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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河流水污染现状探讨
!!!以铜仁市锦江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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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河流一般位于大江大河中上游$源清流洁& 随着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和工业飞速发展$又由于公众

的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大量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废渣等在没有经过处理情况下直接向河道排放致使河流受到严重

污染& 中小河流分布区域一般是我国经济相对落后%工业欠发达地区$水体污染主要表现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

指标超标& 铜仁市锦江河是一条流经 $% 个乡镇的中小河流$其污染和治理现状$在我国的中小河流污染和治理中

是典型的案例& 本文以铜仁市锦江河为例$从锦江河污染现状及治理现状调查入手$分析了锦江河水体污染和治

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处理措施& 希望此典型案例$能在我国的中小河流污染和治理中起到借鉴的作用&

#关键词$!中小河流' 铜仁市锦江河' 水体污染' 污染现状' 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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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河流一般位于大江大河中上游%源清流洁%清

洌可鉴%水质甘甜( 但是在 "# 世纪末 "$ 世纪初%随着

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发展%城市和集镇人口急剧增加%进

而形成了生活污水排放量加大-随着工业飞速发展%也

增加了工业废水"废渣"废气的排放量-又由于公众的

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生活污水还是工业废水"废渣等在

一段时间内%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情况下直接向河道

排污和大气排放%致使河流受到严重污染%进而使我国

大江大河的水质污染日趋严重%臭水沟事件报道比比

皆是%水体富营养化报道更是触目惊心( 从 "##+ 年 %

月太湖蓝藻大爆发%到 "#$/ 年 * 月的江西九江蓝藻暴

发%有报道的大型水体污染事件就达 /# 多起(

"### 年 & 月%国家科技部与云南省政府签订协议%

联合建立控制研究项目%于 "##/ 年 % 月 $$ 日通过国

家验收( 由此开始了我国水体污染的治理工作%自

"##/ 年开始治理河道污染历时 $" 年以来%初步取得成

效%河水开始变清(

但是%因污染处理不彻底%措施不到位%中小河流

至今还受到严重威胁( 本文研究小组自 "#$% 年 /

月."#$% 年 . 月历时 % 个月%对锦江河发源地"支流及

锦江河铜仁段进行了污染现状调查%发现了诸多隐患%

且这些隐患在我国工业不发达地区中小河流污染模式

中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以贵州省铜仁市锦江河为

例%对中小河流水污染现状"处理措施进行探讨(

$(锦江河历史面貌

锦江%又名辰水"麻阳河%古武陵五溪之一%是铜仁

市母亲河%位于贵州省东部%湖南省西部%源出武陵山

脉海拔 "/./K梵净山东南麓%西南流至江口县折向偏

东%经江口"铜仁两县%东流经麻阳县城东%接纳黄土溪

后称辰水%又东至辰溪县城郊入沅江( 其自然资源丰

富%干流全长 "*.OK%其中铜仁市境内长 $//OK%流域

面积 +,&%OK

"

( 多年平均流量 $*#K

&

0I%自然落差

%,+K%平均比降 "-"%U( 铜仁市境内水能理论蕴藏量

$#-% 万 O<%可能开发装机容量 "-., 万 O<( 流域内

地貌丘陵低山%河畔有小块盆地%水系发育( 锦江河和

支流水文特性见表 $(

表 $( 锦 江 河 和 支 流 水 文 特 性

项!!目 锦江 小江 太平河 谢桥河 瓦屋河 石竹河

流域面积0OK

"

/#%* $&+* ,"# $.* &%& $/,

年降水量0KK $&%. $/$% $%/# $&$* $"*# $&$,

年径流深0KK */, .#, .*, +%, +"+ +,*

多年平均流量0K

&

0I

$$"-# &.-& $%-" /-* *-/ &-/*

河道长度0OK $,* */ %&-+ /$-+ ,# "%

天然落差0K $/., .%/ $$$* "** &,$ ",%

水电理论藏量0万 O< "&-#% *-.* &-& #-,/ $-# #-$,

水电可开发量0万 O< $$-# "-+. $-, #-&$ #-$, #-#/*

!!铜仁市素有#黔中名郡邑%独美铜仁$的赞誉%锦

江河未受污染时%两岸风景秀丽%山环水绕%风物荟萃%

自然人文景观如彩绦连珠%山"水"林"瀑"石"洞瑰丽多

彩%在碧江主城区就有#东山楼阁$ #中流砥柱$ #云彩

江声$#两江春色$ #渔梁夜月$ #文笔凌云$ #金鳞游

泳$#西岭归樵$ #玉屏晴雪$ #南岳飞泉$ #石笏朝天$

#六洞岚光$十二景( 尤其是大小两江汇流处#中流砥

柱$...铜岩%乃是相传元代渔人从此江底捞出#儒"

释"道$三尊铜像处%是#铜仁&人'$名字由来%是铜仁

的重要地标之一( 沿江有中南门古商埠文化街区%中

国傩文化博物馆%岩董"杜家园新石器古文化遗址%中

国明清南长城%茶园山庄文化古村%周逸群烈士故居%

沈从文的祖居等%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自然旅游

资源"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社会旅游资源相互烘衬%产

生了良好的综合景观效果%是铜仁市很好的旅游资源(

锦江水系见下页图 $(

,*",



图 $(锦江水系

#(锦江河污染及治理历史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养殖业的快速增长%以及铜

仁市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企业陆续进入铜仁市%而

污水处理措施没有及时跟上%部分企业直接向河道内

排放%加速"加大了河流污染( 在 "##"."##+ 年%锦江

河一度受到严重污染%河水呈浅黄绿色%河底藻类植物

繁多%水中见大量细小浮游物%水体有臭味( 从 "#$&

年 $$ 月 "$ 日%铜仁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办

公室正式成立%并组织铜仁市水务局对锦江河污染情

况实行了普查%排查共有 %& 个排污&水'口%其中大江

$% 个"小江 &* 个"锦江河段 . 个( %& 个排放口中!雨

水泄洪通道口 $$ 个%井水排放口 & 个%空调循环水排

放口 $ 个%截污主管与支管连接点 " 个%污水溢流口 &

个%污水口排放 /& 个(

为了很好地监测河水水质情况%分别在主河道及

支流入口设置了水质监测断面%共 $& 个%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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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锦江河域区段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示意图

!!铜仁市为工业欠发达地区%工业污染相对较小%河

水污染源主要为生活污水"养殖业排放( "#$& 年 $" 月

"& 日对锦江河流域万山区"碧江区段河水中的氨氮"

总磷"粪大肠菌群指标进行了水质取样调查%抽样水质

调查数据见表 " V表 /(

表 #( 小 江 地 表 水 监 测 结 果

监
测
日
期

!!!!!编号及点位

监测项目!!

5Y$ 5Y" 5Y&

清水塘电站坝下 ,#K 川硐河汇入小江前 "##K 小江汇入锦江前 "##K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

类
"

类

高锰酸盐指数0&K;0̂' #-* $-% $-% $-+ $-/ $-"

$

/

$

%

氨氮0&K;0̂' #-#$ #-#& #-$& #-$# #-/# #-&#

$

#-,

$

$-#

总磷0&K;0̂' #-#$^ #-#" #-#* #-#. #-#& #-#"

$

#-$

$

#-"

粪大肠菌群0&个 0̂'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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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 江 地 表 水 监 测 结 果

监
测
日
期

!!!!!编号及点位

监测项目!!

cY$ cY" cY& cY/ cY, cY% cY+

西龙度假村
夹岩河汇入

大江前 "##K

鹭鸶岩

取水口

木杉河楚溪

村上游

龙洞河汇入

木杉河前 "##K

木杉河汇入

大江前 "##K

大江坪桥下

$" 月 "& 日

高锰酸盐指数0&K;0̂' $-$ $-$ $-" $-# $-* $-# $-$

氨氮0&K;0̂' #-#& #-#" #-#$^ #-#+ #-$$ #-#. #-&%

总磷0&K;0̂' #-#$ #-#$^ #-#$^ #-#& #-#$ #-#& #-#"

粪大肠菌群0&个 0̂' ,/## ."## ,/## ,/## ."## ."## ."##

$" 月 "+ 日

高锰酸盐指数0&K;0̂' #-. #-* $-# $-# "-% $-& $-#

氨氮0&K;0̂' #-#$^ #-#$^ #-#$^ #-#, #-"/ #-/% #-""

总磷0&K;0̂' #-#$^ #-#$^ #-#$^ #-#& #-#& #-#/ #-#"

粪大肠菌群0&个 0̂' ,/## ."## &,## ,/## ,/## ."## ,/##

表 '( 锦 江 地 表 水 监 测 结 果

监
测
日
期

!!!!!编号及点位

监测项目!!

YY$ YY" YY&

锦江东门桥下 锦江东关渡口 大明边城下游 "## 米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

类
"

类

高锰酸盐指数0&K;0̂' $-. $-/ $-% $-/ $-, $-/

$

/

$

%

氨氮0&K;0̂' #-%, #-"% #-&$ #-/" #-&$ #-,,

$

#-,

$

$-#

总磷0&K;0̂' #-#, #-#" #-#/ #-#, #-#& #-#,

$

#-$

$

#-"

粪大肠菌群0&个 0̂' ."## ,/## $%### ."## ."## ."##

$

"###

$

$####

!!"#$/ 年%铜仁市政府对污水处理工程总计投资

,#$+# 万元%对污水管网工程"污水处理工程"城区排

水工程投资扩建( 同时采取了排污口治理%漂浮物清

理与垃圾池建设%禽类"水产养殖的整治&流域禁养区

共有畜禽养殖 &* 户共拆除 $& 户%整改治理 * 户-挞扒

洞三级电站库区共有网箱 $,## 口%"#$/ 年 / 月 &# 日

已拆除 $"$& 口'%规范洗车场"医疗废弃物集中整治%

加强执法监督%集中开展综合执法%加大宣传%营造保

护锦江河的舆论氛围%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严格考核(

通过以上措施治理%"#$/ 年年底%城区 %& 个排污

口已治理完成 ,/ 个%余下 . 个排污口( 另外%新增排

污口治理了 "$ 个(

"#$, 年%铜仁市委"市政府将 "#$, 年定为#锦江

生态达标年$%制定了专项行动"工作目标以及工作计

划( 拟定到年底%锦江河城区段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

建设得到基本完善%城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 .#U以上%监测断面水质全部

达到
#

类&优'以上%沿岸乡镇居地和村寨卫生环保"

生态优美%将锦江河流域建设成集防洪"绿化"休闲"旅

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清岸绿"环境优美"风景秀

丽"景色宜人的河岸线和休闲带(

"#$, 年底锦江河主城区排污口排查及整治情况!

锦江河主城区原有排污口 %& 个%通过 " 年多以来的治

理%,% 个排污口污水已基本收集进入城市主管网%还

有 + 个正在治理%经排查%目前锦江河主城区段污水排

口长期有污水流入锦江河的共 &# 个( 年底%用于污染

治理费用 &./.& 万元( 截至 "#$% 年 % 月 $, 日%锦江河

主城区排查发现排污口 *% 个%有 ,* 个已完成整治%整

治完成率仅为 %+-/U(

对比 "#$&."#$% 年的数据%有以下情况!

,"",



2-铜仁市政府 " 年内投入锦江河治理的费用

*.%%& 万元%治理范围包括西龙度假村"夹岩河"木杉

河"龙洞河"川硐河"大江"小江等锦江河支流及干流(

E-对比水质监测结果%汞"砷"硒"铜"镉"铅"锌重

金属等工业污染指标不明显%污染源主要是生活污水"

养殖排放等%主要体现为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突现(

4-排污口治理不彻底%且不断有新的排污口增

加( "#$& 年底普查共 %& 个%至 "#$% 年普查时增加为

*% 个%" 年新增 "& 个排污口(

:-从收集的资料中发现%铜仁市污水处理厂的处

理能力小%不能满足城区污水处理需要%必须扩大其处

理能力%或另选址建厂%加大铜仁市污水处理能力(

0-铜仁市区内老城区雨污没有分流%污水流量增

大%处理成本增加%污水处理费用方面收不抵支%造成

严重亏损%最后无力运行&这种现象在县"镇级城镇非

常突出'

从上面的资料分析看%从 "#$& 年底."#$% 年初%

在政府大力投入及管理下%锦江河污染得到了较好治

理%河水水质得到改善%河水开始变清( 但是从表 , 的

治理效果可以看出%效果与投入的比例小%收效不

明显(

表 J(#*$%(#*$, 年治理情况对比

年份 不合格监测断面数量 不合格指标 投入治理的资金

"#$& $& 粪大肠菌群

" 氨氮

"#$/ $& 粪大肠菌群 ,#$+# 万元

"#$, $ 氨氮 &./.& 万元

$& 粪大肠菌群

"#$% $ 总磷

%(锦江河现状及面临的威胁

锦江河在铜仁市流域内%途经太平乡"德旺乡"和

平镇等 $% 个乡镇%经过江口县"碧江区"万山区县级城

市主城区%沿途有江口县经济开发区"碧江区经济开发

区"万山区经济开发区"大兴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工业园

区%流域内生活居民 ++-," 万%有大小养殖场共 $* 个%

且沿途有汞"锰"煤"水泥生产等矿产开采"生产加工企

业%但是%沿途在运行的污水处理厂 & 个%污水处理设

施严重不足( 从几个月的调查中发现%在锦江流域的

主要污染形式如下!

2-河流流经区域%农村"集镇生活污水"养殖污水

直接向河内排放(

E-在河道"山塘"水库内养殖鹅"鸭"鱼等%直接污

染水体(

4-农村"农业观光园等施肥"喷洒农药后%雨水淋

滤带入水体形成污染( 水作物灌溉富含营养物的尾水

流入沟"渠内%最后进入河道污染水体(

:-汞"锰"煤"水泥生产等矿产开采"生产加工企

业污染排放不达标%甚至向水体内偷排污水-部分企业

在修建渣库"废水池时%对基础部分不做防渗处理%污

水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源或从下游地下水露头排入

水库"河道水体污染河水(

0-在城市污水处理方面!

%

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治理污染%但是资

金存在严重不足%治污工程长期不能完工%也长期不能

使用%污水处理能力小%部分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入河道内污染水体(

&

由于历史原因%老城区雨水和污水没有分流设

施%当降雨时%雨水和污水混流%加大了污水流量%大于

污水管网的容量后%直接排入河道%污染水体(

'

河道边和低于污水管网不能纳入污水处理系统

的城市居民"大小餐饮等服务业直接向河道排放%污染

水体(

(

历史遗留的臭水沟"水塘等无人清理%流经的水

受污染后流入河道%污染水体(

I-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内有大量的重污染企业%

但区内污水处理设施未建或不健全%造成企业污水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在污水处理设施可控制的地段也有

部分企业偷排现象%严重污染水体(

=-在治理时形成的政策"制度"措施%因时间长%

运行机制"经费投入"经费管理等方面没有跟进%或中

断了上级资金支持%地方没有匹配资金%使政策"制度

,#",

张钟阳等0中小河流水污染现状探讨!!!以铜仁市锦江河为例!!! !!!!



得不到执行%措施不到位%甚至有的地方因资金问题放

弃了原有政策"制度"措施%使得污染问题抬头(

'(建议及措施

以上现象是我国中小河流污染存在的普遍现象%

虽说国家在政策"投入上加大了力度%但是因地域经济

发展不同%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同%我国中小河流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针对以上污染情况%根据本次

调查资料分析%建议处理和应对措施如下!

2-尽快完成锦江河流域污水排放工程性措施整

治%在乡镇建立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沿岸垃圾收集处理

设施形成体系%建立#村寨收集"乡镇转运"区县处理$

长效机制%建立该机制长期运行的人事"资金等政策性

保障制度(

E-加大河道沿线养殖业的管理力度%对污染严重

的企业时行整改或取缔%提倡绿色种植%减少农药用

量%推广土质肥力化验%因地施肥%减少富营养化污染(

4-对矿产开采"生产加工企业储污系统进行排

查%对周边地下水和最底排泄基准面的水体取样化验%

整治排放系统"储污系统漏洞%治理排放不达标"偷排

的企业(

:-加快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措施的建设%减少

雨季污水排放量(

0-建立水边线集污系统%即建立城市最低集污工

程措施%收集河道边居民"餐饮等服务业的污水%采用

泵送的方式进入污水处理系统(

I-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建设过程中%严控企业建

设与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同设计"同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的#三同时$原则%做到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建设不

造成新的污染源(

""""""""""""""""""""""""""""""""""""""""""""""

%

!上接第 &% 页" 属性%针对水环境系统中水质指标信

息的复杂性和重叠性%将基于指标变换值的模糊物元

模型应用于某河流的水质评价中( 评价结果表明!该

河流不同时期的水质级别均为
!

级( 基于指标变换值

的模糊物元模型%在权重的计算方面引入指标变换值

理论%计算结果更客观%减少了主观性%且计算简便直

观%为水质评价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新途径( 但将指标

变换值应用于模糊物元模型的权重计算是一种新的尝

试%仅为初步研究%尚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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