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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对太子河
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启示

王福振
!锦州市义县水利局" 辽宁 锦州!"J""###

!摘!要"!通过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污染治理经验与太子河流域水污染处理方式分析"从密西西比河和太子河

流域的地理自然简况$污染状况以及治理方法进行对比"归纳太子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不足"以期吸取密西西比河

流域水污染有效治理的成功经验"从而对太子河流域治理有所启发"提出合理的治理方案%

!关键词"!水污染& 治理方比& 密西西比河流域& 太子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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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河流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辽宁省工业和

农业重要的生产基地#在辽宁省快速发展历程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整个河流的汇水面积为 "IGGJ^<

J

#长

度为 E"I^<#用水量约是全省用水量的 F#M左右'

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激增的双重因素+",

#

太子河流域水质严重恶化#并且一度成为辽宁省内水

资源最缺乏的地区' 虽经长时间的努力#太子河流域

水污染的治理有了一定效果#但整体上看#治理程度远

滞后于粗放型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尚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水污染严重的状况+J,

' 所以#为保证太子河流域的

可持续性发展#水污染问题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地方+I,

'

与太子河水污染相似#在飞速地经济发展历程中#

密西西比河流域也曾经经历过更为糟糕的污染#遭受

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经过长时间的不间断的综合治理#

实现密西西比河流域水资源)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

全面多方位发展#其中的治理方法和经验教训对太子

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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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流域与太子河流域地理自然

简况比较

!!密西西比河发源于美国西部偏北的落基山中#河

流长度为 H#J"^<-整个流域的汇水面积为 IJJ 万 ^<

J

#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LG## 亿 <

I

#途经美国东部和中部

的大部分地区' 密西西比河作为工业化程度高度集中

的经济发展动脉#经过北美大陆上一些物产富饶的地

方#经由人类不断地探索研究开发#逐渐成为世界上最

繁忙的商业水道之一'

太子河位于辽宁省的东南部#是辽宁省较为重要

的河流之一' 河流发源于新宾县#流经本溪市和辽阳

市#河流最终流入浑河' 太子河流域是辽宁省工农业

和经济发展重点区域#也是辽宁省水资源环境建设的

重点实施区域'

由表 " 可以看出#密西西比河在长度)流域面积)

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径流量等都远远超过太子河#但

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太子河流域的人口密度较大#由

此造成太子河流域应对的环境压力超过密西西比河流

域' 太子河流域不仅仅是山丘地区#而且还是河网十

分密集的区域#地势十分平坦#河流的流速十分缓慢#

河网密度可高达 IDI^<N̂<

J

#地势低平造成治理工作

难度系数增大' 极为复杂的平原水系不仅增加了治理

太子河水污染的工作量#而且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太

子河流域水污染的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表 $&密西西比河与太子河自然条件比较

河!流 途经地区
年平均流

量N"<

I

N;$

年平均径流

量N亿<

I

年平均降水

量N<<

流域面积N

^<

J

年均输沙

量N亿-

河流长度N

^<

密西西比河 美国东部)中部 "HFKJ LG## "JLF JKG"#FH EKL## IFIE

太子河 本溪市)辽阳市 "#H JHDGH HL# "IGGI J#KG E"I

#&密西西比河流域与太子河流域污染状况

对比

!!密西西比河曾发生两次较为严重的水污染' 第一

次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由于该州玉米和大豆处理工业

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氮和磷流入密西西比河#使水污染

逐渐严重#特别是随着大量新型工业的兴起#该州的人

口飞速增加#大量的生活废弃物和工业污水排入河中#

加重了河水污染#河水含氧量几乎为零'

密西西比河的第二次水质恶化非常严重#导致密

西西比河口周边的地区被称为死区' 由于当地的废水

处理厂将大量的废水排入河流#河流的污染物滋生了

大量的藻类#使河流处于中等富营养状态从而夺走了

水中的氧气#致使大量生物死亡#而且给当地的数百万

群众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太子河流域相对于密西西比河来说#虽造成的污

染范围小)污染时间短#但其污染程度丝毫不亚于密西

西比河流域' 根据表 J 和表 I#导致太子河流域水质污

染严重的原因主要是重工业产生的废水和生活污水'

近几年来#太子河流域各地的用水总量为 I#DLF 亿 <

I

#

仅城市用水就占据一半#为 "LDGG 亿 <

I

#在各个城市

中#辽阳市)本溪市用水量最多#约占整个太子河流域

供给城市用水的 K#M#以至辽阳)本溪的城市化污染

是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

表 #& 多 年 太 子 河 流 域 主 要 城 市 平 均 用 水 和 污 水 排 放 状 况

排污城市
总供水量N

"万-N1$

工业用水量N

"万-N1$

生活用水量N

"万-N1$

废物排放总量N

"万-N1$

生活污水量N

"万-N1$

工业污水量N

"万-N1$

城市人口N

万人

工业总产值N

万元

辽阳市 "GGFE LII" "IE#I "JILIDG E"GEDE G"HK HKDGJ LK"JEI

本溪市 IJEJL HLLK JLGKG "KJ##DI LJEFDH "IKLI KHDI "KIJK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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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太子河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的多年平均排放状况

单位! <6NZ

河流 排污城市 3gQ

'%

I

'̀ 挥发酚 悬浮物 总 量

太子河

本溪市 "KL## HKF#D# "LFD# J"H## EGJJFD#

辽阳市 JKK## "JI#D# FEDL J"E### JELJ#EDL

鞍山市 IKI## E"F#D# JKDF IEE### IGFEEKDF

北沙河 抚顺市 "J### J"L#D# "#D" "#E## JELH#D"

海城河 海城市 JJJ# KFDJ #DJ "IH# IHFFDE

合!计 "#JKJ# "EH"FDJ JF"DL LK"IH# F"IHJLD"

,&密西西比河与太子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对比

每个国家针对河流流域水污染治理采取的方式都

不一样#美国针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污染状况#采取了

高度集中的全流域污染治理模式#将供排水)污水的控

制与处理)防洪抗灾)渔业等完美结合' 密西西比河流

域治理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 流

域治理第一步将城市污水排放管道迁移到下游#着重改

善城市水质' 第二步采取高度集中的全流域治理模式#

严格控制整个流域的污水排放状况#积极地在全流域展

开建设废水处理厂工作#采用先进的污染监测系统进行

监测' 经过长时间不断的综合治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

水污染治理效果十分显著#流域逐渐恢复了原貌+L,

'

针对太子河流域污染状况#我国实行的是流域与

区域行政管理两者相结合的体制#将太子河水质污染

的治理和其他项目分开处理' 首先针对污染状况投资

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合理调度太子河水资源'

然后加大了对农业用水污染控制的力度#兴建污水处

理厂和加快生态环境建设' 最后调整了太子河周边地

区的产业结构#重点推广低污染)高效益的高新产业'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虽然太子河水污染治理工作有一

定的效果#部分流域的水质明显得到了改善#但是太子

河流域内的生态环境依旧十分严峻#尤其是氮)磷超标

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

.&针对太子河流域水污染问题的启示

ED"!逐步建立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机制

太子河是辽宁省的一条主要干流#太子河流域的

水污染趋势不是现在实行的水资源管理机制所能控制

的#为了能够保障水污染治理工作的有效性#实现合理

的治理规划目标+H,

#就要以太子河流域为中心#建立适

合太子河流域的水资源管理机制' 对太子河河段进行

整体管理与保护#明晰责任#统一管理#使得太子河流

域的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EDJ!拟定明确的水资源治理规划)目标并建立科

学的水资源评价标准体系

!!以太子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为出发点#以防止水资

源污染为目标#拟定符合自然规律)合理的水资源治理

规划和目标' 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科学的水资

源评价标准体系+F,

#明确规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不合

标准的污染物严禁排入河流#严格限制污染物排放量#

从而实现科学合理地治理水污染+G,

'

EDI!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科技投入#实现低

污染生产

!!水污染治理会消耗大量的物资#应加大对高效)经

济的污水处理设施的科技研究+K,

' 积极兴建设备先进

的污水处理厂#在厂内职员中#加大科研人员的比例#

研发水质实时监测系统#依据系统变化#随时合理调

配太子河流域的水资源#并且随时应对出现的各种

紧急情况#科学研究开发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和技

术+"#,

' 全面调整流域内产业结构#重点投入低污染)

低耗能的清洁型产业项目#减少工业生产对水质造

成的污染'

G&结&语

本文通过对密西西比河水污染治理方式和太子河

流域水污染治理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我国的水污染治

理刚进入初始阶段#若想用有限的物资取得满意的治

理效果#还要有一段漫长探索之路要走' 太子河水污

染治理的关键之处就是整体协调人民)管理部门和企

业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调动各方治理水污染的积极

性#加强人们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大力进行水资源保护

教育工作#科学)有效地治理太子河流域水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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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态河道治理模式结构

用合理的生态河道治理模式#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河道

治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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