全长的 58.7％，流

域面积 9.52×104 km2，占全流域的 59.9％。上游位于秦

岭与大巴山之间，两岸坡陡谷深，只有少数盆地，地形

以山地为主，占 79％，丘陵占 18％，平原占 3％。丹江口

至钟祥为中游，河道长 270 km，流域面积 4.68×104

km2，钟祥以下至汉口为下游，流经江汉平原，河道长

382 km，流域面积 1.7×104 km2。汉江中下游人口密度

较高，经济较发达，经济社会活动较为活跃，在湖北省

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江江中下游发生硅藻

水华，对该地区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也给饮水安全带

来潜在威胁。有关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研究已有较多

报道，作者根据已有的研究报道，对历年硅藻水华发

生情况、形成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提出了汉江

中下游硅藻水华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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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汉江硅藻水华的研究报道，大多将汉江硅藻

水华种类确定为小环藻属（Cyclotella）种类[2,4]。郑凌凌

在运用传统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进行形态分类

基础上，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对此水华优势种的分类

地位进行研究，初步将汉江硅藻水华优势种定为冠盘

藻属（Stephanodiscus）种类[5]。

2 硅藻水华形成的生态条件

2.1 气象条件

1992 年、1998 年和 2000 年汉江中下游三次硅藻

水华发生前一段时间久旱少雨，1-2 月平均降雨量比

往年同期减少幅度较大。同时气候晴暖、气温偏高、光
照充足[6-7]。光照直接影响藻类光合作用，适宜的光照

强度和波长将导致藻类大量生长繁殖。在一定的光强

范围内，小环藻（Cyclotella）的生长随光强的增加而加

快，当光强低于 2 000 lux 时，硅藻细胞仍可正常繁殖，

2 000～5 000 lux 时，生长最佳，但当光强提高到 8 000
lux 时，生长速度明显减慢，10 000 lux 时，细胞变白，

生长完全停止[8]。汉江水华硅藻室内实验表明，较低光

照强度（5、10 μEs-1m-2）条件下，该硅藻比增长速率较

低，光照强度为 20、30、50μEs-1m-2 时，比增长速率差

别不大，且比 5、10 μEs-1m-2 条件下该水华藻类比增

长速率高，但 50 μEs-1m-2 条件下，其比增长速率略低

于 20、30 μEs-1m-2，以 30 μEs-1m-2 条件下，其比增长

速率最快[5]。因此，适宜小环藻（Cyclotella）或汉江水华硅

藻生长的最适光照为 2 000～5 000 lux 或 30 μEs-1m-2。

2.2 水文条件

水温：硅藻适应的温度范围较广，在 15～35 ℃之

间均生长良好，但以 20-30 ℃时为最佳。室内实验表

明，汉江水华硅藻在 30 ℃的高温条件下，几乎不生

长。20 ℃最适宜该水华藻类细胞分裂及色素积累，在

此温度下，藻类光合作用能力强，合成产物含量高[5]。
汉江中下游历次硅藻水华发生时的实测水温在 10～13
℃之间，比不发生硅藻水华年份水温通常高 2 ℃以上[2,7]，

但比室内实验得出的最适水温要低得多。
水位、流量与流速：发生硅藻水华的 1992 年、

1998 年、2000 年 1-3 月，皇庄、沙洋和仙桃水文站平

均水位分别为 40.72 m、33.29 m 和 23.61 m，平均流

量分别为 422 m3/s、432 m3/s 和 424 m3/s，与未发生硅

藻水华的 1991 年、1993-1997 年、1999 年 1-3 月相

比，平均水位分别降低了 1.08 m、1.16 m 和 1.35 m，

平 均 流 量 分 别 降 低 了 53.83%、52.00%和 49.94% [9]。
1992 年、1998 年、2000 年发生硅藻水华时仙桃水文站

和宗关断面的流速分别为 0.59~0.75 m/s、0.13~0.21
m/s，比 1993-1997 年和 1999 年同期流速低 0.18~0.52
m/s 和 0.11~0.45 m/s[7,10]。谢敏等分析得出汉江硅藻水

华发生的临界流量在 500 m3/s 附近[10]。王红萍等以藻

类密度 500×104 cells/L 作为汉江春季水华的警戒值，

提出宗关断面发生水华的警戒水流速度为 0.225 m/s[11]。
1992 年、1998 年、2000 年 2-3 月仙桃与长江汉口平

均水位落差在 5.70~8.00 m，比未发生硅藻水华的

1993-1997 年、1999 年同期低 0.86~5.26 m[11]。因此，发

1 硅藻水华发生情况

1.1 硅藻水华发生频度

自 1992 年 2 月汉江中下游首次发生硅藻水华以

来，之后分别于 1998 年、2000 年、2003 年、2008 年 2
月，在中下游江段共出现了 5 次硅藻水华[1-3]。2008 年

以后，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全面报道，但据调查和了

解，在汉江中下游江段，特别是下游东荆河几乎每年

春季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硅藻水华。汉江中下游硅藻

水华发生频率由多年一次增加到几乎每年一次。
1.2 硅藻水华发生特点

根据已有报道[1-3]，汉江中下游五次硅藻水华发生

特点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开

始发生时间最早在 2 月 7 日、最晚在 2 月 28 日。
1992-2000 年，硅藻水华呈现加重趋势，水华发生范

围由潜江以下江段逐步向上游推进，最上到达钟祥。
发生水华时浮游植物最高密度由 2 104×104 cells/L 增

加到 7 460×104 cells/L。持续时间也有增加。浮游植物

群落结构也有一些变化，硅藻所占比例由 90％下降到

60％左右，绿藻所占比例上升到 20％左右。2003 年以

后硅藻水华主要发生在下游的武汉江段和东荆河，浮

游植物最大密度大幅下降、持续时间缩短。表明汉江

中下游硅藻水华发生范围有所减小。
1.3 硅藻水华种类

出现年份 开始时间 地点及范围 持续时间/d 浮游植物最高密度/×104cells/L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1992 年 2 月 7 日 潜江以下约 240 km 18 2 104 硅藻占 90％，其他 10％，优势种类为梅尼小环藻。

1998 年 2 月上旬 沙洋以下约 300 km >20 2 877 硅藻 53％～60％，绿藻 33％，优势种类为梅尼小环藻。

2000 年 2 月 28 日 钟祥以下约 400 km >20 7 460 硅藻 60％，绿藻 20％，其他 20％，优势种类为梅尼小
环藻。

2003 年 2 月 23 日 汉江武汉段 6 3 500

2008 年 2 月 24 日 东荆河段

表 1 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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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硅藻水华时，汉江各水文站流量均小于 500 m3/s，仙

桃水文站和宗关断面的流速分别不超过 0.75 m/s 和

0.21 m/s，仙桃与长江汉口水位落差不超过 8.00 m。
2.3 营养条件

氮磷是浮游植物繁殖生长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
1987 年至 1989 年 1-4 月，汉江武汉段总磷含量在 0.07～
0.15 mg/L 之问，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分别在

0.04～0.60、0.18～0.66 和 0.12～0.30 mg/L 之间[12]，1990-
2000 年枯水期，水体中无机氮含量(氨氮、硝酸盐氮、
亚硝酸盐氮浓度总和) 保持在 0.8 mg/L 以上水平，水

体中总磷浓度保持在 0.087 mg/L 以上水平，呈逐年上

升[2]。1992-2000 年宗关断面 2-3 月总氮含量在 0.973～
1.653 mg/L，总磷含量在 0.073 7～0.196 2 mg/L[7]。与

以前相比，1990-2000 年汉江下游氮磷含量有所增

加，即使在 1992 年首次硅藻水华发生前，汉江下游的

氮磷含量已经较高，远超过总氮含量 0.2 mg/L、总磷

含量 0.02 mg/L 的富营养化水平。表明汉江中下游氮

磷含量较高、可能已经满足藻类形成水华条件。
2.4 生物条件

大型浮游甲壳动物和鲢鳙摄食对浮游植物水华

形成具有控制作用。汉江中下游 2002 年春季浮游甲

壳动物，除丹江口水库坝下较高外，其它各点均较低，

密度变动在 0.3～16.9 ind./L 之间，平均为 (3.9±4.2)
ind./L；生物量变动在 0.007～0.540 mg/L 之间，平均为

(0.140±0.127) mg/L[13]。2005 年汉江中下游鱼类种类

组成与 1976-1978 年没有变化，但经济鱼类的渔获物

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经济鱼类由草鱼、铜鱼和

长春鳊为主（占整个渔获物的 48%），变成鲤和鲫为主

（分别占渔获物的 40%和 30%），鲢、鳙等摄食浮游植

物鱼类的比例低于 2%[14]。汉江中下游春季大型甲壳

动物密度比一般水库同期低一倍以上，鲢、鳙占渔获

物的比例比一般水库（通常占 90%以上）低几十倍。表

明汉江中下游浮游甲壳动物和鲢鳙现存量极低，对浮

游植物的摄食压力很小，生物环境也有利于硅藻水华

发生。

3 硅藻水华防治对策

3.1 开展污染控制 改善水生态环境

目前汉江中下游氮磷含量已远超过富营养化水

平，营养盐含量可能已经满足藻类形成水华条件。开

展污染控制，是改善汉江水生态环境的根本办法，可

以有效防治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的发生。自 2000 年 5
月 1 日《湖北省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开始实施

以来，流域内工业点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得到有效

治理，汉江一些支流水质在 2002 年得到明显改善。

2003 年开始，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发生规模有所减

小，只在下游部分江段发生，但发生频率增高，由几年

一次到几乎每年发生。今后应结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湖北省汉江流

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加强汉江流域各类污染控

制，进一步开展工业点源污染的治理，进一步提高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实现各类污水达标排放。同时，加

强农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这也是未来汉江流域污

染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针对面源污染治理：（1）加强汉

江水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群众的环境保

护意识；（2）结合新农村建设，探索建立农村生活污水、
垃圾、人畜粪便等的管理及处理措施；（3）开展节水农

业、生态农业等农业新技术的示范和推广，通过改进

施肥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农药和化肥的施用

量。
3.2 优化监测断面和指标 提高硅藻水华预警时效

在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发生的生态条件中，拟选

取气象条件中的降雨量、气温和水文条件中的水温、
流量、流速、水位差等指标，对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发

生开展监测预警。根据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发生时间

为每年 2 月初的特点，在 11 月-次年 1 月期间，对降

雨量（汉江中下游）、气温（汉江中下游）、水温（潜江、
仙桃水文站和宗关断面）、流量（仙桃水文站）、流速

（宗关断面）、水位落差（仙桃水文站水位与长江汉口

水位差）等进行同步连续跟踪监测，以降雨量低于正

常年份同期、气温高于正常年份同期、水温高于 10 ℃[6]、
流量小于 500 m3/s[6]、流速低于 0.225 m/s[11]、水位落差

不大于 8.00 m 为预警阈值，将实时监测数据与预警

阈值进行对比，根据满足阈值条件的指标数量及程

度，对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发生的可能性提出不同级

别的预警。在对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发生预警实践的

基础上，不断优化监测断面和指标，建立汉江中下游

硅藻水华发生预警预报管理系统，提高汉江中下游硅

藻水华预警时效。
3.3 实施生态调水 避免游硅藻水华发生

生态调水是防治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发生的应

急办法。生态调水的目的是通过增大汉江中下游的流

量、流速以及汉江与长江水位落差，尽量消除汉江中

下游硅藻水华形成的水文条件，防止水华发生。根据

预警结果，在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可能发生时，应及

时采取相应的生态调水措施，避免水华发生。生态调

水包括增加丹江口水库下泄流量、增加汉江中下游干

流各梯级下泄流量、减小三峡水库同期下泄流量等途

径。引江济汉工程建成后，还可以通过该工程进行调

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以高效、经

梁开学，等 汉江中下游硅藻水华形成条件及其防治对策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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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为原则，在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效益基础上，选择一

种方式调水或多种方式联合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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