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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水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研究
胡!鑫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曲靖分局' 云南 会泽!)((%%%&

!摘!要"!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促进曲靖市经济和社会水平持续上升的同时'造成了诸如水资源质量下降*污染物

排放量居高不下*河流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不仅威胁到人们的饮用水安全和健康'还将严重制约今后的经济社会

发展( 文章针对曲靖市近年水污染实际情况'分析引起水污染的原因'提出相应防治对策'以改善水环境和维护水

生态系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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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自然界十分宝贵的一种资源$对人类的

生存及社会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近年来$随着曲

靖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中型企业相继建设$工

业发展进程加快$污染物排放强度加大$增加了水体的

污染负荷'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和城

市面积扩大$使得生活污水排放量逐年增高$加剧了水

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的矛盾$部分区域和流域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已对水环境&水生态承载能力产生不小

的冲击% 日趋严重的水污染问题给人们的健康安全和

工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如何进一步加强水污染治

理&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保护水资源$成为曲靖市经

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曲靖市水污染现状

$H#!河流

$%#( 年$曲靖市境内监测评价水功能区 +) 个$仅

$' 个功能区达到水质目标要求$达标率 (&H'S% 评价

总河长 #)#$H+R;$其中水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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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评价总河长的 "H&S$ +*H%S$ #*H&S$ $"H"S$

%H$S$"H*S% 据曲靖市水文水资源局多次动态跟踪

监测结果!南盘江源头段&金沙江流域马龙河$水质较

好'局部地区河流水质较差$特别是南盘江上段干流&

龙潭河&北盘江-宣威段/等流经重要城市&城镇的河

段$水污染严重%

南盘江上段干流!属曲靖市经济&工业&农业&人

口&城镇比较集中的流域% 作为主要纳污水体$河流受

工业污水&城市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淋溶水等污染$水

质现状为
"

类T劣
$

类$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龙潭河!越州到南盘江入口段受越州工业园区-分

布着冶金&煤化工等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及集镇废污

水影响$水质现状为
"

类T劣
$

类%

北盘江-宣威段/!干流及支流羊场河沿途工业产

业较为集中$分布着以煤焦&磷&化工&建材等行业为主

的羊场工业园和凤凰山工业园$工业废水&农特产品加

工业及生活污水排放污染较为严重$水质现状为
#

类 T

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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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重要水源地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Fa"&"&.$%%$/$

对曲靖市西河水库&独木水库&牛过河水库等 #% 个水

源地进行水质现状评价$其中独木水库超标项目为总

氮和锰$其余水库主要超标项目为总氮%

!

类和
"

类

水质断面占评价总数的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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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断面占 '%H%S% 由此看来$水质污染已非常严重$

解决水污染问题刻不容缓%

$H"!湖库富营养化状况

区域内大量化肥&农药的施用$淋溶后进入水库$

氮&磷沉积在库底$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采用总磷&总

氮&高锰酸盐指数及透明度 + 项指标对曲靖市 $* 个湖

库型水源地进行营养状态评价$其中 $$ 座水库为中营

养$占评价总数的 '(H*S$) 座水库为轻度富营养$占

$%H'S$# 座水库为中度富营养$占 "H+S%

%(水污染成因

"H#!工业污染持续加重

目前$曲靖市正处在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工矿企

业&工业园区相对较多$且大部分为火力发电&煤炭&机

械&化工&冶金等重污染&高耗水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

大$水体污染负荷较重$主要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

[ed&氨氮等$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给

水环境带来较大压力% 据曲靖市水文水资源局 $%#$

年入河排污口调查数据$曲靖市 $*$ 个规模以上的入

河排污口总排放污水量和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

#)$&*H&' 万 ;

"

&#++')H#*.% 其中$[ed&氨氮&磷&砷&

铅入 河 量 分 别 为 &#$(H#'.& #(")H$).& "'&+H*).&

+&$H)$.&"##H"*.% 工业生产所排放的污水是水环境中

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这些废水不经处理直接

排到自然水体中$势必对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H$!生活污水排放量急剧上升$城镇地表径流负

荷加重

!!随着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城镇人口不断增长$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配套不够完善$加快了生活污水

的排放污染$导致城镇周围的塘堰&湖泊&河流生态环

境恶化% 采用平均浓度法计算降雨径流污染负荷$曲

靖市年排入城镇地表径流的污染物量分别为

[ed++H(('.V6&氨氮 %H$&%.V6&总磷 %H(%*.V6&总氮

-]E/$H&%#.V6%

"H"!农药&化肥残留和流失使污染逐渐加重

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大量使用所带来的面源污染

是导致湖泊&水库等水体污染$特别是水体富营养化的

主要原因% 按地级行政区和水资源三级分区调查统

计$曲靖市年农药施用量为 ##"(.$化肥施用量为

##*'$+.$污染物年排放量为 [ed ))+H(.V6&氨氮

##*'$H+.V6&总磷 #'*(&H).V6&总氮-]E/$"*++H&.V6%

"H+!畜禽粪便排放造成污染成倍增加

区域内分散畜禽养殖规模较大$畜禽粪便不经处

理直接排入水体$加之缺乏禽畜粪便收集及转运站$造

成[ed&总磷&总氮等污染% 以各地区统计年鉴为基

础$估算各地区面源污染负荷量% 曲靖市分散禽畜养

殖规模为 )%*H%#** 万头V6$污染物年排放量为 [ed

"'**&.V6&氨氮 ##$H".V6&总磷 (#(+H$.V6&总氮 -]E/

'+(%H#.V6%

'(水污染防治对策

+H#!加快污水处理和收集设施建设$实施污水资

源化

!!加快曲靖市南城区&麒沾马经济区&各工业园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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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收集与处理设施建设$提高曲靖市中心城区&西城

区&沾益区&马龙区截污和污水处理水平$到 $%$% 年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水重复利用率达 &%S以上% 进行污

水处理时$应根据各个地区的水质&排放指标等灵活选

择污水处理工艺$并对现有污水处理工艺进行优化$如

在重工业地区$采用 Ga\工艺进行处理% 实施水污染

源全面达标排放$重点水污染源实行在线监控'健全水

污染防治技术体系$逐步减少污染源和污染面积'建立

大型污水处理厂或中水工程$污水处理厂处理设施建

设与供水&用水&节水与污水回用统筹考虑$将污水有

控制地投放到土壤- 包括煤渣&沙石等/植物系统中$

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条件下的综合作用$达到污

水净化与资源化的目的%

+H$!控制重点行业的污染和生态破坏

对煤炭&冶金&化工等高污染&高耗水&高能耗行

业$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产业政策对企业的生产

进行控制与监督$与水环境保护要求不相适应的产品

实行关&停&并&转&迁'对于污染危害较大的企业&行业

和区域进行限期治理'扶持企业提高工业废水&废气&

废渣的处理和综合利用能力'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经济

有效地解决工业污染问题%

+H"!排污口整治措施

6H按污染物排放种类对工业企业实行分类控制$

排放第一类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必须在生产车间或废水

处理设施的相应位置设立独立排放口$在车间处理设

施口采样$其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必须符合一定要求%

BH设立污水处理回用工程和排污口生态净化工

程$污水经处理后回用包括厂内循环回用和厂外回用

两部分$对于工业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达标尾水主要

考虑企业内部循环回用%

;H对较为分散的排污口进行合并和调整$便于污

染源的集中治理%

EH若采取排污口生态净化工程和污水处理回用

等整治措施后仍无法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要求$应

关闭或搬迁排污口%

+H+!城镇地表径流负荷控制措施

通过技术性措施来控制污染$如修建沉淀池&渗漏

坑&多孔路面&蓄水池和处理污染的建筑物等% 包括对

污染源的控制$将雨水径流污染物从源头上控制在最

低限度'对污染物扩散途径的控制$研究雨水径流污染

物输送和扩散机理$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污染物排入地

下或地表水体的数量'通过自然生态技术或人工净化

技术降解带入水体的径流污染物%

+H(!农药&化肥污染源和分散畜牧养殖污染源治

理措施

!!采用科学的种植和耕作制度$设立农田水分循环

的>\GXG系统'合理设计生态渠沟模型与形式$建立

水源涵养林及生态河岸带$截留农田排放的氮磷'修建

田间垃圾收集池$收集农作物产生垃圾集中处理% 布

局集中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畜禽散养密集区采取废

水集中处理模式$建立完备的排水设施并保持通畅$排

水系统实行雨污分流% 建立厌氧发酵反应池和沼气储

存利用设备进行粪便的收集和发酵$回收沼气能源或

生产高效肥%

/(结(论

作为云南省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工业城市$曲

靖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

也对水生态环境带来了危害$水污染问题成为制约曲

靖市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文章针

对当前曲靖市水污染现状$分析了水污染成因$提出控

制重点行业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快污水处理和收集

设施建设&实施污水资源化等水污染防治对策$以期促

进水污染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水库&湖泊等水体富营

养化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主要江河湖泊水生态系统得

到全面保护$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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