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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明确富营养化浅水湖泊中不同聚集厚度藻类分解过程对碳、氮和磷的产生及温室气体释放的影

响ꎬ本研究通过室内模拟的方法ꎬ研究了不同聚集厚度(３ ｃｍ、５ ｃｍ、１０ ｃｍ、１５ ｃｍ 和 ２０ ｃｍ) 藻类衰亡分解过程中

碳、氮和磷的迁移特征及温室气体产生的规律. 结果表明ꎬ在藻类衰亡分解过程中ꎬ藻聚集厚度 ２０ ｃｍ 时水体溶
解性有机碳( ＴＯＣ) 浓度值最高ꎻ同时ꎬ随着藻类聚集厚度的增加ꎬ各处理组中总氮( ＴＮ) 、总磷( ＴＰ ) 和铵态氮
( ＮＨ ＋４ ￣Ｎ) 的浓度均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气态碳以 ＣＨ４ 和 ＣＯ２ 形式排放到大气中ꎬ培养结束时ꎬ藻聚集
厚度 ２０ ｃｍ 处理组中 ＣＨ４ 和 ＣＯ２ 排放通量最大ꎬ分别为 ５８.８５ ｍｇｍ －２ｈ －１ 和 ４８９.１８ ｍｇｍ －２ｈ －１ ꎻ此外ꎬＮ２ Ｏ 的排
放通量随着藻聚集厚度的增加而增加. 实验过程中ꎬ水体中 ＮＨ ＋４ ￣Ｎ 与各处理组 ＣＯ２ 、ＣＨ４ 和 Ｎ２ Ｏ 的排放通量均
显著相关( Ｐ<０.０５) . 本研究揭示了藻类聚集厚度与水体中碳、氮、磷的浓度及 ＣＯ２ 、ＣＨ４ 和 Ｎ２ Ｏ ３ 种温室气体释
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ꎬ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湖泊富营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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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ꎬ等:不同聚集厚度藻类分解过程对温室气体释放的影响


湖泊是地球表层系统中各个圈层相互作用的联接点 [１－２] ꎬ对区域乃至全球尺度上的物质循环具有重

要的影响 [３] . 随着湖泊富营养化加剧ꎬ世界各地频繁发生藻类水华事件 [４－６] . 富营养化湖泊中ꎬ藻类水华在
夏季频繁爆发ꎬ并且受风向和水流等环境因子的影响ꎬ藻类大量聚集在湖湾及湖滨带. 藻类在表层水体中
聚集ꎬ形成不同聚集厚度的藻类聚集层ꎬ抑制了周围水体的复氧ꎻ同时藻类聚集层下方的藻类快速衰亡ꎬ从
而加快水体溶解氧的消耗ꎬ导致周围水体迅速形成缺氧状态 [７] . 藻类残体沉降到水 － 沉积物表面ꎬ大量聚
集形成丰富的藻类有机质ꎬ会对沉积物的进一步矿化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微生物会优先
利用不稳定碳源( 如藻类有机质) ꎬ不稳定碳源含量过高对土著微生物的生长产生抑制作用ꎬ从而使原有
沉积物有机质的矿化速率降低 [８－１０] ꎬ但是不稳定碳源含量合适则会通过微生物间的能量传递来激发土著
微生物产生大量胞外酶ꎬ进一步提高沉积物的矿化速率 [１１－１３] ꎬ同时也会加速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ＣＯ ２ ) 、甲
烷( ＣＨ ４ ) 和氧化亚氮( Ｎ ２ Ｏ) 在湖泊水 － 气界面的排放 [１４－１５] . 近年来ꎬ已有研究表明夏季太湖竺山湾湖滨
带ꎬ藻类残体聚集厚度可达数厘米以上ꎬ表层水体中藻密度可达 １０ １３ ｃｅｌｌｓ / Ｌ [１６－１８] ꎬ使得该区域的温室气体
(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排放量显著高于开阔湖区水域ꎬ并且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的排放量与水体碳、氮和磷的浓
度存在相关性 [１５ꎬ１９] . Ｘｉａｏ 等 [２０] 对太湖温室气体( ＣＨ ４ ) 排放的研究展示出水体透明度、溶解氧浓度( ＤＯ)

及藻类分布等均对 ＣＨ ４ 排放有重要影响. 藻类聚集区是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３ 种温室气体重要的潜在排放
源 [２１] ꎬ藻类的聚集衰亡对湖泊温室气体的释放产生重要影响ꎬ但是目前对于不同聚集厚度藻类分解过程
中上覆水中碳、氮、磷等营养盐的浓度变化和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３ 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ꎬ以及二者之间的
潜在联系鲜有报道.

太湖竺山湾湖滨带是藻类聚集的严重区域ꎬ湖面上生长出来的藻类随着东南风作用聚集于此ꎬ快速腐

烂、分解ꎬ导致其周边水质恶化ꎬ并且迅速降低水体的 ＤＯꎬ形成适合温室气体产生的厌氧环境. 在野外实
际条件下ꎬ太湖藻类甚至可达 １ ｍ 聚集厚度的藻类聚集量 [１９] . 本实验选取太湖竺山湾符渎港附近藻类、上
覆水和沉积物作为实验材料ꎬ根据课题组前期关于藻类聚集厚度进行的相关实验研究方法 [２２] ꎬ通过室内
模拟实验ꎬ阐明不同聚集厚度的藻类对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及水体碳、氮、磷的动态变化的影响ꎬ为深入研究
湖滨带藻类聚集分解过程对水环境及温室气体的影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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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采样点位于太湖竺山湾符渎港附近(３１°１４′４５.６１″Ｎꎬ１２０°０′４５.０１″Ｅ) .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利用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采泥器采集表层沉积物. 返回实验室后ꎬ新鲜沉积物样本被筛分( １ ｍｍ 滤网) ꎬ以去除植物残渣和贝壳碎
片. 上覆水是收集的原位水ꎬ水样经过 ０.４５ μｍ 滤网过滤后ꎬ混匀ꎬ待用. 藻类样品在以微囊藻为主的表层
水华中收获ꎬ使用浮游生物网(６４ μｍ 目) 过筛.

实验在直径为 ２０ ｃｍ、高度为 ２００ ｃｍ 的有机玻璃管中进行. 首先在容器底部放入 ２０ ｃｍ 新鲜沉积物ꎬ

然后向每个有机玻璃管中缓慢加入已过滤的太湖原位水( 水位达到 １.５ ｍ) ꎬ最后加入藻类样品. 设定藻类
样品添加厚度分别为 ３ ｃｍ、５ ｃｍ、１０ ｃｍ、１５ ｃｍ 和 ２０ ｃｍ( 由于研究位点的水域无明显的水面ꎬ几乎都被藻
类所覆盖ꎬ因此未设置不添加藻类的对照组) . 实验开始后ꎬ分别在第 １、２、３、４、５、６、８、１０、１２、１４ ｄ 采集样
品ꎬ共计 １０ 次采样. 另外ꎬ夏季太湖湖水温度被设定为 ３０ ℃ [２３－２５] . 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Ｆｉｇ １

实验装置示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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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中主要测定 ＴＮ、ＴＰ、ＮＨ ＋４ ￣Ｎ 和 ＴＯＣ ４ 种基础理论指标. ＴＮ、ＴＰ 浓度采用碱性过硫酸钾联合消解

法测定 [２６－２７] ꎻＮＨ ＋４ ￣Ｎ 浓度用连续流动分析仪( Ａｕ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３ꎬ德国) 测定ꎻＴＯＣ 浓度用 ＴＯＣ 分析仪( 岛津
ＴＯＣ －Ｌꎬ日本) 测定.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的排放通量用气相色谱仪( Ａｇｌｉｅｎｔꎬ７８９０Ｂ) [２８] 测定ꎬ根据 Ｌａｍｂｅｒｔ
等 [２９] 的方法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２
２.１

数据作图、分析分别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

结果与分析
水体中碳、氮、磷浓度的动态变化
实验开始后ꎬ随着藻类的不断衰亡分解ꎬＤＯ 值急剧下降ꎬ且藻类聚集厚度越大ꎬ水体溶解氧消耗越

快ꎬＤＯ 值越低( 图 ２ａ) ꎻ同时ꎬ溶解氧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水体的氧化还原状态. 与水体溶解氧变化趋势相
类似ꎬ实验初期ꎬ ＯＲＰ 值 急 剧 下 降ꎬ 并 在 第 ３ ｄ 达 到 稳 定ꎬ 水 体 ＯＲＰ 值 维 持 在 － ２６０ ~ － ２１０ ｍＶ 之 间
( 图 ２ｂ) . 实验前 １０ ｄꎬ随着藻类衰亡分解ꎬ水体 ＴＯＣ 浓度迅速升高ꎬ藻聚集厚度为 ２０ ｃｍ 处理组的 ＴＯＣ 浓

度最高ꎬ为 １４８.２０ ｍｇＬ －１ ꎬ分别为其他 ４ 组( 藻聚集厚度为 ３ ｃｍ、５ ｃｍ、１０ ｃｍ 和 １５ ｃｍ) 的 ７.０５ 倍、４.８８ 倍、

１.８７ 倍和 １.１２ 倍( 图 ２ｃ) ꎬ且藻聚集厚度为 ２０ ｃｍ 处理组的 ＴＯＣ 浓度与其他处理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 在藻类分解过程中ꎬ各处理组 ＴＰ 释放规律基本一致ꎬ水体中 ＴＰ 浓度在第 ６ ｄ 左右达到峰值ꎬ随

后缓慢下降(图 ２ｄ)ꎬ藻聚集厚度为 ２０ ｃｍ 时水体 ＴＰ 增长速率最快ꎬ６ ｄ 内平均增长速率达到了 ２.１ ｍｇＬ－１ｄ－１ ꎬ
因此ꎬ藻聚集厚度越大ꎬ磷释放量越大ꎬ释放速率越快ꎬ持续时间越长. 水体中 ＴＮ 浓度与藻聚集厚度呈显
著正相关( Ｐ<０.０５) ꎬ随着藻聚集厚度的增加ꎬ水体中 ＴＮ 浓度不断增大ꎬ但是 ３ ｃｍ 和 ５ ｃｍ 的藻聚集厚度
下ꎬ水体中 ＴＮ 浓度上升幅度较小( 图 ２ｅ) . 在实验第 ３ ｄ 开始ꎬ各处理组 ＴＮ 浓度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ꎬ基
本于第 １０ ｄ 达到峰值ꎬ藻聚集厚度为 ３ ｃｍ、５ ｃｍ、１０ ｃｍ、１５ ｃｍ 和 ２０ ｃｍ 处理组的 ＴＮ 浓度在达到峰值时平
均增长速率分别为 １.３７ ｍｇＬ －１ｄ －１ 、３.８０ ｍｇＬ －１ｄ －１ 、８.２２ ｍｇＬ －１ｄ －１ 、１５.２２ ｍｇＬ －１ｄ －１ 和 １６.４８ ｍｇＬ －１ｄ －１ .

水体 ＮＨ ＋４ ￣Ｎ 浓度随藻类衰亡分解不断上升ꎬ且在水中稳定存在较长一段时间( 图 ２ｆ)ꎬ藻聚集厚度为 ２０ ｃｍ
处理组的 ＮＨ ＋４ ￣Ｎ 最大浓度分别是其他 ４ 组的 ８.２４ 倍、３.４７ 倍、１.７９ 倍和 １.２２ 倍.

图２
Ｆｉｇ ２

２.２

水体 ＤＯ、ＯＲＰ、ＴＯＣ、ＴＰ、ＴＮ 和 ＮＨ ＋４ ￣Ｎ 浓度的动态变化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ＯꎬＯＲＰꎬＴＯＣꎬＴＰꎬＴＮ ａｎｄ ＮＨ ＋４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排放通量的动态变化
不同聚集厚度下藻类分解产生的 ＣＯ２ 、ＣＨ４ 和 Ｎ２ Ｏ 的排放通量均表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其中各处理组

ＣＯ２ 的排放通量在实验前 ８ ｄ 均处于缓慢上升阶段ꎬ第 ８ ｄ 后 ＣＯ２ 的排放通量呈现快速上升的状态. 实验结

束时ꎬ藻聚集厚度为 ３ ｃｍ、５ ｃｍ、１０ ｃｍ、１５ ｃｍ 和 ２０ ｃｍ 的处理组ꎬ其 ＣＯ２ 排放通量分别达到 ２３８.３２ ｍｇｍ－２ｈ－１ 、
— １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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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７３ ｍｇｍ －２ｈ －１ 、３１３.１５ ｍｇｍ －２ｈ －１ 、４０４.０３ ｍｇｍ －２ｈ －１ 和 ４８９.１８ ｍｇｍ －２ｈ －１(图 ３ａ). 各处理组的 ＣＨ４ 排
放通量在实验初期(第 １ ~ ６ ｄ)上升速率较慢. 实验结束时ꎬ藻聚集厚度为 ３ ｃｍ、５ ｃｍ、１０ ｃｍ、１５ ｃｍ 和 ２０ ｃｍ

的处理组ꎬ其 ＣＨ４ 排放通量分别达到 ２５.５３ ｍｇｍ－２ｈ－１ 、３０.６２ ｍｇｍ－２ｈ－１ 、３５.１０ ｍｇｍ－２ｈ－１ 、３８.８３ ｍｇｍ－２ｈ－１ 和

５８.８５ ｍｇｍ －２ｈ －１(图 ３ｂ). Ｎ２ Ｏ 均在第 １０ ~ １４ ｄ 内上升速率最快. 藻聚集厚度为 ３ ｃｍ、５ ｃｍ、１０ ｃｍ、１５ ｃｍ 和

２０ ｃｍ 的处理组ꎬ其 Ｎ２ Ｏ 排放通量在这期间分别增加 １.２２ ｍｇｍ －２ｈ －１ 、１.６７ ｍｇｍ －２ｈ －１ 、３.２２ ｍｇｍ －２ｈ －１ 、
３.９９ ｍｇｍ －２ｈ －１ 和 ４.８３ ｍｇｍ －２ｈ －１(图 ３ｃ). 藻类衰亡分解过程中ꎬ气态碳主要以 ＣＯ２ 的形式向外界释放ꎬ其
ＣＯ２ 最高排放通量是 ＣＨ４ 的 ８ 倍.

图３
Ｆｉｇ ３

２.３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２ Ｏ 排放通量的动态变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 ２ ꎬＣＨ ４ ａｎｄ Ｎ２ 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

水环境因子与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排放通量的相互关系
藻类聚集衰亡不仅会向上覆水释放碳、氮和磷等营养盐ꎬ还会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温室气体 [１５] . 为进一步了解藻类聚集衰亡过程中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ꎬ本研究对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
析( 见表 １) . 结果表明ꎬ藻聚集厚度为 ３ ｃｍ 的处理组ꎬ其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３ 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通量只与
ＮＨ ＋４ ￣Ｎ 浓度显著相关( Ｐ<０.０５) ꎻ藻聚集厚度为 ５ ｃｍ 的处理组ꎬ仅 ＴＯＣ 浓度与 ３ 种温室气体排放通量不显

著相关( Ｐ>０.０５) ꎻ藻聚集厚度为 １０ ｃｍ、１５ ｃｍ 和 ２０ ｃｍ 的处理组ꎬ其 ３ 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通量均与 ＴＯＣ、
ＴＰ、ＴＮ 和 ＮＨ ＋４ ￣Ｎ 浓度显著相关( Ｐ<０.０５) ( 藻聚集厚度为 １５ ｃｍ 的处理组中 Ｎ ２ Ｏ 与 ＴＮ 无显著相关性除
外) ꎬ并且这 ３ 个处理组中 ＣＨ ４ 和 ＣＯ ２ 气体排放通量与 ＴＯＣ、ＴＰ、ＴＮ 和 ＮＨ ＋４ ￣Ｎ 浓度极显著相关( Ｐ<０.０１) .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处理组

藻聚集厚度 ３ ｃｍ

藻聚集厚度 ５ ｃｍ

藻聚集厚度 １０ ｃｍ

藻聚集厚度 １５ ｃｍ

藻聚集厚度 ２０ ｃｍ
∗

水体理化指标与 Ｎ２ Ｏ、ＣＨ ４ 和 ＣＯ ２ 排放通量的相互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 ｏｆ Ｎ２ ＯꎬＣＨ ４ ａｎｄ ＣＯ ２
温室
气体

水体理化指标
ＴＯＣ

ＴＰ

ＮＨ ＋４ ￣Ｎ

ＴＮ

Ｎ２ Ｏ

－０.１７９

０.４７５

０.４９１

０.６８２ ∗

ＣＯ ２

－０.２５８

０.４４４

０.５７７

０.６７０ ∗

ＣＨ４

Ｎ２ Ｏ
ＣＨ４
ＣＯ ２

Ｎ２ Ｏ
ＣＨ４
ＣＯ ２

Ｎ２ Ｏ
ＣＨ４
ＣＯ ２

Ｎ２ Ｏ
ＣＨ４
ＣＯ ２

注: Ｐ<０.０５ 相关性显著ꎻ

∗∗

－０.２４２

０.５１２

－０.０７６

０.６４８ ∗

－０.０４９

０.７０９ ∗

－０.０６２

０.７４９ ∗
０.８０３

∗∗

０.８３７ ∗∗
０.７９７ ∗
０.９０３

∗∗

０.８７２ ∗∗
０.７５１ ∗
０.９０２

０.６１８

∗∗

０.９１９ ∗∗

Ｐ<０.０１ 相关性极显著.

０.６６１

∗

０.８２９

∗∗

０.６６０ ∗

０.８５９ ∗∗
０.８３２ ∗∗
０.８４７

∗∗

０.８９６ ∗∗
０.９３９ ∗∗
０.９９０

∗∗

０.９２８ ∗∗

０.７６４ ∗

０.６４２ ∗
０.７２４ ∗
０.７３１

∗

０.８３９

∗∗

０.７１０ ∗

０.８３３ ∗∗

－０.００５
０.８７０

∗∗

０.８３６ ∗∗
０.７４４ ∗
０.９１４

∗∗

０.９５４ ∗∗

０.７３７ ∗
０.７１７ ∗
０.７４０ ∗
０.７８８ ∗

０.８８１ ∗∗
０.８９３ ∗∗
０.８５４ ∗∗
０.９１９ ∗∗
０.９４４ ∗∗
０.９５６ ∗∗
０.９１０ ∗∗
０.９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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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中随着藻类的不断分解ꎬ水体溶解氧快速消耗ꎬＤＯ 和 ＯＲＰ 浓度迅速降低ꎬ水体呈还原环境ꎬ藻

类快速衰亡分解 [２０] ꎬ藻类细胞破裂并向水中释放大量有机物ꎬ导致水体中 ＴＯＣ、ＴＰ、ＴＮ 和 ＮＨ ＋４ ￣Ｎ 浓度升
高. 然而释放水体中的有机物又会不断发生降解ꎬ当有机物的降解速率大于其释放速率时ꎬ水体有机物含
量将会减少ꎬ因此实验第 １０ ｄ 后水体中 ＴＯＣ 浓度逐渐降低 [２２] . 同时ꎬ有机质矿化过程中产生的 ＮＨ ＋４ ￣Ｎ 由
于缺氧不能通过硝化作用转化为 ＮＯ －３ ￣Ｎꎬ因此在整个培养过程中ꎬＮＨ ＋４ ￣Ｎ 浓度逐渐增加后保持平稳. 值得
注意的是ꎬ各处理组的 ＴＮ 浓度在第 １０ ｄ 左右达到峰值ꎬ相当于 ＮＨ ＋４ ￣Ｎ 此时浓度的 ２ 倍ꎬ但是第 １４ ｄ 又下
降到与 ＮＨ ＋４ ￣Ｎ 浓度几乎相等的水平ꎬ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藻类的逐渐衰亡ꎬ有机物不断释放至水体ꎬ在微生
物的作用下部分有机氮转化为 ＮＨ ＋４ ￣Ｎꎬ因此水中 ＴＮ 和 ＮＨ ＋４ ￣Ｎ 浓度逐渐升高. 随后ꎬ在实验后期ꎬ由于 ＴＮ

的不断消耗并且整个实验体系属于厌氧状态ꎬ因此水体中 ＮＨ ＋４ ￣Ｎ 成为主要的氮存在形式. 实验过程中ꎬ
ＴＯＣ、ＴＰ、ＴＮ 和 ＮＨ ＋４ ￣Ｎ 的增加量与藻聚集厚度密切相关ꎬ藻聚集厚度越大ꎬ浓度增加越多ꎬ并且在水体中
赋存的时间越长 [２２] .

本研究藻类衰亡分解过程中ꎬ除了会向上覆水释放溶解态的碳、氮、磷营养盐外ꎬ还能以气态形式向外

界释放温室气体(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ꎬ不同藻聚集厚度下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均表现出排放通量逐渐上升的
趋势. 在本实验周期内ꎬ藻类衰亡后释放的有机质始终保持一个高浓度输入状态ꎬ给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的
大量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浅水湖泊中 ＣＯ ２ 的产生主要是初级生产者的呼吸作用和沉积物对有机质的矿
化作用ꎬ本研究 中 气 态 形 式 的 碳 主 要 以 ＣＯ ２ 的 形 式 向 外 界 迁 移ꎬ 占 向 外 界 碳 排 放 通 量 的 ８８. ９６％ ~

９０.９６％. 而已有的研究中ꎬ藻类聚集区气态形式的碳是以 ＣＨ ４ 为主ꎬ这可能是由于本实验周期太短ꎬ食氢
产甲烷菌的丰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ꎬ导致利用 Ｈ ２ 和 ＣＯ ２ 合成 ＣＨ ４ 的效率较低ꎬ因此在 ＣＨ ４ 的生成过程中
对 ＣＯ ２ 的消耗太少 [３０－３１] . 本研究 ＮＯ －３ ￣Ｎ 在相对缺氧条件下会通过反硝化作用生成 Ｎ ２ Ｏ [３２] . 由于本实验
未对反硝化过程中产生 Ｎ ２ Ｏ 的微生物进行测定ꎬ因此ꎬ对于富营养化浅水湖泊藻类聚集区的藻类有机质
矿化产生 Ｎ ２ Ｏ 的微生物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体上看ꎬ实验过程中ꎬ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的排放通量与藻聚集
厚度密切相关ꎬ藻聚集厚度越大ꎬ排放通量越大ꎬ并且平均增加速率也越大ꎬ但是各处理组之间的温室气体
排放通量的差异相较于藻类生物量的差异较小ꎬ这可能是由于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藻聚集厚度较高的处理
组始终在水界面保持很高的藻聚集厚度ꎬ从而阻碍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本实验藻类衰亡分解过程中 ＴＯＣ、ＴＰ、ＴＮ 和 ＮＨ ＋４ ￣Ｎ 的释放与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的排放通量ꎬ随着藻聚

集厚度的增加ꎬ其相关性也逐渐增加ꎬ并且藻聚集厚度超过 １０ ｃｍ 的处理组 ＴＯＣ、ＴＰ、ＴＮ 和 ＮＨ ＋４ ￣Ｎ 与
ＣＨ ４ 、ＣＯ ２ 的排放通量表现出极显著相关( Ｐ<０.０１) ꎬ这表明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的释放与碳、氮、磷营养盐的
浓度密切相关ꎬ并且高浓度的营养盐降到低水平需要更长的时间 [３３－３５] . Ｓｃｈｕｌｔｚ 等 [３６－３７] 运用微生物学将有
机质分解及营养盐的释放进行建模研究ꎬ结果表明ꎬ营养盐的释放与有机质的供给速率和来源有关ꎬ微生
物对有机质矿化速率与基质的质量有关. ＮＨ ＋４ ￣Ｎ 与 Ｎ ２ Ｏ 的相关性不受藻聚集厚度的影响ꎬ所有处理组均
表现出显著相关性( Ｐ<０.０５) . 这可能的原因是在实验周期中ꎬＮＨ ＋４ ￣Ｎ 由于缺氧环境不能通过硝化作用转
化为 ＮＯ －３ ￣Ｎꎬ所以在所有处理组中均保持高浓度状态ꎬ而且已有研究表明高浓度的 ＮＨ ＋４ ￣Ｎ 环境会显著刺
激 Ｎ ２ Ｏ 的排放 [３８] ꎬ但是具体产生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４

结论
(１) 富营养化浅水湖泊藻类衰亡分解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碳、氮、磷ꎬ造成上覆水中 ＴＯＣ、ＴＰ、ＴＮ 和

ＮＨ ￣Ｎ 浓度的显著增加ꎬ并且随着藻聚集厚度的增加而增加ꎻ
＋
４

(２) 富营养化浅水湖泊藻类衰亡分解过程中不仅向水体释放碳、氮、磷ꎬ还会产生温室气体(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的排放ꎬ并且随着藻聚集厚度的增加而增加. 其中气态碳主要以 ＣＨ ４ 和 ＣＯ ２ 的形式排放到大气
中ꎬ但该过程中有机质矿化的微生物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ꎻ

(３) 富营养化浅水湖泊藻类聚集区通过定期打捞减少藻聚集厚度ꎬ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内源性营养盐

的输入ꎬ而且还能够减少藻类聚集区的温室气体( ＣＯ ２ 、ＣＨ ４ 和 Ｎ ２ Ｏ)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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