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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湿地环境评价及生态影响
芦英俊１，王

东２，邓术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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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黄河三角洲湿地地区主要河流的调查，并对其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７年的水文水质进行监测比较。河流断面监
测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上７条河流水质全部遭受污染，其中神仙沟、小清河、淄河、广利河达严重污染，但随着时
间的推进，水质日益好转。黄河三角洲环境污染对湿地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组成及稳定性造成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
在：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生境的破坏；因生境破坏或污染物毒害而引起生物多样性破坏；因生境、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综
合因素引起的生态结构破坏及功能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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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
包括沼泽、湿草甸、湖泊、河流以及泛洪平原、三
角洲、滩涂等，具有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蓄洪水、

防止自然灾害，降解污染，出产鱼虾等湿地产品，
支持水上运输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被科学家称
为“地球之肾”。中国湿地面临４个方面的威胁，
即湿地面积萎缩、湿地资源过度利用、水土流失和

湿地污染。１。。当前，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
持续增长，湿地生态系统的污染加剧已成为最严重
的威胁之一‘２Ｉ。
前人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的形成演
化。３ｊ、生物多样性‘４ ｏ及黄河断流对其生态影响‘５

Ｊ

等进行了调查研究。但对该区自然环境，尤其是沉
积物的污染状况及其对区内生物、生态的危害一直
以来缺乏系统的研究。生物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关系密切，生态保护的关键是保护自然生态环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一１２－２１
作者简介：芦英俊（１９８９一），男，辽宁抚顺人，２０１６级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方向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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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

统，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的

国际社会的关注。环境评价与生态保护密不可分，

“中转站”、越冬栖息地和繁殖地，每年都有近百

环境评价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生态保护解决生态

万只鸟在此越冬。１９９２年在此建立了中国首家滨

破坏的问题。环境污染可以破坏生态环境，防治污

海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染可减轻对生态的破坏；生态保护可以提高生态环
境的自净能力，减少环境污染的危害和损失。

黄河三角洲湿地主要分布于临海区域，以滩涂
湿地为主，形成了一个宽广的扇形环带。借鉴国内

为积极倡导人类与自然界和谐与共的生态文

外湿地分类研究成果，对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进行了

明，共青团中央、国家环保总局等多家机构共同启

分类（如表１所示）。黄河三角洲地区河流、沟壑

动实施了一项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宗旨的

纵横交错，形成明显的网状结构，各种湿地类型成

“保护母亲河行动”。作为对“保护母亲河行动”

斑块状分布于三角洲中。根据ＲＳ和ＧＩＳ的研究结

的积极响应，本文从黄河三角洲湿地水、沉积物的

果＂Ｊ，黄河三角洲湿地分为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

环境现状与评价人手，通过环境变化与湿地内生物

两大类、１６种（表１）。天然湿地占６７．５８％，其

演化的紧密联系，分析环境污染对该区生态系统的

中河流及古河道占天然湿地的６．６３％，潮间带及

危害，并提出基于环境污染的保护措施。

潮上带占１３．９％，芦苇及其他沼泽占１８．６％，滩
涂湿地占４５．２３％。从水文状况看，黄河三角洲湿

２
２．１

地以常年积水湿地（河流、河口水城、水库和滩

调查区域与评价方法

涂等）为主，占总面积的６３％；季节性积水湿地

黄河三角洲湿地结构及研究区域
黄河三角洲位于黄河人海口处，北临渤海，东

靠莱州湾，介于东北亚内陆和江淮平原之间。地理

（芦苇沼泽、湿草甸和水稻田等）面积为１２３ １５３ｌ∞２，占
湿地总面积的３７％。
表ｌ

坐标为东经１１８。３３’～１１９０２０’，北纬３７０３５’～３８０
１２’（下图）。黄河携带大量泥沙人海，使黄河三角

７ｒａｂ．１

黄河三角洲湿地类型及面积

Ｗｅｄ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洲湿地的面积逐年增大，成为世界上土地面积自然
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６］。黄河三角洲湿地是中国

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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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黄河三角洲（东营市）湿地、河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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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按国家环境保护局《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执行。水质污染评价以国家地表水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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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为准，总评采用均值型

化工制造等工业的迅速兴起及壮大，工业废水、废

综合污染指数法，各项污染指标采用单因子污染指

气、废渣对黄河三角洲的污染日益严重。２０世纪

数法，除了ｐＨ和溶解氧（ＤＯ）以外，其余各污

９０年代以来，东营市的环境监测结果表明，黄河

染物单项污染指数（Ｐｉ）等于污染物检测值与污染

水质良好，除了ＣＯＤ指标稍微偏高外，基本满足

物评价标准的比值。Ｐｉ＞ｌ，说明水质已超过评价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三类水质标准。作为人工湿地

标准。

的水库在黄河三角洲有几十座，总库容达１．１４×

ｐＨ的单项污染指数计算公式分两种情况：

１０８ｍ３．

水质良好，检测项目达到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

当ｐＨ≤７．０时，ｐＨ＝（７．０一ｐＨｉ）／（７．０一

（ＧＢ５４７９—２００６）‘引。

ｐＨ。ｄ）；

水是湿地形成和演变的动力，水体质量的优劣

当ｐＨ＞７．０时，ｐＨ＝（ｐＨｉ一７．０）／（ｐＨ。。一

对湿地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在黄河三角洲上，除了

７．０）。

式中：ｐＨｉ—ｐＨ检测值；

黄河以外，还有广利河、小清河、挑河等多条单独

ｐＨ。。一水质标准中规定的ｐＨ下限；

人海的小型河流，这些河流既是湿地的组成单元，

ｐＨ。。一水质标准中规定的ｐＨ上限。

又是湿地和生物生存用水之来源，所以及时监测和

溶解氧（ＤＯ）的单项污染指数计算公式为：

正确评价其污染状况，是黄河三角洲湿地环境质量

当ＤＯｉ≥Ｄ０。，Ｐｉ＝（ＤＯｆ—ＤＯｉ）／（Ｄ０ｆ—Ｄ０。）；

评价的重点，也是探讨环境污染对该区湿地生态影

当Ｄ０ｉ＜ＤＯ。，Ｐｉ＝１０—９Ｄ０ｉ／ＤＯ。。

中或与之具有食物链等联系的湿地生物及生态系统

式中：ＤＯ，一温度为Ｔ时，水中饱和溶解氧浓

也有着特殊影响‘９ Ｊ。
３．２

度，ＤＯｆ＝４６８／（３１．６＋Ｔ）；
Ｄ０。一Ｄ０在ｉ点的实测浓度，ｍｇ／Ｌ；
Ｔ—ｉ点实测温度，℃。

主要河流污染状况及评价结果
广利河、小清河为客水河流，流经黄河三角洲

入渤海；挑河和神仙沟是起源于黄河三角洲内的本
水河流，亦直接流入渤海。以上河流是黄河三角洲

上规模较大的四条河流，前二者位于今黄河之南，

结果与讨论

３
３．１

黄河三角洲湿地水环境评价
随着小清河、广利河上游工业的发展和黄河三

角洲本区内油气勘探、开发、炼制及东营市造纸、

流量相对较大；后二者位于今黄河之北，流量很
小，它们的污染特征和程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且
较均匀地分布在黄河三角洲上。

表２广利河、小清河河水环境污染现状及评价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ｍ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ｌｉ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２年东营市环境监测站例行监测结果，表中各项指标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进行评价；最大
超标倍数以地表水环境质量Ｖ类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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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利河是东营市西城区生活污水的受纳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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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用水要求。

于广利港注入渤海。通过４监测点选择９项指标进

与广利河相比，发育于东营南部的小清河的污

行评价，检测结果可知，广利河河水污染非常严

染更为严重。据东营市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７全年检测结

重，水质低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Ｖ类水质要求。

果，在２００２年小清河水体已受到极严重污染，总

水质污染以有机物、氨氮和总氮、总磷污染为主，

污染指数达到３６．２９。根据单因子污染指数的评价

ｃＯＤ、ＢＯＤ，、氨氮、挥发性酚、石油类、总氮、

结果，其主要的污染因子包括总氮、氨氮、ＢＯＤ，、

总磷的污染指数均超过地表水Ｖ类标准。其中，

ｃＯＤ、石油类、总磷等，其中前３项最大值较地表

氨氮最大超标１１．５倍；化学耗氧量超标率均为

水Ｖ类水质超标倍数均在１０倍以上（表２），通过

１００％，最大超标倍数分别达７．２倍（表２）。另

２０１７年的数据（表３）可以看出，小清河的水体

外，河水富营养化严重，总氮、总磷超标率达

相比２００２年明显改善，水体中污染因子如总氮、

１００％，平均超标倍数达１３．２、３．６倍（表２）。总

氨氮、ＢＯＤ，、ＣＯＤ、石油类、总磷值等指标均比

体上看，广利河广利港总污染指数为２１．９９，水质

２００２年要低，表明小清河水体污染程度降低，但

属严重污染级别，已不能满足任何工农业、娱乐及

依然低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Ｖ类水质要求。

表３小清河２０１７年河水环境污染现状及评价结果‘１０１
Ｔａｂ．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Ｕ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２０１７［１０】

ｐＨ

¨●

０．２６

８

溶解氧

瑚”

１．２１ｌ ６

７

＜

Ｖ

０．８３

Ｏ．８３

ＣＯＤ

㈣

３．３４５ ５

４

＜

Ｖ

１．５７

１．５７

ＢＯＤ；

喊弱

８．１８３

３

＜

Ｖ

０．９３

０．９３

氨氮

硼＂

８．３６

２

＜

３．６８

３．６８

挥发性酚

舢Ⅺ

０．２１８

９

２．４ｌ

５

＜

３．５７

３．５７

１．８

６

＜

ⅢＶ

２．０７

２．０７

１０．４８５

ｌ

＜

Ｖ

８．８

８．８

油类
总磷
总氮

墙

吣：兮
吣鼢

一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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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沟和挑河为黄河三角洲内黄河尾闾河道，

受到了石油类、挥发酚、无机氮、无机磷的污染，

流量小、流程短，但附近石油工业废水及居民生活

其最大值分别超过海水水质一类标准（ＧＢ３０９７—

污水的排放使得其河水已受到较严重的污染。两条

９７）的２．２０、０．０８、０．１４、Ｏ．６７倍，其中总无机

河流的主要污染类型为有机污染，以ｃＯＤ尤其突

氮超标率达７２％。滩涂水质受到石油类、ｃＯＤ。，、

出，其次是石油类污染严重。神仙沟中ＣＯＤ的Ｐｉ

挥发酚的污染，其最大值分别超过海水水质一类标

值达４．０５，比地表水Ｖ类水质最大超标倍数达

准的２８．５２、１．０５、１．３２倍，其中石油类、ＣＯＤＤ

４．８５倍；石油类含量也高，超出Ｖ类水质标准

最大值已分别超过海水水质三类标准的１．９５和

２．５１倍。神仙沟总污染指数为８．０５，挑河为６．６，

０．２３倍，石油类和挥发酚超标率分别为６７％和

相比而言，挑河的污染程度相对轻些，仅ＣＯＤ明

３３％。可见，主要污染源与油田开发工业和生活污

显偏高。

水、水产养殖密切相关’１“。

有关数据表明，黄河三角洲上７条河流水质全
部污染，大多属严重污染级别，其中神仙沟、小清
河、淄河、潮河、广利河达到极严重污染级别。
３．３浅海滩涂水环境状况及评价结果

根据田家怡等人的研究，黄河三角洲浅海水质

万方数据

３．４环境污染对湿地生态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河流、浅海和潮滩水质及沉积物环
境监测和评价结果表明，本区所有河流水质属于严
重污染级，其中小清河、广利河、淄河污染最为严
重，主要污染物为ＣＯＤ、石油类、ＢＯＤ；等；潮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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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英俊等：黄河三角洲湿地环境评价及生态影响

和浅海水质污染也很严重，主要污染指标为石油

３．６环境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类、ＣＯＤ、挥发酚和氮磷。河流和潮滩沉积物的重

黄河三角洲湿地是生态类型独特、生物资源量

金属污染相对较轻，但已明显遭受污染，虽然大都

丰富的地区，分布有１ ５２４种野生动物物种，其中

处于生物尚能承受的范围，但对生物及生态的恶劣

海洋水生动物４１８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海洋兽类

影响已初见异端。

５种；淡水鱼类１０８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３种；

黄河三角洲环境污染的加剧，对该区湿地生态

各种植物３９３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１种；鸟类

环境和生态系统组成及稳定性造成了重大影响。概

２６５种，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７种，二级重点保

括而言，环境污染对该区湿地生态的影响可分为间

护的３３种，属省级重点保护的４０种‘１

３。。

接影响和直接影响两个方面。间接影响包括由于生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为活动频繁影响，

物多样性破坏而导致遗传基因库破坏及由于湿地生

黄河三角洲已由过去的天然生态系统渐变为以耕作

态系统破坏而导致的旅游、休闲及文化等社会经济

为主的农业生态系统。７０年代末以来，该区的污

价值的损失等。直接影响包括生境破坏、生物多样

染日益严重，到９０年代初该区环境污染急剧恶化，

性破坏及生态系统破坏及功能丧失。

造成该区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也日趋严重，水质

３．５

污染在造成近海海域污染和河流严重污染的同时，

环境污染导致湿地生境破坏

生境是指能为生物物种的个体、种群或群落提
供生理、行为需要的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的有机

综合，及物种所在的生态系统或有生态系统组成的
景观∽ｊ。生态学上将生态因子分为温度、湿度、

盐分等物理环境因子和种间个体、食物数量和质量
等生物因子。这些因子决定了生物的生境。

有机污染、石油类污染严重，营养物富集是黄
河三角洲湿地的主要污染形式，其主要污染源为工
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该区每年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达到了８ ０００万ｔ左右，这些
污水有相当一部分未经处理就排放到了河道和近
海，加上黄河和其他河流上游地区未经处理的污水

顺流而下，致使三角洲地区的水污染非常严重。水
污染对湿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溢洪河、挑河、神
仙沟、草桥沟、小清河等水域单元的影响上。根据

中科院地理所和胜利石油管理局环保所完成的石油

也对湿地物种及遗传多样性构成巨大威胁。黄河三
角洲湿地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受环境污染破坏的主要
表现有。

（１）近海海域有机污染导致富营养化、生物
种类减少。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了人海淡水的数量和
质量，还影响了人海的水生生物食物的数量和质

量。这必然影响潮间带及潮下带水生生物的正常生
存，甚至造成水生生物遭受严重毒害甚至死亡。黄
河三角洲河流石油人海量年达１ ５００ｔ，致使浅海和
滩涂受到石油污染，致使底栖生物种类明显减少，

生物多样性指数降低；浅海无机氮超标率高，营养
化严重，且有明显升高趋势。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８和
１９９９年连续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赤潮现象，导致浮
游植物发生明显的群落演替。
（２）河流污染导致淡水生物多样性降低。所

测７条河流均属严重污染级，致使河流水生生物种
类减少，影响了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生物多样性

污染环境评价结果，污染最严重的是神仙沟区，其

指数降低。如因水质污染严重，使原产小清河的

次为溢洪河一广利河和小清河一淄河区¨２｜。河流

鲤、草鱼、鲫等２２种经济鱼类，现基本上绝迹，

湿地的严重污染，直接影响了流域及海域的生态环

久负盛名的小清河银鱼已在该河中灭绝。原产河口

境，使得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脆弱。

的鲚、凤鲚、短颌鲚，也因河流水质污染而濒于灭

石油工业是造成黄河三角洲地区生境退化的一

纠１引。

个重要原因，其造成污染的方式包括陆上油田的开

（３）物种及遗传多样性受到威胁。２０世纪５０

发和海上钻井平台、海港及海上运输的船只，前者

～６０年代该区荒草野坡常见的狐狸，自８０年代后

每年向海洋排放石油量约１

５００

ｔ，是潮下带污染

已灭绝，中华绒鳌蟹原为该区域优势水产资源，现

的主要来源。据统计，２０００年黄河三角洲人海河

在已很少见到；近海的中国对虾、大小黄花鱼、三

Ｌ／ｄ（未统计神仙

鱿梭子蟹等也已很少见到；植物资源中的地笋、甘

沟），其中小清河为５５５．４∥ｄ，挑河为１８５．６Ｌ／ｄ¨１。

草、柳穿鱼、洋金花、单叶蔓荆等１０多种野生药

陆源污染物的人海造成了潮下带湿地环境质量下

用植物、牧草现已濒危。黄河三角洲的野大豆是重

降。

要的种植资源，现仅零星分布。

流石油污染物通量达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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