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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滨海湿地沉积物间隙水无机氮分布

特征及其沉积物-水界面交换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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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大亚湾滨海湿地沉积物间隙水中无机氮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环境效应,于 2017 年 3 月(枯
水期)和 8 月(丰水期)分别采集了大亚湾湿地 3 个断面的沉积柱,测定了间隙水中无机氮含量并对其在

沉积物-水界面交换进行了实验室培养实验。 结果发现,滨海湿地近岸上覆水中氮营养盐含量远高于大亚

湾水体平均值,说明近岸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中氮含量的影响较为严重,河流输送是其来源的主要途

径。 间隙水中 NH4 -N、NO3 -N 和 NO2 -N 的平均含量分别为:770. 60、7. 63 和 7. 39 μmol / L,其中 NH4 -N 是

DIN 的主要组分,约占 DIN 的 85. 82% ~ 99. 67% 。 室内培养实验发现,NH4 -N、NO3 -N 和 NO2 -N 的界面交

换通量平均值分别为 0. 09、 - 0. 18 和 0. 36 mmol / (m2·d),不同断面下 DIN 的交换速率存在明显差异。
整体上,DIN 的交换通量在枯水期约为 0. 41 mmol / (m2·d),湿地沉积物表现为上覆水 DIN 的源;而丰水

期沉积物则成为 DIN 的汇,其平均通量约为 - 0. 23 mmol / (m2·d)。 对照实验结果表明,灭菌之后 NH4 -
N、NO3 -N 和 NO2 -N 的平均交换通量均有所降低,相比于原始组分别降低了 76. 5% 、23. 7%和 50. 3% ,说明

微生物在氮的转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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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organic nitrogen in the sediment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effects,the contents and the exchange fluxes of DIN at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have been studied during March (dry
season) and August (wet season) in 2017 in coastal wetland in Daya ba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nitro-
gen content of overlying water near coastal wetland was far higher than that in Daya bay offshore water,which indicated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wetland was relatively serious. The river runoff is the main channel of nitrogen
input. The average contents of nutrients ( NH4 -N、NO3 -N and NO2 -N) were 770. 60、7. 63 and 7. 39 μmol / L in the
sediment porewater,respectively. NH4 -N was the major component and accounted for 85. 82% ~ 99. 67% of D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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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the sediment-water exchange fluxes indicated that the average fluxes of NH4 -N、NO3 -N and NO2 -N were

0. 09、 - 0. 18 and 0. 36 mmol / (m2·d),respectively. Generally,the average exchange flux was 0. 41 mmol / (m2·d)
in dry season,as the source of DIN providing a lot of nitrogen into the overlying water. The sediment became the sink
of DIN in wet season,with average flux of - 0. 23 mmol / (m2·d). Comparing with the original experiment group,it
wa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exchange fluxes of NH4 -N、NO3 -N and NO2 -N in the sterilized group decreased by 76. 5% ,
23. 7% and 50. 3% ,respectively. This indicates that microorganism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nitrogen transforma-
tion.
Key words:sediment;porewater;nitrogen;sediment-water flux;coastal wetlands

　 　 近年来随着工农业发展及人口增加,人类活

动产生大量含氮营养物质排入近海,造成河口及

海湾等地区的富营养化程度不断增强[1-2]。 滨海

湿地作为海陆交互作用的过渡区具有重要的生态

意义,它能够截留周边人类活动产生的营养物质,
从而缓解环境压力。 沉积物作为含氮营养盐迁移

转化的重要场所,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一方面沉积物作为营养物质的汇,接纳人类

活动排放的污染物质,缓解水体富营养化状态,另
一方面随着有机质矿化作用的发生,产生的营养

盐重新释放进入到上覆水体,成为营养物质的源。
Cowan 等[3]对美国 Mobile 湾的研究发现,沉积物

可向浮游植物提供大约 36% 的氮。 汪雅露等[4]

在胶州湾的研究发现,沉积物可为初级生产力提

供约 39. 3% 的无机氮。 因此沉积物就像一个巨

大的调节器,具有存储或释放营养物质的功能,对
水体中营养盐等生源要素的收支平衡和循环动力

学产生重要调控作用。 沉积物-水界面是海洋中

岩石圈和水圈进行物质交换、实现沉积物调控能

力的重要媒介,上覆水中营养盐含量一定程度上

受界面交换的影响。 研究发现影响界面交换的因

素很多,其中生物的作用占重要地位[5]。 此外,
由于滨海湿地具有复杂的环境条件,使得界面交

换过程还受到沉积物粒径、氧化还原电位、pH、温
度、停留时间及湿地开发利用等多因素的共同制

约[4-5],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营养盐迁移转化特

征各不相同。
大亚湾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主要的亚热带

海湾之一。 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

口的迅猛增加,大亚湾生态环境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显著,其沉积物在调控水体溶解无机氮(DIN)
迁移转化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Ni 等[6]的研究发现,大亚湾海域的沉积物主要表

现为硝氮(NO3 -N) /亚硝氮(NO2 -N) 的汇,氨氮

(NH4 -N)的源。 何桐等[7] 通过培养实验发现,大
亚湾海域的沉积物可为初级生产者提供约 10%
的 DIN。 程香菊等[8] 对大亚湾养殖区的研究表

明,沉积物可作为 NH4 -N 的源,其年均释放量高

达 6. 42 t / a。 目前对于大亚湾较深海域沉积物界

面交换的研究较多,而针对滨海湿地的相关研究

则未见报道。 因此,本研究以大亚湾周边不同类

型湿地为研究对象,分别采集丰水期和枯水期柱

状沉积物进行间隙水中 DIN 时空分布特征的研

究,并通过室内培养实验估算了 DIN 各形态的界

面交换通量。 初步探讨了沉积物间隙水中 DIN
的形态分布及界面交换的影响机制,对进一步研

究滨海湿地氮的迁移转化规律及其控制机制提供

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及站位

大亚湾地处 114. 5° E—114. 9° E,22. 4°N—
22. 9°N,是典型的亚热带半封闭海湾,总面积高

达 600 km2,海岸线长度约为 92 km。 该地区降水

充沛,丰水期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4 月—9 月,属于

亚热带海洋性气候。 大亚湾沿岸生境多样,主要

包括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泥滩和沙滩等生态

系统。 本次研究分别于 2017 年 3 月和 8 月对大

亚湾 3 个典型的滨海湿地进行了高潮带(HT)、低
潮带(LT)和潮下带(ST,水深约为 3 m)共 9 个站

位进行采样,采样断面如图 1 所示。 其中,T1 位

于大鹏澳主要为光滩湿地断面,其不远处有网箱

及贝类养殖;T2 位于淡澳河口湿地,其高潮带有

少量红树林;T3 位于红树林湿地,分布有大面积

红树林。
1. 2　 样品采集与分析

用重力式柱状采样器采集沉积物柱状样。 采

样管内径为 7. 5 cm,长度为 50 cm,采集到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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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亚湾滨海湿地采样站位

Fig. 1 Sampling sites of coastal wetlands in Daya bay

物深度约为 30 cm,将采集到的沉积柱用锡纸包

好后,迅速带回实验室进行处理。 每个站位共采

集 5 根沉积柱,其中两根用于间隙水样品的制备,
分别离心后合二为一,另取两根分别用于原始组

和灭菌组的室内培养,剩余一根用于粒径等理化

因子的测定。 沉积柱上部 10 cm 每隔 1 cm 进行

切割,下部 20 cm 每隔 2 cm 进行切割。 切割后的

沉积物离心(4000 r / min,15 min)得到上清液,用
φ = 0. 45 μm 醋酸纤维膜进行过滤,滤液加入

HgCl2固定,保存于 - 20 ℃冰箱中用于 DIN 的测

定。 高潮时采集各站位底层海水,经 φ = 0. 45 μm
的滤膜过滤后,冷藏保存,用于培养用上覆水。

水质参数温度、盐度及 DO 等指标使用 YSI
6600 多参数测量仪进行测定。 沉积物粒径采用

Mastersizer 2000 型激光粒度分析仪进行分析,检测

限为 0. 02 ~2000 μm。 营养盐的测定参见《海洋监

测规范》(GB17378. 4-2007),所用仪器为营养盐自

动分析仪 ( Lachat Inc. , Quickchem 8500, USA)。
NO3-N 的检测限为 0. 1 μmol / L,NO2-N 和 NH4-N
检测限为 0. 01 μmol / L。 数据分析及作图使用 Ex-
cell 2013、Sigma Plot 10. 0、Surfer 13. 0 等软件。
1. 3　 交换通量培养实验

将沉积物柱状样放入恒温水浴箱中维持温度

在原位温度 (枯水期约为 17 ℃,丰水期约为

26 ℃),并加入 800 mL 原位过滤海水进行培养。
培养时向上覆水中通入一定流量的空气或氮气以

维持原位 DO 浓度。 预培养 3 h 后开始取样,取样

间隔为 3 ~ 6 h,培养时间为 3 d,每次取 100 mL 上

覆水过滤后于 - 20 ℃保存,并在每次采样结束后

加入 100 mL 的原位过滤海水继续培养。 实验分

别设置原始组和灭菌组,原始组用于研究自然条

件下界面交换通量。 灭菌组添加 HgCl2抑制微生

物活动,以研究微生物对氮的转化作用。 培养结

束后进行 DIN 的测定,并按照如下公式进行交换

通量的计算[9]:

F flux =
△C
△t × V

A

C( t) =
(V - V0)C′( t) + V0C0

V
式中:F flux为沉积物-水界面营养盐交换通量

[mmol / (m2·d)];△C / △t 为营养盐浓度随时间

的变化率[mmol / (m3·d)];A 为沉积物-水界面

表面积(m2);V 为上覆水体积(L);C( t)为修正后

上覆水营养盐浓度(mmol / L);C′( t)为上覆水营

养盐实测浓度 ( mmol / L); V0 为每次取样体积

(L);C0为初始原位海水营养盐浓度(mmol / L)。

2　 结果与讨论

2. 1　 上覆水无机氮含量及分布特征

本次研究中,各个站位上覆水不同形态含氮

营养盐特征分布如图 2 所示。 不同断面之间 DIN
具有显著差异 (ANOVA, p < 0. 01)。 在枯水期

DIN 的平均值为(161. 66 ± 160. 55) μmol / L,而在

丰水期其含量均略高于枯水期,含量为(197. 28 ±
236. 02) μmol / L,主要是由于丰水期雨水对陆源

营养物质的冲刷作用所致。 上覆水中 NH4 -N 的

变化范围为 5. 41 ~ 446. 22 μmol / L,平均值为

(129. 98 ± 170. 77) μmol / L,占 DIN 的 72. 4% 以

上。 NO3 -N 和 NO2 -N 的含量较低,变化范围为

4. 57 ~106. 82 μmol / L 和 0. 09 ~ 19. 43 μmol / L,平
均值分别为(44. 03 ± 32. 27) μmol / L 和(5. 46 ±
6. 19) μmol / L。 在 T1 和 T2 断面,NH4 -N 是上覆

水中 DIN 的主要组成部分,分别占 DIN 的 51. 9%
和 82. 0% ,而在 T3 断面 NO3 -N 占 69. 7% ,是 DIN
主要的氮形态,这可能与 T3 断面红树林在生长过

程中优先吸收水体中的 NH4 -N 有关[10]。 不同断

面间比较发现,DIN 的空间分布整体表现为 T2 >
T3 > T1。 T2 河口断面的营养物质含量远高于其

余两断面,说明淡澳河河流输入是富营养盐污水

的重要来源。 在各断面之中 T1 光滩断面的 DIN
含量最低,其平均含量为(16. 58 ± 5. 15) μmo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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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高于 Ke 等人[11]对大亚湾远岸水体的研究结

果(DIN 平均值约为 13. 68 μmol / L),可见近岸高

强度人类活动排放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中氮营养

盐的影响较为严重。

图 2　 丰水期和枯水期不同站位上覆水中氮素的含量及其分布特征

Fig. 2 Content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itrogen in the overlying water of different stations in wet and dry season

2. 2　 沉积物间隙水 DIN 含量及其分布特征

沉积物复杂多变的环境条件,决定了不同形

态 N 时空分布的异质性。 本研究各站位沉积物

间隙水中 NO2 -N、NO3 -N 和 NH4 -N 的时空变化如

图所示(图 3 和图 4)。 总体来看,间隙水中 NH4 -
N 是 DIN 最主要的存在形态,其平均含量约占

DIN 的 85. 82% ~ 99. 67% 。 在丰水期,NH4 -N 含

量变化范围为 74. 05 ~ 2902. 01 μmol / L,平均值为

(732. 58 ± 817. 24)μmol / L,而枯水期 NH4 -N 的含

量为 11. 35 ~ 3821. 43 μmol / L, 平 均 含 量 为

(801. 75 ± 948. 81)μmol / L。 枯水期 NH4 -N 含量

高于丰水期,结合实测的硝化速率和厌氧氨氧化

速率分析发现,这是由于丰水期温度相对较高,提
高了硝化细菌和厌氧氨氧化细菌的活性,促进了硝

化和厌氧氨氧化过程对 NH4-N 的消耗所致[12-13]。
在同一断面水平方向上,由高潮带至潮下带,随着

离岸距离的增加,NH4 -N 的含量逐渐增加。 沉积

物间隙水中的 NH4 -N 主要来源于有机质的矿化

作用,通过现场测定沉积物的氧化还原电位发现,
由高潮带至潮下带,沉积物的还原性逐渐增强高

潮:( -147 ±60. 8)mV,低潮带:( - 187. 5 ± 73. 5)
mV,潮下带:( - 225 ± 75. 4)mV,促进了有机氮矿

化作用的发生[5]。 随着沉积物还原性的增强,异
化硝酸盐还原为铵过程也会促进沉积物间隙水中

NH4 -N 的积累[14]。 在同一站位的垂直方向上,随
着深度的增加还原性的增强,NH4 -N 表现出逐渐

增加的趋势。 表层沉积物由于底栖生物的“灌溉

作用”使间隙水中的 NH4 -N 不断向上覆水释放,

也会造成表层 NH4 -N 含量的降低而深层得到积

累[15]。 各站位之间比较发现, T2 河口断面的

NH4 -N 含量最高,尤其是受淡澳河影响严重的潮

下带,其 NH4 -N 含量在丰水期和枯水期分别高达

(2270. 22 ± 284. 45 ) μmol / L 和 ( 2066. 43 ±
753. 45)μmol / L,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生产和生活

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物直接或间接的排放到淡澳

河中发生的沉积,在沉积物微生物的作用下发生

有机质的矿化所致。
沉积物间隙水中 NO3 -N 和 NO2 -N 的含量均

较低,平均含量分别为(7. 63 ± 4. 65) μmol / L 和

(7. 28 ± 8. 47)μmol / L。 总体上两者与 NH4 -N 具

有相反的分布特征,NO3 -N 含量的高值出现在沉

积柱表层,而 NH4 -N 含量在表层则较低,说明沉

积物矿化过程产生的 NH4 -N 在进入到上覆水之

前发生了硝化作用[16]。 在表层 0 ~ 5 cm 左右时

NO3 -N 含量迅速降低,之后随着深度的增加呈缓

慢降低的趋势,这说明沉积物表层氧化性增强,还
原性减弱,促进了硝化作用的发生,使得 NO3 -N
在表层发生积累[16]。 而随着深度的增加还原性

增强,反硝化和厌氧氨氧化过程增强,消耗了沉积

物间隙水中的 NO3-N 和 NO2-N,使得两者呈现逐渐

降低的趋势。 与前人对大亚湾水体中沉积物间隙

水营养盐的研究相比[6],滨海湿地沉积物间隙水中

NO3-N 和NO2-N 的含量均高于大亚湾远岸海域,一
方面由于人类活动的排放所致,另一方面主要归因

于潮汐的作用,干湿交替促进了湿地沉积物中氧分

子的渗透能力,从而促进了硝化作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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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丰水期沉积物间隙水 DIN 剖面分布

Fig. 3 Porewater profiles of DIN in sediment in the wet season

2. 3　 沉积物-水界面 DIN 交换通量及其与微生物

作用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进行室内培养实验估算了沉积

物-水界面不同形态氮的交换通量,并分别设置了

原始组和灭菌组探讨生物过程对营养盐交换通量

的影响,自然条件下界面交换通量如图 5 中的原

始组所示。 DIN 各形态界面平均净交换通量大小

整体表现为:NO2 -N > NO3 -N > NH4 -N,各断面之

间差异显著(p < 0. 05)。 T1 光滩湿地断面的高潮

带和低潮带的 NH4 -N、NO3 -N、NO2 -N 在两个季节

均表现为由上覆水向沉积物迁移,平均净交换通

量分别为( - 0. 88 ± 0. 75)、( - 0. 72 ± 0. 70)、
( - 0. 30 ± 0. 18) mmol / (m2 ·d),表明这两个站

位沉积物对湿地营养盐起到净化的作用。 而 T1
断面的潮下带 DIN 的平均交换通量为(0. 54 ±
0. 39)mmol / (m2·d)。 由于 T1 潮下带靠近网箱

养殖,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含量较高,矿化和硝化过

程中产生大量的 DIN 可能是造成氮营养盐释放

的主要原因。 T2 河口湿地 NH4 -N、NO3 -N 和 NO2 -
N 在两个季节的平均净交换通量分别为(1. 95 ±
2. 42)、(0. 41 ± 2. 39)和(0. 93 ± 0. 38)mmol / (m2

·d)。 在丰水期,T2 断面的高潮带表现为 NH4 -N
和 NO3 -N 的汇,可能受到红树林快速生长过程中

吸收大量的 NH4 -N 和 NO3 -N,造成两者在由上覆

水向沉积物中扩散补充。 而在低潮带和潮下带,
沉积物则主要表现为 NH4 -N 的源,平均释放速率

高达(4. 08 ± 1. 33)mmol / (m2 ·d),这是因为丰

水期高温促进了有机质的矿化,使沉积物中 NH4 -
N 含量增高。 对 NO3 -N 而言,丰水期沉积物 Eh
较低还原性较强 [ T2 丰水期 Eh: ( - 235. 3 ±
91. 1)mV, 枯水期:( - 129. 7 ± 25. 0) mV],以
NO3 -N 为底物的反硝化作用较为显著,使沉积物

中NO3 -N被不断消耗,沉积物表现为 NO3 -N 的汇。
在枯水期,T2 断面整体则为 DIN 的源,一方面由

于枯水期沉积物的 Eh 偏高,氧化性较强还原性

减弱,使得反硝化作用减弱而硝化作用增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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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枯水期沉积物间隙水 DIN 剖面分布

Fig. 4 Porewater profiles of DIN in sediment in the dry season
方面,沉积物中较高含量的 NH4 -N 为硝化过程提

供了丰富的底物,加速了沉积物中 NO2 -N 和 NO3 -
N 的产生,从而促进沉积物 DIN 的释放。 T3 红树

林湿地断面的 NH4 -N、NO3 -N 和 NO2 -N 的平均净

交换通量分别为( - 1. 35 ± 1. 18)、( - 0. 64 ±
0. 57)和(0. 24 ± 0. 27)mmol / (m2·d),整体上 T3
断面沉积物为 DIN 的汇,其净吸收量为 - 0. 58
mmol / (m2·d),有效缓解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水

平,这可能与红树林的快速生长过程中对营养盐

的吸收,以及沉积物粒径较细比表面积较大[各
断面黏土含量分别为:T1:(14. 8 ± 10. 4)% ; T2:
(21. 9 ± 2. 5)% ; T3:(34. 1 ± 6. 7)% ],对营养盐

的吸附作用增强有关[4]。 此外,红树林地区沉积

物较强的反硝化和厌氧氨氧化过程中对间隙水

NO3 -N 和 NH4 -N 的消耗也能促进营养盐由上覆

水向沉积物扩散。
表 1 中对比了不同类型湿地沉积物-水界面

NO2 -N、NO3 -N 和 NH4 -N 的交换速率。 从该表中

可知,NO2 -N 的交换速率在各湿地中均为正值,而

NO3 -N 则均为负值,沉积物表现为 NO2 -N 的源,
NO3 -N 的汇,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近。 NH4 -N 在

界面交换中的方向,在不同湿地中各不相同,这可

能与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影响程度不同有关,因为

人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含氮废水会影响间隙水和

上覆水中营养盐的浓度,造成不同程度的浓度差,
从而驱动 NH4 -N 的界面交换。 此外,长江口湿地

DIN 各形态 N 的交换速率明显较高,可能与该地

区较强的水动力交换及低盐促进了界面营养盐的

循环有关。
对比图 5 中原始组与灭菌组结果可以发现,

整体上 DIN 各个形态的交换通量在灭菌之后均

有所降低,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5]。 NH4 -N、
NO3 -N 和 NO2 -N 的平均交换速率分别为(0. 02 ±

1. 24)、(0. 14 ± 1. 18)和(0. 18 ± 0. 37)mmol / (m2

·d), 相 比 于 原 始 组 交 换 速 率 分 别 降 低 了

76. 5% 、23. 7%和 50. 3%,说明细菌微生物在氮的

迁移转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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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生物在界面营养盐交换方面也具有重要作

用[17],底栖动物的扰动或底栖微藻的生长吸收也

能够影响 DIN 的迁移转化。 硝化、反硝化、氨化作

用以及底栖生物的扰动,是沉积物氮形态转化中重

要的生物过程。

图 5　 滨海湿地沉积物-水界面 DIN 交换通量特征(负值表示其扩散方向由上覆水到沉积物)
Fig. 5 The DIN fluxes a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in dry and wet season (negative value indicates

the diffusion direction from overlying water to sediment)

表 1　 国内外不同类型湿地沉积物-水界面 NO2 -N、NO3 -N 和 NH4 -N 的交换速率

Tab. 1 Exchange rates of NO2 -N,NO3 -N and NH4 -N at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in different wetlands

研究区域
交换通量 / mmol·(m2·d) - 1

NO2 -N NO3 -N NH4 -N
来源

大亚湾滨海湿地
范围 - 0. 47 ~ 1. 36 - 2. 05 ~ 3. 41 - 3. 70 ~ 5. 02

均值 0. 36 - 0. 18 0. 09
本文

崇明滩湿地
范围 - - 20. 1 ~ 8. 72 - 5. 91 ~ 14. 44

均值 - - 2. 06 2. 74
[18]

Humber 河口湿地

(英国)

范围 - 1. 50 ~ 1. 40 - 4. 3 ~ 15. 00 - 6. 70 ~ 25. 90

均值 0. 1 - 8. 9 3. 0
[19]

长江口湿地
范围 - 27. 60 ~ 67. 68 - 787. 68 ~ 639. 60 - 442. 80 ~ 255. 60

均值 4. 08 - 46. 56 - 7. 68
[20]

注:“ - ”表示相关指标未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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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大亚湾湿地沉积物上覆水中氮的含量远

高于湾内远岸水体, 其中 NH4 -N 是最主要的氮形

态,约占 DIN 的 72. 4% 以上。 在淡澳河河口断

面,DIN 含量显著高于其他断面,说明河流输入是

DIN 的主要来源途径,近岸人类活动输入对大亚

湾滨海湿地氮素的影响严重。
(2)NH4 -N 是大亚湾湿地沉积物间隙水 DIN

最主要的存在形态,其含量约占 DIN 的 85. 82%
~99. 67% ,沉积物中有机质的矿化可能是间隙水

中 NH4 -N 的重要来源。 垂直方向上随着深度的

增加,NH4 -N 的含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而 NO2 -
N 和 NO3 -N 的分布则与之相反,即随着深度的增

加反硝化和厌氧氨氧化的消耗增强,导致其含量

逐渐降低。
(3)丰水期各断面 NH4 -N、NO2 -N 和 NO3 -N

的界面净交换速率平均值分别为 - 3. 70 ~ 5. 02、
-0. 47 ~ 0. 83 和 - 2. 05 ~ 0. 43 mmol / (m2 ·d),
DIN 平均净交换速率为(0. 41 ± 1. 26)mmol / (m2·
d),沉积物表现为 DIN 的源。 而枯水期各断面

NH4-N、NO2-N 和 NO3-N 的界面交换速率平均值分

别为 -0. 29 ~2. 30、 - 0. 23 ~ 1. 36 和 - 1. 10 ~ 3. 41
mmol / (m2·d),DIN 平均净交换速率为( -0. 23 ±
1. 69)mmol / (m2·d),沉积物表现为 DIN 的汇。

(4)添加生物抑制剂灭菌后发现,整体上 DIN
各个形态的交换通量均有所降低,相比于原始组

分别降低了 76. 5% 、23. 7% 和 50. 3% ,说明微生

物在氮的迁移转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

外,红树植物的生长吸收对沉积物-水界面之间的

营养盐交换速率也有重要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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