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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控制单元的襄河流域容量总量控制及水质达标对策
包琳琳，吴

楠*

(安徽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合肥

230071)

摘 要：采用乡镇行政区划与流域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襄河流域控制单元进行了划分，调查了单元内各污染
源污染指标的排放入河情况。根据控制断面的水质目标，计算了各控制区近 10 年最枯月平均流量下的水环境容量，
进而确定各控制单元污染物的削减任务量和具体减排措施。结果表明，流域主要污染源为城镇生活、畜禽养殖和种
植业，首要污染物为氨氮、总磷（Total phosphorus，TP）和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cr）。基于
襄河流域 3 个控制区，9 个控制单元的划分方案，各控制单元排污入河量均较大幅度的超过了其水环境容量。近期
削减任务量较高为下游 C 段控制区的襄河镇、六镇镇和十字镇等 3 个控制单元，为保证襄河入滁河控制断面水质
达标，其 CODcr、氨氮和总磷的削减比例要分别达到 54.6%、82.9%和 85.7%。
关键词：控制单元；水环境容量；容量总量控制；达标方案；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X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7)06108409

Pollutant total amount control technique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countermeasure
proposal to achieve water quality objectives in control unit of Xianghe river basin
BAO Linlin, WU Nan
(Anhui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Hefei 230071)

Abstract: This study divided control units for Xianghe river basin by combining the county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and watershed management.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amount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to the river in each
control unit was investigated.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ies of each control watershed were calculated under
the hydrological condition that average flow of dried-up month at the last 1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water quality
target of control sections. The pollutant reduction amount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have been pointed out
definitely based on control uni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imary pollution sources of Xianghe river basin are
urban life source, livestock and poultry source, agricultural source. The dominant pollutants are ammonia nitrogen(NH3-N), total phosphorus(TP) and 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cr). Pollution discharge into the river of
each control units greatly exceeds its water environment capacity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3 control watersheds
and 9 control units. 3 control units that Xianghe town, Liuzhen town and Shizi town in the C section control watershed have higher reduction planning of pollutant in the near future. To achieve the water quality target of river
cross section that Xianghe into the Chuhe river Estuarine, reduction rate of CODcr, NH3-N and TP need to reach
54.6%, 82.9% and 85.7%,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ontrol units;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ies; capacity total content control; achieve water quality objectives plan; Xianghe river basin
欧美国家水环境治理长期实践的成功经验表
明，水质改善的关键是将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河湖
水体功能发挥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即“水质目标管
理”。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均以“水质目标管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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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环境管理的基本政策，如美国的《清洁水法》
与最大日负荷量管理（TMDL）是按照水体功能确
定环境容量，并依据环境容量控制流域污染负荷
量[1-3]；欧洲的《欧盟水框架指令》是以水生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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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其关联的流域污染联合控制为核心[4-5]。河流水
质目标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核定环境容量，评估污染
物入湖通量，确定流域污染物限排量并提出合理的
管控措施。中国在流域水污染控制方面缺乏流域尺
度的系统科学研究，水质目标管理的技术基础不足，
多年来一直停留在设定排放目标的总量控制水平
上，普遍存在流域污染控制总量与水质改善目标脱
节、区域限排量与水环境容量不衔接等问题[6]。近
年来，我国水环境有关的研究机构、学者和管理部
门均非常关注水质目标管理的理论与技术发展，集
中在水环境监控、水质基准、总量控制、污染物削
减、环境经济政策和相关水质模拟模型的应用等方
面[7-13]。通过有关规划和政策的影响，有效的推动
了我国水环境管理的技术基础由目标总量控制向基
于流域控制单元水质目标的容量总量控制技术的转
变。
容量总量控制是把控制单元允许排放的污染物
总量控制在受纳水体设定环境功能所确定的水质标
准范围内，通过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直接确定水体
纳污总量[14]。控制单元是具有经济管辖权和较为完
整的社会、人口、环境和资源等相关资料的客观实
体，是进行水污染控制和管理的基本单元[15]。划分
控制单元的主要目的是使复杂的流域水环境问题分
解到各控制单元内[16]，使得具体的流域水环境管理
措施和政策能够有效实施和落实，从而实现流域水
环境质量改善[17]。
襄河流域近 30 年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污
染因素不断增多，襄河干流（黄栗树水库以下段）
现状水质总体处于Ⅳ~劣Ⅴ类（执行《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
》 [18]Ⅲ类）。“十一五”以
来，虽然全椒县采取了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源治理、
达标排放及加强环境监督管理等多方面的措施，但
是水质改善的总体效果不甚明显。2015 年 4 月国务
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 “水十
[19]
条”） 明确提出对全国重点流域实施分流域、分
区域、分阶段科学治理的要求。同时要求“强化环境
质量目标管理。明确各类水体水质保护目标，逐一
排查达标状况。未达到水质目标要求的地区要制定
达标方案”。因此，迫切需要有效地划分襄河流域水
污染治理单元（控制单元），进而针对不同单元的水
污染问题，精细化、差异化地制定水污染防治策略。
由于受国家体制、空间尺度和管理方式等诸多
要素的影响，致使对控制单元的内涵、划分目的、
指标体系和结果验证等方面的认识不同，行业内还
没有统一的控制单元划分方法[20-22]。根据不同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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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和划分依据，目前国内外控制单元的划分主
要有基于水文单元[20,23-24]、水生态区[25-27,14-15]和行政
区[28-30]的 3 种划分方法[16]。为了有效明确流域水环
境管理责任主体，方便把目标和任务分配落实，控
制单元划分需要将行政区与流域进行有效衔接[31]。
本研究即采用行政区与流域相结合的方式，划分了
影响襄河控制断面水质的污染控制单元。根据单元
内各类污染源排放情况以及水环境现状，研究污染
物的输移过程，构建了“控制断面—控制河段—控制
流域—控制单元”的水陆响应关系；根据《全国水环
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32]，采用一维模型计算襄河
流域各控制区的水环境容量（水体纳污容量）
，确定
在控制断面水质连续达标的条件下各控制单元污染
物的削减量，制定水质达标方案，为襄河全流域开
展污染源控制与污染物减排提供技术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襄河发源于滁州市南谯区章广镇江淮分水岭部
山麓，向东南贯穿全椒县境内入滁河，总长度为 74.1
km 。 流 域 介 于 32°0′N ～ 32°19′N ， 117°55′E ～
118°22′E，流域面积 807.1 km2。源头建有大（Ⅱ）
型黄栗树水库，控制面积 262.0 km2，黄栗树水库以
下，东南向流经全椒县石沛、六镇和襄河等镇，其
间穿越 312 国道、宁西铁路，横跨县城区，于十字
镇汊河西流入滁河。襄河左岸支流有沛河、新龙河，
右岸有赵店河、东王河汇入。流域地貌特征自源头
向下游依次分为山区、丘陵区和圩区，年径流深分
别为 378.35、324.30 和 270.25 mm。流域多年平均
降雨量为 1 081 mm，蒸发量为 1 108 mm，气温
14.0～15.6℃，湿度 75%，日照时数 2 174 h。主要
植被类型为水田、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灌木林、
针阔混交林和旱地等。流域内土壤类型以水稻土居
多，其次为黄棕壤、石灰岩土以及黄褐土。
襄河承担了饮用水源、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及
排污受纳水体的功能。根据《安徽省水环境功能区
划》[33]，黄栗树水库坝上为源头保护区，水质执行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18]Ⅱ类水
标准，坝下至入滁河口为开发利用区，执行Ⅲ类水
标准。襄河流域工业废水、城乡生活污水、畜禽养
殖污染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日益严重，2016 年
3 月 24—26 日，通过对襄河干流和 4 条一级支流的
水质现状监测和评价，黄栗树水库坝上为Ⅲ类水，
坝下襄河干流和一级支流总体为Ⅳ—劣Ⅴ类水，整
个流域已无水环境容量。依据各项指标的超标率和
超标倍数，确定襄河流域的首要污染物为：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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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磷和化学需氧量（CODcr）。目前急需将污染物排
放总量进行合理有效地控制，从而达到襄河流域水
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2

研究方法

2.1 控制单元划分方法
为充分体现流域水环境管理与水资源自然汇水
规律、水体污染汇水特征和行政区管理的有效衔接，
控制单元的划分需遵循流域全覆盖原则、行政区完
整性原则、水系完整性原则和以水定陆原则
等[16-17,20,29]，采用行政区与汇水单元相结合的控制
单元划分方法。首先，基于数字高程模型（DEM）
数据，采用 ArcGIS Hydrology 水文分析工具，使用
襄河已有水系作为汇流线的方法，使提取的集水区
的形状更符合实际水系特征，结合水文资料和水资
源分区数据，以襄河入滁河口为汇流点，生成研究
流域集水区范围。其次，通过叠加控制断面位置、
已有水系图、排污数据、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等数
据，将满足控制单元划分基本原则的区域初步划分
为一个汇水单元（控制流域）。在此基础上，结合管
理经验、实地验证等，经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并与
流域水环境管理部门进行对接，根据专家和相关管
理部门意见，对汇水单元（控制流域）做出调整、
完善，在优先考虑汇水范围内水系完整性的前提下，
建立能够体现现阶段污染源排放与水体水质的输入
响应关系的汇水单元（控制流域）。然后，将汇水单
元（控制流域）与流域内乡镇行政区划数据通过叠
加分析生成控制单元，控制单元边界完全与其所包
含的乡镇边界重叠。最后，对生成的控制单元进行
校核调整，剔除汇水单元（控制流域）内部分面积
极小，分布偏远的乡镇。至此得到的控制单元划分
结果需要与地方对接、专家论证，如果满足流域水
生态环境管理目标，则作为最终划分结果，否则还
需要进一步校核调整。调整的主要依据为各乡镇的
排污去向以及汇水情况，需要结合具体乡镇的污染
源分布、镇区位置、土地利用状况等综合因素确定
汇水情况，并将其反馈至识别汇水单元过程中，使
得最终划分的控制单元更趋合理。
2.2 污染源排放现状调查
按污染源类型，分为工业污染源、城镇生活源、
农村生活源、畜禽养殖源、种植业源和城市径流共
6 类。分析调查各控制单元氨氮、总磷和 CODcr
（chemial oxygen demand） 3 项首要污染物的排放
量和入河量。
基于 2015 年全椒县和南谯区的环境统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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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34-35]，定位各控制单元内工业企业排污口的位置，
累加计算各控制单元工业污染源 CODcr 和氨氮的年
排放量（忽略总磷排放）
。
城镇生活污水污染源依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36]中三区第 4 类
滁州市对应值，城镇居民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150
L·人-1·d-1，按照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产生量核
算，其中 CODcr 为 55 g·人-1·d-1，氨氮为 7.3 g·人-1·d-1，
总磷为 0.63 g·人-1·d-1。控制单元内城镇人口数量根
据《全椒县统计年鉴（2015）
》[37]和《南谯区统计年
鉴（2015）》 [38]涉及乡镇（仅统计镇区范围处于相
应控制单元边界内部的，经查看有石沛镇、十字镇、
襄河镇、六镇镇和腰铺镇 5 个镇）的常住城镇人口
进行计算（假设常住城镇人口全部集中在镇区范
围）
。
襄河流域内仅建有 1 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全
椒县城镇污水处理厂）
，出水排入襄河干流，日处理
-1
污水规模 2.5 万 t·d ，收水范围为全椒县襄河镇城镇
人口废水排放量的 60%，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39]的一级
B 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源依据《安徽省行业用水定
额（DB34/T 679-2014）》 [40]，全椒县和南谯区农村
生活污水排放量 80 L·人-1·d-1，污染物排放量按照
CODcr 为 16.4 g·人-1·d-1，氨氮为 4.0 g·人-1·d-1，总磷
为 0.44 g·人-1·d-1 计算。控制单元内农业人口数量根
据《全椒县统计年鉴（2015）》[37]和《南谯区统计
年鉴（2015）》[38]涉及乡镇的常住农业人口与该控
制单元面积占相应镇域面积比例的乘积进行计算
（假设农业人口在镇域空间上均匀分布）。
全椒县和南谯区畜禽养殖业基本以传统养殖方
式为主，规模化程度很低，干粪多数堆肥还田利用，
尿液和冲洗废水中的污染物基本未经处理，随地表
径流进入水体，按非点源污染进行测算。根据全椒
县和南谯区农委提供的资料，经过实地调查确认，
确定各控制单元内的养殖企业或场（户）的养殖种
类，存栏规模和粪污处理方式。首先，将各控制单
元内畜禽养殖种类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596-2001）》[41]，换算成猪当量。再根据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
手册》[42]，单位猪当量产污 CODcr 50 g·头-1·d-1，氨
氮 10 g·头-1·d-1，总磷 3 g·头-1·d-1。约 60%的畜禽养
殖废物回收利用，按污染物产生量的 40%计算排放
量。
种植业污染源依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
业污染源肥料流失系数手册》[43]，农田的 CODcr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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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系数为 10 kg·亩-1·a-1，氨氮 2 kg·亩-1·a-1，总磷 0.12
kg·亩-1·a-1。考虑到全椒县及周边降水等气候因素，
污染物面源流失强度相对较大，故修正系数取 0.6。
各控制单元耕地面积根据 2014 年末全椒县和南谯
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比例尺为 1:1 万），筛选其中
地类名称为水田、水浇地、旱地、果园、茶园和其
他园地等地类，叠加控制单元边界后经 GIS 统计得
到。
城市径流污染源依据《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
术指南》[32]，对县城区城市径流排污系数采用年降
雨径流事件平均浓度参考值：淮河以南区域——综
合径流系数 0.5，浓度值 CODcr 32 mg·L-1，氨氮 1.9
mg·L-1，总磷 0.3 mg·L-1。再结合多年平均降水量和
县城区面积计算县城区所在的控制单元（襄河镇）
城市径流污染排放总量。县城区面积根据 2014 年末
全椒县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比例尺为 1:1 万）筛选
地类后经 GIS 统计得到。
襄河流域工业污染源和城镇生活源排污口均设
在河岸，污水直排入河，入河系数取 1.0。农村生活
源为非点源，排污较为分散，径流过程截留较多，
故入河系数取 0.5；畜禽养殖源虽为非点源，但通过
实地调查发现多数养殖场沿河沟布设，综合考虑入
河系数取 0.70；种植业源无固定的“排污口”，径流
过程涉及的截留因子多，入河系数取 0.20。城市径
流源入河过程主要经过硬化地表，入河系数取 1.0。
2.3 水环境容量模型及参数率定
本研究涉及的水环境容量特指水体环境在一定
规划设计条件下可以控制和分配的最大允许纳污
量[44]，即在给定的水域范围、水质目标、水文条件
和排污口位置及排放方式前提下，该水域所能容纳
的污染物最大量，随条件变化而变化。
目前，水环境容量的计算方法主要分确定性方
法和不确定性方法两大类。（1）确定性方法以机理
性水质模型为主要工具，主要包括解析公式法[45-47]、
模型试错法[48-50]和模拟优化法[51-54]，不确定性因素
通过限制性条件引入，表达对安全及控制风险的要

Table 1
指标 Index

求，计算结果为定值。（2）不确定性方法从不确定
性角度分析与计算某种可信度水平下的水环境容量
或容量的取值范围，其中以确定性模型为基础的水
质随机过程方法、随机微分方程模型法和灰色（参
数）水质规划法，由于区间取值对分配的限制和数
学处理的复杂性等原因，应用并不广泛[55]。
根据本研究需求，采用确定性方法中的解析公
式法。按照污染物降解机理，水环境容量 W（kg·d-1）
可划分为稀释容量 W 稀释和自净容量 W 自净两部分，
即：
W=W 稀释+ W 自净
（1）
稀释容量是指在给定水域的来水污染物浓度低
于出水水质目标时，依靠稀释作用达到水质目标所
能承纳的污染物量；自净容量是指由于沉降、生化、
吸附等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给定水域达到水质
目标所能自净的污染物量。
W 稀释=86.4×（C–Cs）×Qs
（2）
式中：C 为控制断面执行的水质标准（mg·L-1）；
QS 为河段的流量（m3·s-1）；CS 为河段的背景浓度
（mg·L-1）。
根据《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32]，结
合襄河水文特征，选用一维水环境容量模型计算襄
河各控制流域自净环境容量。河流一维水环境模型
由河段和节点两部分组成，节点指河流排污口、取
水口和干支流汇合口等造成河道流量发生突变的
点，水量与污染物在节点前后满足物质平衡规律（忽
略混合过程中物质变化的化学和生物影响）。河段指
河流被节点分成的若干段，每个河段内污染物的自
净规律符合一阶反应规律。
W 自净=Cz×Qs
（3）



 kx




Cz  C0  e  864000u 

（4）

式中：C0 为边界水质浓度值（mg·L-1），k 水质
综合衰减系数（d-1）；x 为河段长度（m）；u 为流速
（m·s-1）。

表 1 污染指标综合衰减系数
Attenuation coefficients of pollutant indexes
CODcr
氨氮 Ammonia nitrogen

d-1
TP

河流 Rivers

0.08

0.09

0.03

湖泊（水库）Lake (Reservoir)

0.005

0.007

0.003

由于襄河流域无常规水文监测站点，本研究利
用近 10 年降雨量，结合地形参数、土地利用、土壤
类型和土壤侵蚀等数据的测算近 10 年最枯月平均流

量，作为环境容量计算的设计水文条件。根据连续 3
天对襄河控制断面水文、水质的监测结果，采用试
错法对模型参数进行率定，得到 3 种主要污染物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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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衰减系数 k（参见表 1）
。

3

结果与分析

3.1 控制单元划分方案
划分襄河流域的控制单元首先需要识别汇水单
元（控制流域），而其关键前提是控制断面的选取，
控制断面一般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流域水污染分布
特征及变化规律，其选取需要综合考虑流域水文特
征、污染源分布、水功能区划和社会经济状况等诸
多因素。文献[17，26，30]对控制断面的选取技术
进行了探讨，本文不再赘述。本研究选取了襄河干

Table 2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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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上的黄栗树水库（襄河入水库）、塘张村（石沛镇
与六镇镇交界）和三汊河（襄河入滁河口）3 个控
制断面，由此生成相应的 3 个互不嵌套、互不叠加
的汇水单元（控制流域）
。
采用叠加分析方法，遵循上文行政区与汇水单
元相结合生成控制单元的原则，将汇水单元（控制
流域）与乡镇区划进行叠加分析，得到每个汇水单
元（控制流域）所包含的乡镇。进一步将这些乡镇
的行政区划进行合并，得到以乡镇行政区划为边界
的控制单元范围。襄河流域共划分为 3 个控制区、9
个控制单元（见表 2 和图 1）。

表 2 襄河流域控制单元划分方案
Zoning scheme of control units in Xianghe river basin

控制断面
Control sections

控制流域
Control
watersheds

控制单元
Control units

黄栗树水库（襄河入水库）
Huangshushu reservoirs
(Xianghe river in reserviors)

A 段控制区

章广镇控制单元

塘张村（石沛镇与六镇镇交界）
Tangzhang village (junction of Shipei
town and Liuzhen town )

施集镇控制单元

南谯区

105.5

B 段控制区

马厂镇控制单元

全椒县

15.3

三汊河（襄河入滁河口）
Sancha river (Xianghe river
in Chuhe river)

C 段控制区

所属县区
Counties

面积/ km2
Area

南谯区

62.3

石沛镇控制单元

全椒县

177.4

六镇镇控制单元

全椒县

141.8

襄河镇控制单元

全椒县

125.4

十字镇控制单元

全椒县

132.1

武岗镇控制单元

全椒县

17.1

腰铺镇控制单元

南谯区

19.4

图 1 襄河流域控制单元划分
Figure 1 Zoning scheme of control units in Xianghe river basin

3.2 主要污染物入河量
采用上述对各类污染源的水环境污染物排放量

水功能区划
Water function zonings
一级
二级
First level
Second level
保护区

河流源头保护区

开发利用区

农业用水区

的调查方法和系数，开展了流域污染源调查。分别
按污染源类型和控制单元统计了 2015 年入河污染
物排放量和排放比例，具体结果见表 3 和表 4。
由于全椒县城老城区多数仍采用雨污合流模
式，部分区域因管道老化等原因造成污水未能完全
收集、处理，存在城市雨污管网混接问题，乡镇镇
区污水管网收集率低；畜禽养殖市场波动大，企业
或养殖户的环境治理设施缺乏，畜禽尿液和冲洗废
水直排现象普遍；耕地氮肥施用强度大（约为 549
kg·hm-²），有机肥施用比例低，农业面源污染突出
等原因，襄河流域主要污染源为城镇生活、畜禽养
殖和种植业。其中，襄河流域入河 CODcr 主要来自
城镇生活源，占 CODcr 入河总量的 26.1%，其次为
畜禽养殖源和种植业源，分别占 24.5%和 19.9%；
入河氨氮主要来自畜禽养殖源，占入河总量的
30.1%，其次是种植业源和城镇生活源，分别占
24.4%和 24.0%。入河总磷主要来自畜禽养殖源，占
入河总量的 62.3%。
从各控制单元主要污染物入河量看（表 4），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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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自上往下污染负荷总量逐渐增加，污染物入
河量主要集中在下游“C 段控制区”内的襄河镇、六
镇镇和十字镇 3 个控制单元。扣除控制单元面积因

素后，污染物入河排放强度也是上述 3 个控制单元
居高，成为襄河流域水环境整治、控制断面达标的
重点控制单元。

表 3 2015 年襄河流域各污染源主要污染物入河量
Table 3 Pollutant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to the river in Xianghe river basin in the year of 2015
CODcr/t·a-1
总磷/t·a-1
污染源类型
氨氮/t·a-1
占比/%
占比/%
Chemical
Ammonia
Total
Pollutant
Proportion
Proportion
Oxygen demand
nitrogen
phosphorus
source type
工业污染源
717.6
17.1
21.0
3.1
—
Industrial source
城镇生活源
1 091.8
26.1
163.9
24.0
13.4
Urban life source
农村生活源
518.1
12.4
126.4
18.5
13.9
Rural life source
畜禽养殖源
1 027.3
24.5
205.5
30.1
61.6
Livestock and poultry source
种植业源
832.9
19.9
166.6
24.4
10.0
Agricultural source
城市径流
0.5
0.0
0.0
0.0
0.0
Urban runoff source
4 188.2
100.0
683.3
100.0
98.9
合计 Total

Table 4
控制流域
Control watershed
A 段控制区
Segment A

占比/%
Proportion
—
13.5
14.1
62.3
10.1
0.0
100.0

表 4 2015 年襄河流域各控制单元主要污染物入河量
Pollutant into the river based on control units in Xianghe river basin in the year of 2015
CODcr/ t·a-1
占比/%
CODcr 排放强度/ t·km-2
控制单元
Proporti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CODcr
Control unit

B 段控制区
Segment B

C 段控制区
Segment C

章广镇

191.0

4.6

3.1

石沛镇

365.2

8.7

2.1

马厂镇

48.1

1.1

3.1

施集镇

253.3

6.0

2.4

六镇镇

760.9

18.2

5.4

襄河镇

1 814.2

43.3

14.5

十字镇

653.5

15.6

4.9

武岗镇

59.6

1.4

3.5

腰铺镇

42.4

1.0

2.2

4 188.2

100

5.3

合计 Total
氨氮 r/ t·a-1
Ammonia Nitrogen
35.6

占比/%
Proportion
5.2

氨氮排放强度/ t·km-2
Emission intensity of NH3-N
57.1

73.3

10.7

41.3

总磷 r/ t·a-1
Total Phosphorus
6.3
10.1

占比/%
Proportion
6.4

总磷排放强度/ t·km-2
Emission intensity of TP
10.1

10.2

5.7

9.6

1.4

62.7

1.7

1.7

11.1

47.8

7.0

45.3

6.6

6.7

6.3

153.2

22.4

108.0

30.9

31.2

21.8

245.4

35.9

195.7

25.1

25.4

20.0

102.0

14.9

77.2

16.8

17.0

12.7

9.0

1.3

52.6

0.8

0.8

4.7

1.1

37.6

0.6

85.8

98.9

7.3
683.3

100

0.6
100

3.1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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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units

A 段控制区
Segment A

章广镇

C 段控制区
Segmen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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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襄河流域各控制单元水环境容量和削减量
The environmental capacity of water and pollutant reductions based on control units in Xianghe river basin

控制流域
Control
watershed

B 段控制区
Segment B

徽

纳污能力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y/t·a-1
氨氮
总磷
CODcr
Ammonia nitrogen
TP
187.6

11.4

1.2

443.8

28.2

8.3

石沛镇
马厂镇

CODcr

削减量 Reduction/t·a-1
氨氮
Ammonia nitrogen

总磷
TP

3.4

24.2

5.1

122.1

57.5

5.5

16.1

7.5

0.9

施集镇

84.7

37.5

3.6

六镇镇

415.4

127.0

26.5

990.4

203.4

21.5

356.8

84.5

14.4

襄河镇
十字镇

1 512.4

88.5

10.5

武岗镇

32.5

7.5

0.7

腰铺镇

23.1

6.1

0.5

2 044.4

555.1

78.9

合计 Total

2 143.8

128.1

3.3 水环境容量核定及控制单元减排量
按照上述水环境容量模型，采用近 10 年最枯月
平均流量作为水文条件，结合控制断面的水质达标
要求，对襄河流域分 3 段控制区计算其纳污能力（水
环境容量）
，结果见表 5，由表 5 可知纳污能力（水
环境容量）同样也是呈现出自上往下逐渐增加的规
律，扣除控制区面积因素，CODcr 和氨氮的“纳污强
度”在 A 段和 C 段控制区较强，B 段控制区较弱；总
磷的“纳污强度”则是 B 段和 C 段控制区较强，A
段较弱。
结合流域规划、上下游关系、水质评价和污染
源调查结果和混合区范围等因素，进行纳污能力（水
环境容量）合理性分析，分析可利用的水环境容量，
应结合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评价和污染源调查分析，
建立污染源与水质目标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进行
参数的校核和反馈调整，核定控制单元内允许纳污
量。本次计算得到 2020 年 CODcr 的环境容量为 2
143.8 t，实际 2015 年入河量为 4 188.2 t，氨氮的环
境容量为 128.1 t，实际入河量为 683.3 t，总磷的环
境容量为 20.0 t，实际入河量为 98.9 t，3 项指标的
实际入河量均超过水环境容量。由襄河干流三汊河
监测断面（襄河入滁河口）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 18 次水质监测数据来看，CODcr 总体为
Ⅴ类，氨氮总体为劣Ⅴ类，总磷为Ⅳ类，均大大超
过Ⅲ类水质标准。由此可知，襄河水环境容量、污
染物入河量与水质现状基本吻合，说明本次水环境
容量的计算基本合理。
为了确保襄河干流在 2020 年达到Ⅲ类水质标
准，对控制单元要实施污染物减排。根据各控制单
元主要污染物入河量占相应控制区总量的比例，对

20.0

各控制区的纳污能力进行控制单元上的分配。各控
制单元主要污染物入河量超过纳污能力的部分，就
是削减任务量（见表 5）
。C 段控制区的襄河镇、六
镇镇和十字镇等 3 个控制单元主要污染物的削减任
务量最大，CODcr、氨氮和总磷的削减比例分别达
到 54.6%、82.9%和 85.7%。

4

对策措施

近期（2017 年底前）将重点组织实施工业集聚
区污水集中处置、城镇生活污水治理及配套管网建
设、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种植
业面源污染防治和河道生态修复 5 大类工程，共 28
个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28.29 亿元。如以上工程项
目按计划完成，可以基本满足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
预计使襄河水质按期达到Ⅲ类水水质标准要求。具
体任务包括：
（1）针对 C 段控制区襄河镇控制单元内的 6
个工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建设 3 个污水处理厂对
其产生的工业废水进行处理。扩充全椒县污水处理
厂收水范围并进行尾水提标改造工程，积极推进全
椒县污水处理厂二期主体工程及管网建设。对老旧
县城区、城乡结合部污水排放系统进行全面梳理，
开展雨污管网改造、污水截留工程。实施全椒县老
垃圾填埋场的封场整治工程。该项预计削减 CODcr
1 156.23 t·a-1，氨氮 120.18 t·a-1，总磷 8.03 t·a-1。
（2）全面实施襄河流域乡镇镇区污水处理工程
建设，其中 C 段控制区的六镇镇和十字镇镇区生活
污水处理需要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
》[39]一级 A 标准。按“雨污分流”
的要求完善镇区配套收水管网（特别是入户支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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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负荷
率。建立稳定有效的长效保障机制，确保已建污水
处理站的运行效益。该项预计削减 CODcr 459.30
t·a-1，氨氮 88.54 t·a-1，总磷 6.82 t·a-1。
（3）限期关闭或拆除流域“禁养区”内的 16 家
畜禽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对流域内 44 家规模化畜
禽养殖企业限期要求建设废水处理设施，实施粪便
综合利用工程。对 28 家非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建设沼
气净化工程，推广“猪—沼—鱼（果、菜）”的生态
养殖模式。建设 20 个生猪和 10 个家禽标准化养殖
场（小区），整合 C 段控制区约 80%的家庭散养户。
该项预计削减 CODcr1 146.51 t·a-1，氨氮 227.79 t·a-1，
总磷 70.43 t·a-1。
（4）在襄河全流域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精准施
肥、生物防治病虫害等先进适用农业生产技术，组
织推广使用高效、低毒和低残留农药，制定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办法。
在 C 段控制区大力推广“以
地定畜、种养结合”模式，提高农作物有机肥的施用
比例。在水稻种植区推广水稻节水灌溉技术。
（5）对襄河流域内水质较差的赵店河、新龙河
2 条支流实行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主要包括控源截
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

5

[3]

[4]

[5]

[6]

[7]
[8]

[9]

[10]

讨论

本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有待进一步完善：
（1）本研究采用乡镇行政区与控制流域叠加分
析方式确定控制单元的边界，方法相对简单，但由
于行政边界与流域边界不完全匹配的原因，结果存
在部分控制单元边界分离的现象。考虑到控制单元
污染源调查和后期环境管理的可操作性，将控制流
域界限按照涉及乡镇做了适当的归并和调整，同时，
对控制流域内面积极小的偏远乡镇斑块进行剔除。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控制单元边界的准确度，进
而降低了环境容量和减排量的核算精度。
（2）进行控制单元污染物排放量的调查，由于
一些控制单元仅占乡（镇）域的部分，在农村生活
污水和种植业污染量测算时，仅能对全乡镇的统计
数据按照相应的面积比例进行折算。另污染源入河
系数的设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应结合径流小区实
测数据进行必要的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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