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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化指数法在中国近岸海域的应用

黄亚楠,吴孟孟

(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摇 要:系统研究了 40 多年来海水富营养化指数 E 定义的发展,进而整理了近 10 a 来应用富营养指数法

评价中国近岸海域水质状态的富营养化指数 E 值,计算了我国玉、域、芋和郁类海水水质标准所对应的 E
的最大临界值分别为:1. 3、6、10. 7 和 25;并阐明了河口近岸海域环境中海水产生富营养化 E 高值的原因。
结果显示,中国近岸海域富营养化指数 E 值的范围在 0 ~ 137. 84;中国近岸海域出现 E 的高值不仅与港口

海湾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也与人为因素有关;人为排放的氮磷营养盐是导致海水富营养化的主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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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utrophication index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China

HUANG Ya鄄nan,WU Meng鄄meng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illust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eutrophication index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and and collected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bout judging eutrophication in China coastal waters in the last 10 years, by calculating the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of country 玉, 域, 芋 and 郁 class water , we found that E maximum threshold were 1. 3,6,
10. 7 and 25 , respectively ;and the reasons of E high values for offshore environmental estuary seawa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coastal waters the values of eutrophication index range was from 0. 00 to 137. 84; High values of E
we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port Bays, but also related to human factors; anthro鄄
pogenic emissions nutrient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were the main factors to cause the seawate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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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水呈现富营养化状态与海水中出现赤潮或

绿潮关系密切[1];然而有害藻类的大量繁殖,将
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平衡[2]。 海水富营养化指数

法对于海水富营养化状态的评价应用区域最广,
应用时间跨度也最长已经超过了 40 a[3鄄4]。 富营

养化指数法是基于现场环境调查获得相关的实验

参数,利用数学模式去评估静态海水所处的状态。
本文根据近 10 a 来在中国近岸从北到南不

同海域利用富营养指数 E 法来评估河口近岸海

水富营养化状态的文章[5鄄47] 以及 2010 ~ 2014《中
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http: / / www. coi. gov. cn /
gongbao / ) 共计 48 篇文献,890 个采样站位约

1789 个 E 值,为了解海水所处的状态提供科学

依据。

1摇 海水富营养化指数评价方法的发展

1972 年文献中[3鄄4] 最早报道富营养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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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日本学者冈市友利利用该指数评价日本浅

海内湾的水质状况。 1983 年被我国学者邹景忠

等[5]引入,而后应用到渤海湾水质的状态评价

中。 海水富营养指数的定义为:E = DIN 伊DIP 伊
COD / 4500伊106;其中,海水中的 DIN、DIP 和 COD
的浓度单位是 mg / dm3,DIN 指的是(NH4 鄄N+NO3 鄄
N+NO2 鄄N)的浓度和。 E 表示的是富营养化指数

值;当 E逸1 时,就表明该测站点海水是处于富营

养化状态。 E 值越大,说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越

大。 1987 年,学者陈于望[6] 给出的营养质量状态

指数法也被广泛应用;即 NQI = CODs / CODsd +T鄄
Ns / T鄄Ns d+ T鄄Ps / T鄄Ps d。 NQI 法将海域的富营养水

平分为三个等级:NQI>3,海水处于富营养水平;3
逸NQI逸2,海水处于中营养水平;NQI<2,海水处

于贫营养水平。
1983 年,我国学者田家怡等[7] 在评价黄河口

附近的水质时,也利用了海水富营养指数评价法,
但是定义的 E 值被放大了 2 倍,即 E =DIN伊DIP伊
COD / 1500伊106。 常数 1500 和 4500 是特定海域

中 DIN、DIP 和 COD 浓度的富营养化单项阈值乘

积[4]。 然而在不同的海域,这三项的阈值乘积的

也是不同的。 2002 年,陈斌等[9] 在研究福建湄洲

湾海域时,将富营养指数 E 进行了修正:E =DIN伊
DIP伊COD / DIN'伊DIP'伊COD'。 根据海域海水的实

际的状况认为:DIN'值可以取为 0. 2 ~ 0. 3 mg /
dm3、DIP'值可以取为 0. 01 ~ 0. 02 mg / dm3和 COD'
值可以取为 1 ~ 3 mg / dm3。 从 2010 年开始,国家

海洋局发布的《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正式利

用 E=DIN伊DIP伊COD / 4500伊106定义(E=[化学需

氧量]伊[无机氮]伊[活性磷酸盐] 伊106 / 4500),给
出近岸海水富营养化状态的评价( http: / / www.
coi. gov. cn / gongbao / ),其中 DIN、DIP 和 COD 表

示海水中的无机氮、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的浓度。
2012 年,李磊等[8]在长江口临近海域利用 E 定义

评价海水所处的状态时,将等式富营养化指数 E
的两边同时取以 10 为底的对数,然后等式就变形

为 lg4500E= lg100COD+lg100DIN+lg100DIP,这样

就可以计算 DIN、DIP 和 COD 各项对 E 值的贡献

率。 随后的 2014 年,蒋荣根等[10] 在评价厦门海

域水体的富营养化状态时,将修正后富营养化定

义 E 称为 P,表示水体富营养化压力指数值。 水

体富营养化压力(P)评价标准:0臆P<0. 2 时,表

示低级;0. 2臆P<0. 4 时,表示中低级;0. 4臆P<0.
6 时,表示中低级;0. 6臆P<0. 8 时,表示中级;0. 8
臆P<1 时,表示中高级;P逸1. 0 时,表示高级。 水

体富营养化压力(P)评价标准是对海水富营养化

指数 E 定义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 E 值大小的意义,最初认为 E 值逸1 时

表明海水处于富营养化状态[5];但是这个评判标

准把海水只分为富营养化与非富营养化两个状

态,过于简略。 本研究根据 E 指数定义 E =DIN伊
DIP伊COD / 4500伊106计算了我国玉、域、芋和郁类

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鄄1997)所对应的 E 值区

间分别为 0 <E臆1. 3,1. 3 <E臆6,6<E臆10. 7 和

10. 7<E臆25;若 E 值大于 25,则表明海水水质比

郁类海水还差。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10
~ 2014)对于海水富营养化状态的评价利用 E 定

义将海水划分为 4 个等级: E逸1 表示为富营养

化,1臆E臆3 表示为轻度富营养化,3<E臆9 表示

为中度富营养化,而 E>9 表示为重度富营养化。
因此,利用 E 定义评价我国海水等级状态,可知

我国玉类海水也可能存在富营养化,其重叠区域

值为 1<E臆1. 3;而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 E
值评价意义[11鄄12]。 2012 年颜利[11] 在研究福建泉

州湾表层水水质状况时,将该海域的 E 值大小划

为 4 个状态:当 E<0. 5 时,表明海水测站呈现贫

营养化; 当 0. 5臆E<1. 0 时,表明海水测站呈现

中营养化;当 1. 0臆E<3. 0 时,表明海水测站呈

现富营养化;当 E逸3. 0 时,表明海水测站呈现高

富营养化。 2014 年闭文妮[12] 在研究广西钦州湾

水质状况时,将该海域的 E 值大小划为 5 个状态:
当 1臆E<2 时,海水测站处于轻度富营养化;2臆E
<5 时,海水测站处于中度富营养化;5臆E<15时,
海水测站处于重富营养化;E逸15 时,海水测站处

于严重富营养化。

2摇 海水富营养化指数评价方法的应用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2010 ~ 2014)表

明:重度富营养化海域主要集中在辽河口、渤海

湾、长江口、杭州湾和珠江口等近岸区域。 春夏秋

冬不同季节以及干湿季(河流的丰水期或枯水

期)海水富营养化的面积不同;历年中的重度,中
度和轻度海水富营养化的面积也不同(图 1),主
要超标物质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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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中国近海不同年份(2011 ~ 2014)富营养化程度的面积

Fig . 1 Different eutrophication area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China in 2011 ~ 2014

摇 摇 从表 1 可知:不同功能区海水的富营养化程

度不同,而引起各港口海湾海水重度富营养化状

态的因素与人为排放的污染物有关,其所占权重

比例为 N% >P% >COD(石油类)% 。 其中,富营

养化指数 E 的最大值排名前三位的港口海湾分

别是高雄港,厦门湾和马銮湾;其 E 的最大值分

别为 137. 84,118. 17 和 111. 30。

表 1摇 中国近岸海域海水富营养化指数值的范围

Tab. 1 The range of eutrophication index value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China

研究区域 主要污染物 E 值范围 文献来源

大连湾(辽宁) DIN 与 PO4 鄄P 0. 04 ~ 54. 46 [13]
渤海湾 DIN 与 PO4 鄄P 0. 12 ~ 56. 40 [14]
渤海西部近岸 COD 与 PO4 鄄P 0. 00 ~ 16. 72 [15]
天津近岸海域(天津) DIN 与 PO4 鄄P 0. 00 ~ 100. 00 [16]
天津近岸(天津) DIN 1. 00 ~ 64. 00 [17]
渤海湾南部近岸海(河北) DIN 0. 017 ~ 25. 5 [18]
莱州湾海水(山东) NO3 鄄N 0. 03 ~ 9. 23 [19]
胶州湾近岸(山东) DIN 与 PO4 鄄P 0. 24 ~ 64. 92 [20]
胶州湾海水(山东) NO3 鄄N 0. 08 ~ 8. 72 [21]
胶州湾底层水(山东) DIN 0. 04 ~ 52. 86 [22]
龙口湾近岸(山东) PO4 鄄P 与石油类 0. 60 ~ 1. 40 [23]
黄河三角洲近岸海域(山东) COD 与 DIN 0. 01 ~ 29. 51 [24]
三门湾(浙江) DIN 与 PO4 鄄P 4. 52 ~ 8. 98 [25]
中街山列岛海域(浙江) COD 与 DIN 0. 24 ~ 8. 06 [26]
中街山列岛及邻近海域(浙江) DIN 与 PO4 鄄P 0. 70 ~ 2. 68 [27]
中街山列岛养殖区(浙江) DIN 0. 98 ~ 4. 86 [28]
嵊泗马鞍列岛区(浙江) DIN 1. 25 ~ 4. 65 [29]
象山港海域(浙江) DIN 与 PO4 鄄P 2. 53 ~ 51. 04 [30]
象山港(浙江) NO3 鄄N 1. 49 ~ 6. 83 [31]
洋山深水港(浙江) PO4 鄄P 与 DIN 8. 63 ~ 72. 05 [32]
湄洲湾(福建) 无 0. 27 ~ 1. 66 [33]
泉州湾(福建) DIN 与 PO4 鄄P 3. 20 ~ 18. 32 [11]
厦门湾(福建) DIN 与 PO4 鄄P 1. 10 ~ 5. 40 [34]
厦门湾海域(福建) COD、DIN 与 PO4 鄄P 0. 013 ~ 118. 17 [35]
马銮湾(福建) NO3 鄄N 2. 50 ~ 111. 30 [34]
三都湾水产养殖区(福建) DIN 与 PO4 鄄P 0. 75 ~ 2. 07 [36]
三沙湾(福建) PO4 鄄P 1 ~ 25 [37]
兴化湾近岸海域(福建) DIN 与 PO4 鄄P 4. 28 ~ 17. 28 [38]
兴化湾(福建) DIN 与 PO4 鄄P 0. 83 ~ 29. 9 [39]
柘林湾海域(广东) 无 均值 0. 18 [40]
雷州半岛近岸海域(广东) 石油类 0. 03 ~ 0. 28 [41]
钦州湾及邻近海域(广西) COD 0. 01 ~ 17. 29 [42]
钦州湾(广西) DIN 0. 02 ~ 4. 44 [43]
钦州湾海域(广西) COD 0. 13 ~ 43. 9 [44]
防城港近岸海域(广西) DIN 与 PO4 鄄P 0. 01 ~ 16. 38 [45]
珍珠湾(广西) 无 0. 041 ~ 1. 16 [46]
三亚湾近岸(海南) 无 0. 00 ~ 0. 50 [47]
高雄港(台湾) DIP 2. 21 ~ 137. 84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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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中国近岸海域海水 E 高值分析

不同功能区域,不同采样季节,E 值大小均会

不同。 首先我们应了解这 3 个港口(从北到南)
海湾出现海水富营养化指数 E 最大值的自然原

因与人为因素。 厦门湾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地
处九龙江入海口,是一个半封闭海湾。 高集海堤

和集杏海堤的建设以及围垦造地使得厦门湾海域

更为封闭[48]。 而马銮湾与厦门湾毗邻,马銮海堤

建成后成为一个与西港基本没有水交换的封闭水

体,湾内水域面积变为 3. 36 km2,约为原来面积

的三分之一。 马銮湾水域再后来成为水产养殖基

地并有共 9 条水溪流入湾内[49]。 高雄港位于台

湾省的西南部,是一个长约 12 km,宽 1 ~ 1. 5 km,
深度在 11 ~ 16 m 的狭长港湾, 水域面积为

162郾 36 km2,港区内有爱河,第五船渠,前镇河与

盐水港溪等河流注入,还接收 150 多万高雄居民

的生活污水、工业污水以及船舶污水等[50鄄51]。
由上可知:马銮湾、厦门湾和高雄港出现富营

养化指数 E 高值,这不仅与各港口海湾所处的自

然地理环境有关,也与人为因素有关。 研究发现

这 3 个港口海湾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其一,港口

海湾海域的面积较小,水深较浅,是一个封闭或者

半封闭的港湾;其二,有河流径流输入大量的陆源

物质,也有生活污水、工业废水以及船舶污水的直

接排放;其三,港口海湾经济较为繁荣,有旅游开

发,围垦造陆、海水养殖、防波堤和海堤等人工设

施的建设。 因此,港湾内的水体与外海的交换能

力变差和水体的自净化的能力也变弱,使得湾内

污染物质长期的累积,最后出现海水的超富营养

化状态。

4摇 结论

(1)不同年份不同季节,不同海域海水富营

养化的面积不同。 海水富营养化指数的高值不仅

与该海域的自然环境有关,也与人为直接的排放

污染有关。 氮磷营养盐以及石油类物质的大量排

放,是导致海水富营养化的最主要因素。
(2)不同功能区如石油丰富的环渤海区以及

经济繁荣区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海水长期处于富

营养化状态,主要集中在辽河口、渤海湾、长江口、
杭州湾和珠江口等的近岸区域;离岸越近港湾的

海水受人类的影响越大,海水的富营养化程度越

高,例如马銮湾、厦门湾和高雄港等;而养殖区以

及生态保护区海水的水质较好,富营养化程度较

低,例如三都湾、柘林湾和三亚湾。
(3)海水富营养化状态的评价是我们科学认

识自然的途径,而合理利用资源、节能减排,保护

生态环境才能减少海水污染,进而可持续发展创

造更大的环境效益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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