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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沟蓄排工程对水体中氮磷浓度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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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大沟蓄排水对农田地表水和地下水水体污染的缓解和控制作用，选取车辙沟不同断面的氮磷含量
进行观测，分析了不同降雨量和施肥量对氮磷变化的影响，开展了不同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比较了 2 个观测年份氮磷
含量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
（1）地表水中 TN 浓度整体随降雨量的增大而升高；降雨充足时地下水中 TN 及 NO3--N
对施肥响应较为明显。
（2）地表水 pH 变化与氮素含量有一定联系，TN、NO3--N 和 NO2--N 间的相关性非常好；地下
（3）大沟蓄水工
水中 pH、水温与氮磷的相关性较弱，NH4+-N 与 NO3--N 的转化难度较大，但与 TP 线性关系较强。
程能有效减缓在施肥过程中地表水磷素的流失，对降低汛期地下水中 TN 浓度也有积极的影响，另外一定程度上造成
地下水中磷素的升高，在推广区的不同农业耕作灌溉时期要注意对总磷排放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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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N and P concentration change under the main ditches storage
and drainag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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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lleviated influence on the pollution of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in
farmland by the impoundment of main ditchs, 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contents at different sections of Chezhegou had been observed, the impact of fertilization and precipitation in different months on the change process of
N and P concentrations was analyzed,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different indexes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N concentration in surface water increased with rainfall, TN and NO3--N concentrations
in groundwater had an obvious response with fertilization proces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dequate rainfall. (2) In
surface water, pH and nitrogen content existed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hile TN, NO3--N and NO2--N had a good
correlation. In contrast, pH and temperature had a weak correlation with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groundwater,
and NH4+-N had a difficult conversation with NO3--N but a strong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P. (3) The main
ditches storage and drainage project could alleviate phosphorus loss effectively, whil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reducing TN concentration in underwater in flood season. On the other hand, it had given a rise to phosphorus concentration in groundwater for a certain extent, so controlling TP discharg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during different farming and irrigation time in promotion area.
Key words: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llution; rainfall; fertilization
非点源污染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重要污
染类型，在我国非点源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1-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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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巢湖和滇池等重要湖泊，水体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富营养化现象，其污染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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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点源中氮、磷等营养元素[3-4]。氮、磷作为非点源
污染的重要营养元素，其迁移转化规律和形成机理
是模拟、评价、监测和治理的理论基础[5]。而农业
方面污染对非点源污染的贡献占较大比重。随着我
国农业灌排面积不断增加，水资源利用率却并不高
效，平原地面坡度小，没有大的蓄水载体，地表水
的利用主要依靠对沿淮湖泊、河道和大沟的拦蓄，
地表径流利用率较低，造成地表径流过分流失、地
下水过度排泄及地下水位下降[6]。天然植被由于水
分的缺失而逐渐衰亡，造成水土流失、地下水矿化
度增加，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另一方面，传统的农
田排水起到了防御涝渍盐碱灾害，改善中低产田的
作用，但同时也是农业非点源污染物进入水体的主
要传输途径，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环境产生极为不利
的影响，包括排水中的沉积物和化学物质对水体的
污染，以及咸排水产生的危害[7]。
农田氮、磷流失的物质基础是土壤中作物没有
吸收利用的养分或施入田间的氮磷肥料，而其迁移
动力与载体是农田水分运动[8]，但不同形态的氮、
磷元素的迁移流失具有各自的特点[9]。王超等[10]、
宋科等 [11] 利用土柱试验研究氮磷污染物在水稻土
壤中的输移，发现硝态氮在土柱中随水分迁移较快，
而氨氮迁移较慢；Liu 等[12]研究表明在有利于氨氮
挥发的环境中，氨氮挥发比例占到施氮量的 15%～
40%。
大沟蓄水与农田水资源调控技术是利用现有农
田排水沟系，通过在排水大沟中建设控制性工程合
理拦蓄当地降雨径流，适度抬高农田地下水位，进
行农田水资源调控，同时大沟蓄水，对于缓解改善
农田排水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质污染有着积极的
作用[13-14]。研究大沟控制工程在蓄水、排涝过程中
农田排水、地表水源及地下水位变化所产生的水体
中的氮磷浓度变化影响，有利于大沟蓄排水工程的
进一步推广开展，对于控制改善农业非点源污染问
题也起到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根据大沟蓄水技术推广区所在地的选择，本次
研究地点为安徽省淮北中部利辛县境内。淮北地区
地面坡度小，没有大的蓄水载体，地表水利用主要
依靠对沿淮湖泊、河道和大沟的拦蓄，地表径流利
用率较低。由于在除涝治理中没有考虑到蓄水灌溉
问题，大沟普遍缺乏控制工程，造成地表径流过分
流失、地下水过度排泄及地下水位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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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沟蓄水工程项目推广区包括利辛县的春店、
江集、西潘楼 3 个乡镇的车辙沟和西红丝沟蓄水控
制区，蓄水控制区域面积约 80 km2，耕地面积 8.0
万亩左右。推广区土壤主要为砂姜黑土，主要粮食
作物有小麦、玉米和大豆；油料作物有花生、芝麻
等。少部分农田灌溉依靠散布在蓄水大沟沿线的小
型移动抽水站点抽引地表水进行灌溉；大部分农田
依赖井灌，汲取井水对接塑料软管进行手持喷洒灌。
西红丝沟、车辙沟和驻马沟由北向南均汇入阜蒙新
河，沟深 2.5～5.0 m，上口宽 20～25 m，底宽 5 m
左右。大沟下游均建有节制闸作为控制工程，其中
车辙沟上游建有滚水坝一座，相邻大沟间距 1.0～
1.5 km。
1.2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
从 2007 年 5 月开始，大沟控制工程按照推广技
术要求控制运用，并同时对大沟水位、地下水位等
指标进行定期观测。大沟节制闸在非汛期进行关闸
蓄水；汛期根据天气预报、雨情变化趋势和当地区
域性水情变化以及外排水条件，适当限制水位，进
行适度排水。在整个排水过程中，保证农田排水指
标，即在 1 次暴雨过程中，允许农田地面积水在 24
h 之内排除，农田地下水位在雨后 3 d 通过排水、潜
水蒸发或其他排泄方式能够达到距地表 0.5 m，同时
允许蓄水控制区域内其他可能的蓄水载体（如水稻
田、超标准的中小沟、低洼地及村内沟塘等）进行
蓄水。在暴雨形成的洪峰过闸之后，根据控制区域
来水趋势，准确判断并及时降低闸门位置，以保持
雨后大沟的蓄水水位。
测定项目和分析方法：选取大沟不同断面（中
部、北部及南部断面）的水质及周边农田分布的地
下水井，每月定期取水，每个取样点采集两份水体
样品，测量并分析水体指标。
降雨资料通过区域内雨量站实测获得，其他气
象、水文资料等不足部分通过利辛县水利局、气象
站或相关水文站查阅。分析指标主要有水位、水温、
pH、包括总氮（total nitrogen，TN）、总磷（total
phosphorus，TP）、硝态氮（Nitrate-N，NO3--N）、
氨态氮（Ammonium-N，NH4+-N）、亚硝氮（Nitrite-N，
NO2--N）和溶解性磷酸盐（SRP）等。各指标的分
析测试方法为 TN 使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
光度法（GB11894-89）；NH4+-N 使用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NO3--N 使用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NO2--N
选用 N-(1-萘基)-乙二胺光度法；TP 使用过硫酸钾
氧化-钼蓝比色法；可溶性磷酸盐的测定采用钼锑抗
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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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大沟中地表水的氮素变化规律
地表径流是稻田氮磷元素流失的主要途径，其
中氮肥的径流损失是造成地表水体氮素富集的主要
原因之一[15]。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降雨强度、
降雨施肥间隔和地表径流等是影响农业非点源污染
的主要因素[16-18]。降雨是产生径流的先决条件，降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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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直接影响径流量的大小[19-20]，在其他各因素相
同的前提下，氮磷养分的径流输出量与降雨量成正
比，雨强越大，降雨时间越长，氮磷元素流失越大，
对水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潜在风险就越大[21]。
结合 2014 年不同月份的降雨量数据以及施肥
量数据，采集大沟内地表水，进行相关指标的分析
测试，以车辙沟南部断面（CZG-D）为例，TN、
NH4+-N、NO3--N 浓度变化趋势如图 1a、1b 所示。

图 1 2014 年不同降雨量和施肥量下 CZD-D 断面地表水氮素浓度变化
Th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of nitrogen under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and precipitation at section CZD-D in 2014

2.1.1 不同降雨量条件对大沟内地表水中氮素浓度
变化的影响 从图 1a 中看出，4 月 TN 浓度出现最
低值为 0.203 mg·L-1。从 5 月份到 8 月份，TN 含量
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可能的原因是从 5 月
开始，随着降雨的持续，温度的升高，微生物活跃
性增强[22]，分解水体中有机氮使得 TN 含量下降，
但同时降雨冲刷土壤表层，使得大沟一侧农田表层
土壤颗粒分散，释放出一定量的氮元素，随地表径
流进入大沟中，使得 TN 含量保持平稳。8、9 月份
降雨量较大，TN 浓度迅速上升，在 10 月达到最高
值 1.74 mg·L-1。由此可见，随着降雨量的不断增大，
大沟内地表水中 TN 浓度整体表现是随之升高的，
表明地表径流中携带的氮素总量远远超过微生物的
分解作用，且这个过程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
大沟内 NH4+-N 浓度自 4 月份以来逐渐升高，
而 NO3--N 浓度始终较低。进入 8、9 月份后，随着
降雨量逐渐增大，NO3--N 浓度迅速增加，而 NH4+-N
浓度有所下降，分析原因在于 NH4+-N 带正电荷，
被带负电荷的土壤颗粒和胶体强烈吸附并聚集于土
壤之中，而不易被同带负电荷的土壤颗粒和胶体吸
附的 NO3--N，则主要以质流的方式向径流水体迁移
流失，之后不断累积。
2.1.2 施肥对大沟内地表水中氮素浓度变化的影响
推广区农田施肥主要包括复合肥和尿素两类，
具体施肥情况见表 1。施肥量处于正常水平，且施

肥时间较为集中。
图 1b 中可以看出，2014 年 3 月小麦追肥量在
75～112.5 kg·hm-2，虽然施肥量较少，但沟内 TN 浓
度值较高。6 月与 7 月有两次施肥过程，TN 浓度维
持在 0.55 mg·L-1 左右，并未出现较大增长。而 9 月
底 10 月初对玉米的施肥过程，TN 浓度随之迅速上
升。
3 月份的小麦追肥后，NH4+-N 浓度迅速降低，
一方面由于农田中作物及土壤对 NH4+-N 吸收、吸
附作用明显，NH4+-N 浓度在农田内水分中与大沟内
水中行程浓度梯度差值，大沟水分反补于农田水中；
另一方面由于 NH4+-N 不稳定，在地表水中由溶解
氧等因素作用下转化成 NO3--N 等其他形态的氮素。
9 月降雨量增大且较为集中，地表水中高浓度的
NH4+-N 增加了液相和气相的浓度差，加之自身易于
挥发的性质，NH4+-N 浓度反而在 10 月初的观测中
出现下降的情况。
在施肥过程中 NO3--N 随着总氮及氨氮的升高
有所提升。在 10 月份 NO3--N 浓度迅速上升，并且
对 TN 浓度贡献大于 NH4+-N，认为在此时期内
NO3--N 浓度也可以作为反映大沟内地表水氮素变
化的表征值。
2.2 农田周边地下水水中氮素浓度变化规律
农田地下水水质变化会显著受到田间氮磷下渗
的影响[23]。灌溉和施肥等农业措施与地下水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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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密切相关 [24] 。利用大沟控制工程拦蓄地表径
流，不仅能够增加地表水资源量，而且有利于非汛
期回补地下水，抬高大沟附近浅层地下水位，增加
地下水资源量。根据对设置在大沟两侧地下水观测

Table 1
作物
Crop
玉米 Maize
小麦 Wheat
总计 Total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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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中水样的 2014 年各月份水质数据进行分析，以车
辙沟中部断面观测孔（M2）为例分别绘制 TN、
NH4+-N 和 NO3--N 浓度变化曲线，如图 2a、2b 所示。

表 1 推广区内施肥概况
General situation of fertilizing in extension region

类型
Type

施肥日期
Date of fertilizer

种类
Class

施肥量/kg·hm-2
Fertilizer amount

基肥 Ground fertilizer

2014 年 6 月初 Early June 2014

复合肥 Compound fertilizer

750

追肥 Top dressing

2014 年 7 月中 Mid-July 2014

尿素 Carbamide

450

基肥 Ground fertilizer

2014 年 9 月底 The end of September

复合肥 Compound fertilizer

750

追肥 Top dressing

2014 年 3 月初 Early March 2014

尿素 Carbamide

75～112.5

/

/

/

2 025～2 062.5

图 2 2014 年不同降雨量和施肥量下 M 断面地下水氮素浓度变化
Th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of Nitrogen under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and precipitation at section M in 2014

2.2.1 不同降雨量条件对地下水中氮素浓度变化的
影响 如图 3a 所示，M2 观测孔中 TN 浓度整体含
量较高。4 月至 6 月间降雨量较为平均，TN 浓度也
维持在 1.0～2.0 mg·L-1 左右。8 月份降雨量增加，
TN 浓度降低至最低值。9 月份降雨量最高，且有几
次暴雨，田间地表的氮素随着降雨的淋溶下渗作用
浸入地下水中，导致 TN 浓度逐渐升高。在 10 月份
TN 浓度有最大值，达到 3.725 mg·L-1。
M2 观孔中 NH4+-N 变化与 D 断面趋势较为一
致，分别在 3 月、7 月份出现两次明显的峰值，浓
度分别为 0.28 和 0.38 mg·L-1。
9 月份降雨量最大时，
+
NH4 -N、NO3 -N 浓度均有所上升，随着 10 月份降
雨量较少，NH4+-N 浓度回落较快。同时注意到 M
断面与 D 断面氮素浓度峰值高低不同，可能与各区
域的土壤耕层情况、通透性等有关。
2.2.2 施肥对推广区地下水中氮素浓度变化的影响
如图 2b 所示，小麦追肥后，TN 浓度并未在 3
月份出现明显增长。6、7 月份两次施肥后，TN 浓
度维持在 0.5～1.0 mg·L-1 左右，但呈现出下降趋势。

9 月底 10 月初的小麦施肥，主要为复合肥，TN 浓
度迅速增加。
在 3 月的小麦追肥以及 6、7 月份玉米施加的复
合肥等过程中，NH4+-N 浓度均未有明显增加。
NO3--N 在 4 月和 6 月出现了两次峰值，说明施肥对
农田地下水中 NO3--N 的影响更为明显。10 月份对
小麦施肥后，NO3--N 浓度逐渐升高，而 NH4+-N 浓
度有所下降，在此期间可以认为 NO3--N 是地下水
氮素中的主要流失形态。
2.3 水环境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17.0 对地表水及地下水氮磷
及水环境因子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并以 Pearson 简
单相关系数进行分析。
2.3.1 地表水环境与氮磷相关性分析 选取车辙沟
不同断面的地表水取样点每个月份采样分析的测试
结果取平均值，对水体中包括 pH、水温等环境因子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2）显示，取样范围地
表水中，pH 分别与 TN 和 NO3--N 在 0.01 水平上
呈极显著负相关，与 NH4+-N 和 NO2--N 在 0.05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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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车辙沟地表水 pH 值的变化
与三氮的含量大小有一定的联系。水温与 NH4+-N
在 0.05 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与 TN、NO3--N 和
NO2--N 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水温的变化对地表水
体中的 NH4+-N 浓度有一定的影响。TN、NO3--N 和
NO2--N 之间均在 0.01 水平上呈极显著正相关，说
明地表水中 3 种氮形态之间的转化有一定的联系。
NO3--N 和 TN 在 0.01 水 平 上 极 显 著 正 相 关
（r=0.940），而 NH4+-N 与 TN、NO3--N 和 NO2--N

Figure 3

的相关性不显著。
对于 TP 与 SRP，均与 pH 在 0.01 水平极显著
负相关，说明 pH 对总磷及 SRP 含量有很大的影响，
而水温均与 TP、SRP 在 0.05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地表水中 TP 和 SRP 在 0.01 水平极显著正相关，同
时 r 值达到 0.918＞0.700，说明 TP 与 SRP 的相关
性非常强。TP 与 TN、NH4+-N、NO3--N 在 0.05 水
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而 SRP 与三者间的相关性较
弱。

图 3 2012—2013 与 2013—2014 年地表水氮磷浓度变化对比
The comparison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concentration in surface water between 2012-2013 and 2013-2014

项目 Item
pH
水温 Temperature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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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表水水环境与氮磷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of surface water
pH
TN
NO2--N
NH4+-N
NO3--N
水温 Temperature
1

–0.615
1

–0.781
0.443
1

-

NO2 -N
NH4+-N
-

NO3 -N

**

–0.639

*

0.377
0.788
1

–0.654

*

TP
–0.853

SRP
**

–0.860**
0.747*
0.612

0.674

*

0.937

**

0.722

*

0.259

0.839

**

0.474

1

0.332

0.735*
**

–0.655

*

0.490

0.268

1

0.514

0.703*

0.588

*

0.547

0.670

TP

1

SRP

0.918**
1

注:“*”和“**”分别为 0.05 及 0.01 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下同。
Note: “*” and “**” refer to the different significa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2.3.2 地下水环境与氮磷相关性分析 将车辙沟
周边地下水取样点每个月份采样分析的测试结果
取平均值，对区域内地下水体中的水环境因子包括
PH、水温等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3）显示，
农田地下水中 pH 与水温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pH

仅与 TN 和 NH4+-N 在 0.05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
水温与 TN 在 0.01 水平上极显著正相关，与 NH4+-N、
NO3--N 和 NO2--N 均在 0.05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
明地下水中不同氮形态的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受水
温的变化影响。在 TN、NO3--N 和 NO2--N 之间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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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正相关性，其中 NO2--N 与 TN 在 0.01 水平
上极显著正相关，且 r=0.784，线性相关性表现较强。
另外 NH4+-N 与 TN、NO3--N 在 0.05 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但与 NO3--N 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两者间
的转化难度较大，农田地下水中不同形态氮素之间

项目 Item
pH
TN

–0.488
1

–0.660

*

0.779**
1

–0.541

2018 年

-

NO3 -N

–0.738

0.654*
0.784
1

NH4+-N

**

*

0.671*
0.652

*

–0.526
0.720*
0.956

TP

**

TP

SRP

–0.513

–0.373

0.305

0.447

0.509

0.469

0.689*

0.725*

0.421

0.730*

1

0.425

0.768**

0.762*

0.305

0.323

1

0.710*

1

SRP

1

图 4 2012—2013 与 2013—2014 年地下水氮磷浓度变化对比
The comparison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concentration in groundwater between 2012-2013 and 2013-2014

大沟蓄排水工程对推广区内氮素变化规律的
影响
与非控制排水沟相比，控制排水沟中水深较深，
降低了径流的水力梯度，使排水流速减小，水流携
带氮磷的能力降低，同时延长了水在农田中的滞留
时间，使氮磷流失量减少。大沟蓄排水工程拦蓄地
表径流，能够显著地提高灌溉水利用率。受降雨、
蒸发及开发利用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蓄水水位不断
发生变化。结合农药化肥的合理施用，又可以减少
灌溉退水及其溶入的盐分输入河道或地下水，从而
2.4

报

的转化规律符合硝化作用机理。
另外 pH、水温等环境因子对 TP 及 SRP 的相关
性不显著。NH4+-N 与 TP 在 0.01 水平上为极显著正
相关，线性关系较强；与 SRP 在 0.05 水平上显著
正相关，而 TP 与 SRP 在 0.05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NO2--N

Figure 4

学

表 3 地下水水环境与氮磷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of groundwater
pH
TN
NO2--N
NH4+-N
NO3--N
水温 Temperature
1

水温 Temperature

学

能够有效地减轻面源污染和对地下水污染；同时，
运用与当地水源条件相匹配的农田节水灌溉技术也
更加有利于土壤养分条件和活性微生物生存环境的
改善，更加有利于土壤改良[25]。
2.4.1 大沟蓄排水工程对推广区地表水氮磷浓度变
化的影响 选取 2012—2013、2013—2014 年中车辙
沟南部断面各项氮磷浓度指标，结果（图 3）显示，
大部分时间内除氨氮外，两个对比年的 TN、NO3--N
及 TP 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相比 2012
—2013 年间，2013—2014 年车辙沟 D 断面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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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氮磷浓度有明显下降。
2014 年 3 月 TN 浓度为 0.66 mg·L-1，相比 2013
年 3 月下降约 30.5%。2014 年份 5—7 月总降雨量
245 mm，较上一年份减少 125 mm，大沟水位降低，
在施肥情况相同的条件下，TN 浓度有所升高。两
个年份在 8—10 月份总降雨量几乎持平，但 2014
年 TN 浓度相比 2013 年有所下降，能够说明大沟蓄
排水工程对推广区农田地表水的水质有所改善。
2013—2014 年与 2012—2013 年中 NO3--N 浓
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3—2014 年浓度
值较前一年略有降低。二者均在 3 月对小麦的追肥
中出现峰值，浓度分别达到 0.18 mg·L-1 和 0.69
mg·L-1。而 2013—2014 年的 NH4+-N 浓度相比 2012
—2013 年浓度升高，且变化趋势有所不同。
TP 浓度变化趋势也大体相同。从 12 月至第 2
年 5 月降雨量缺乏，磷素多作为营养为农作物所吸
收利用，极少能被降雨形成径流而进入大沟水中，
TP 维持在较低值。自 6 月与 7 月份对玉米施用复合
肥及尿素开始，TP 迅速增加并出现最高值，分别达
到 0.25 mg·L-1 和 0.13 mg·L-1，而 2014 年较 2013 年
下降了 48%，说明大沟蓄水工程能有效改善农业施
肥过程中地表水的磷素污染。
2.4.2 大沟蓄排水工程对推广区农田地下水中氮磷
浓度变化的影响 以车辙沟南部断面为例，选取
2012—2013、2013—2014 年中各项氮磷指标进行对
比，结果（图 4）显示，2014 年 4、5 月份 TN 浓度
与 2013 年有较大差异，可能原因在于随着枯水期闸
关闭，车辙沟内水位上升，导致农田地下水中溶解
氧含量提高，微生物活跃使不同形态的氮素升高，
导致 TN 浓度增大。进入汛期后，2013—2014 年份
浓度值有所下降，说明大沟蓄排水工程对降低汛期
内农田地下水中 TN 浓度有积极的影响。总体上非
汛期两个年份间的 NH4+-N 与 NO3--N 浓度较为接
近，而汛期后 2012—2013 年 NH4+-N、NO3--N 浓度
略高。2013—2014 年份 TP 相比 2012—2013 年有明
显上升，说明大沟蓄排水工程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农田灌溉地下水中磷素的升高，在推广区的不同农
业耕作灌溉时期要注意对总磷排放的控制。

3

结论

随着降雨量逐渐增大，地表水中 TN、NO3--N 浓
度迅速增加，而 NH4+-N 却表现出下降趋势，认为在
10 月份 NO3--N 浓度也可以作为反映大沟内地表水氮
素变化的表征值。在降雨充足的条件下，地下水中
TN 及 NO3--N 对于施肥过程的响应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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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 pH 与三氮的含量有一定的联系，水温
对 NH4+-N 浓度变化有一定的影响，NH4+-N 与三者
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较弱。地下水中 pH、水温与氮
磷的相关性较弱，NH4+-N 与 NO3--N 的转化难度较
大，但与 TP 相关性较强。
通过 2 个年份的氮磷浓度对比分析，说明大沟
蓄水工程能有效改善地表水的氮素、磷素污染。汛
期后地下水中 TN、NH4+-N 和 NO3--N 浓度在 2014
年均有所下降，但 TP 浓度有明显上升。
本研究通过对农田地表水和地下水中氮磷浓度
变化的研究，分析了大沟蓄排水工程对水体污染的
控制作用，为更全面准确的反映推广区内氮磷的迁
移转化规律，还应进一步开展农田土壤中氮磷的浓
度变化观测与分析，从空间上论述大沟控制工程在
蓄水、排涝过程中氮磷迁移转化规律，为大沟蓄排
水工程进一步推广开展提供科学完善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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