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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农村水体面源污染来源复杂，治理难度大，系统考虑农业面源污染物产生的来源，从产业布局、资
源利用和治理工程后续运行等方面探讨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显得尤为紧迫。研究表明，我国
农村水体污染物的来源主要包括畜禽养殖粪污水、水产养殖排水、农田排水、农村生活污水和村域地表径流 5
个方面。针对我国农村水体面源污染来源特征及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遵循“以防为主，防治并重”的治理方针，
基于污染物产生、迁移和去向的基本路径来确定综合防控的技术路线，即源头减量、过程拦截、末端消纳与资
源循环利用。因此，提出适合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农村水体面源污染防控实施路径，具体可概括为：1）坚持以
小流域或集水区为基本单元开展综合防控措施的总体布局；2）坚持应用以低成本、无动力和生态化为主的农
村污染治理技术；3）坚持农村污染物资源循环利用和强化工程后续管理的运行维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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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rces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rural water bodies in China a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o control.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to investigate comprehensive solu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sues in term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the follow-up operation of the treatment
project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llutant sources in rural waters mainly include five aspects, i.e. fecal and waste water
derived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aquaculture drainage, cropland drainage, and rural domestic sewage and
village surface runoff.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water bodi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rural areas, the strategy of “focusing on prevention and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reatment” should be applied. The technique route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hould b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generation, transport, and fate of pollutants. The technique route includes source reduction, process intercept,
end consumption, and resource recycling utilization. Appropriate treatment plan could be determined, which could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1) insisting on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for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a unit of small watershed or catchment; 2) insisting on applying no-power, low-cost, and ecological control
technologies, and 3) insisting on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ode of agricultural pollutant resource recycling
uti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follow-up management for treatm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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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
投入品过量使用、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导致的农
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
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 [1]。农业面源污
染问题主要是相对于点状分布的工业和城市污染而
论，其最大特点在于其多发性、随机性和广布性。
水体富营养化是面源污染导致的最突出环境问题，
根据 2019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
报》
，2018 年全国监测的 117 个湖泊（水库）中有
85.1% 的湖泊水体呈现中度以上营养化状况，其中
最主要的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
指数。与上世纪 80 年代相比，近 30 年来长江中下
游的湖泊富营养化程度都呈明显的加重趋势，绝大
多数湖泊都处于富营养水平，其中浮游植物叶绿素
a 和 TP 是最主要的营养状态指数贡献因子 [2]。第
一次（2007 年）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农业源氮、磷输出对环境的贡献率分别为 57.2% 和
67.3%，超过工业等其他来源的排放量成为我国环
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近 10 年来农业面源污染
问题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3-4]。
早期的大量研究认为，土壤 N、P 积累是引起
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 [5-6]，尤其在我国南方地
区，由于水热丰沛、复种指数高，长期以来普遍存
在化肥过量投入的问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即
已出现土壤养分过剩累积的现象 [7-8]，一些菜园土
壤 Olsen-P 含量甚至高达 400 mg/kg 以上，硝态氮含
量高达 200 mg/kg 以上 [9]。这一方面导致养分资源
的严重浪费，同时土壤中积累的 N、P 还可通过淋
溶和地表径流逐渐进入地下水和地表水 [10-14]，进一
步对农村水环境构成威胁。实际上，面源污染问题
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对此，2009 年 Nature [15]
和 Science [16] 等国际权威杂志均发表文章论述肥料
的不平衡施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资源浪费可能造
成的全球性资源危机。
氮磷在水体中的富集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和水
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17-18]。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发现化肥过量施用还只是农业面源污染成
因的一个方面，还有更多的因素对面源污染具有重
要贡献，比如大气干湿沉降也是地表水 N 的重要来
源之一。Shen 等 [19] 的研究表明，在湖南红壤丘陵
区，大气沉降 N 甚至会占小流域总输出的 20% 以
上。另外，畜禽养殖废弃物向环境排放 N、P 的比
例已经大幅度上升，在一些养殖密度较高的区域以
饲料形式输入的 N、P 与以化肥形式输入的比例已
经达到基本相当的水平，高达 30%~40% [20-21]，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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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污染也具有重要贡献。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养
殖业导致的面源污染问题主要是由于养殖业与种植
业严重脱节导致的废弃物难以循环利用所致 [4]。此
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
忽略排灌系统生态自净功能等也是重要原因。从治
理的思路与技术措施而言，可能由于经济发展等多
方面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对于河口、河道地带等
末端控制工程建设的重视度较高，而对污染源头控
制的关注度明显不足 [22]，导致污染治理的效果难尽
人意。可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并不单纯是一个技
术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耦合政策、经济、社会和
环境等多因素的系统工程。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给予
了高度重视，如农业农村部在“十一五”期间即已
提出对作物秸秆废弃物实施“五化”
（肥料化、饲
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综合利用的技术
思路，在“十二五”期间农业农村部针对农业面源
污染攻坚战提出“一控两减三基本”的治理目标，
即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基
本实现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废弃地膜和作物秸秆的
资源化利用，从“十二五”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有关部委还在全国典型区域连续部署了大批“流
域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和“山水林田湖草
综合治理”示范项目，这些都是对解决我国农业面
源污染问题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对于有效遏制我国
农村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和逐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起
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很难在
一朝一夕得到彻底解决，当前我国农村水污染问题
依然十分突出，因此要充分认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
的严峻形势，并逐步构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农业面
源污染科学防控技术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鉴于目前国家对农村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已经有
了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思路和政策措施，本文重点
针对我国农村主要水体污染物的来源进行了深入解
析，并根据多年来从事相关工作的经验，试图从技
术层面提出农村水体面源污染防控的技术思路，以
期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科学防控与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提供参考。

1 农村主要水体污染物来源分析
农村水体污染物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方面，
具有量大、面广和随机发生等突出特点，要将农村
面源污染问题彻底解决，首先要摸清污染物的主要
类型与来源特征，然后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
提出治理策略和布设相应的治理措施。根据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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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水体污染物可以初步划分为畜禽养殖粪污
污染、水产养殖污染、农田面源污染、农村居民生
活污染和农村地表径流污染等 5 个方面。
1.1 畜禽养殖粪污污染
畜禽养殖粪污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主要
来源之一。根据武淑霞等 [23] 的研究，2015 年全口
径统计测算全国生猪、奶牛、肉牛、家禽和羊的粪
污产生量为 5.687×109 t，其中新鲜粪便产生量约为
1.019×109 t，尿液约为 8.900×108 t，冲洗污水约为
3.778×109 t。这个量还未包含 50 头以下分散型生猪
养殖户的粪污产生量。根据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布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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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2007 年全国畜禽养殖业对于农业源主要污
染物的贡献率分别为 ：化学需氧量（COD）95.8%、
总氮（TN）37.9% 和总磷（TP）56.3%（表 1）
，尤
其是 COD 和 TP 的贡献率为农业领域中最高。2017
年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全国畜禽养殖业 COD 和 TN
排放量分别达到 1 000.53 万 t 和 59.63 万 t，分别占
全国农业排放总量的比例为 46.7% 和 19.6%，占农
业源的比例为 93.8% 和 42.1%，比第一次污染源普
查的占比略有降低，但仍然为第一大污染源。因此
对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的治理对于有效控制农业面
源污染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 1 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农业源主要水体污染物排放量
The discharge of major water pollutant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in the ﬁrst and second national surveys of
pollution sources in China
农业源

污染源
普查

第一次
（2007 年）
第二次
（2017 年）

污染物
类型

全国总量
（万 t）

化学需氧量

畜禽养殖业

水产养殖业

排放量
（万 t）

占农业
（%）

排放量
（万 t）

占农业
（%）

种植业
排放量
（万 t）

排放量
（万 t）

占全国
（%）

-

3 028.96

1 268.26

95.8

55.83

4.2

1 324.09

43.7

总氮

472.89

102.48

37.9

8.21

3.0

159.78

59.1

270.46

57.2

总磷

42.32

16.04

56.3

1.56

5.5

10.87

38.2

28.47

67.3

2 143.98

1 000.53

93.8

66.60

6.2

-

-

1 067.13

49.8

总氮

304.14

59.63

42.1

9.91

7.0

71.95

50.9

141.49

46.5

总磷

31.54

11.97

56.5

1.61

7.6

7.62

35.9

21.20

67.2

化学需氧量

-

合计

占农业
（%）

注 ：农业源污染物中不包含农村生活源。

随着我国养殖固废资源化利用政策的不断推
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固体粪便问题已经初步得
到有效解决，在畜禽粪便处理模式中，储存利用和
生产有机肥的比例已经达到 65%~75% [24]。当前影
响畜禽养殖粪污处理的最主要瓶颈在于粪污水或沼
液的储存或及时利用问题，其中规模化养殖场农田
消纳容量不足与需求的季节性变化是最主要的限制
性因素，因此多数养殖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不
得不采用成本较高的工业化治理模式对养殖废水进
行处理，但是由于运行成本的问题，工程运行率相
对不高。不过也有少部分企业采用了低成本的生态
化治理与 N、P 循环利用技术模式 [25]，这是当前较
有前景的发展方向。根据本研究团队的调查和初步
估算，当前规模化养殖场（主要是猪场）的粪污水
资源化利用率不超过 60%（不含采用工程化工艺处
理的部分）
，因此我国的粪污污染治理依然是任重
而道远。
1.2 水产养殖污染
水产养殖可以划分为天然水域养殖和非天然水
域养殖两大类，其中由于我国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
加大，天然水域的投饵养殖在大部分区域已经基本
取缔。当前水产养殖中有重要环境影响的主要是非

天然水域投饵养殖产生的水体污染。可以说，水产
养殖污染是养殖业污染中最难管控的一类污染源，
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因为非天然水域水产养殖的规模
相差悬殊、类型繁杂，很难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
治理措施 ；另一方面，多数非天然水域养殖均采用
的是年底一次性干塘捕捞模式，加上排水季节主要
为冬季，因此大规模集中排放的尾水很难得到快速
有效处理。基于这些复杂原因，我国至今尚未颁布
一条国家层面上的强制性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限定
标准。根据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公布的结果，从当前
来看水产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在农业源中的贡献率
并不算高，分别为 COD 6.2%、氨氮 10.3%、TN 7.0%
和 TP 7.6%，但是对水产养殖业相对较发达的南方
平原河网区而言，养殖尾水的阶段性集中排放会对
下游河湖水体的水质构成严重冲击，因此值得高度
关注。2019 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湖南省生态
环境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颁布了国内首部针对
水产养殖业污染物排放的地方标准——《湖南省水
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43/1752—2020）
，
确定的水产养殖尾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限值的一、二
级标准分别为：
高锰酸盐指数为 15 mg/L 和 25 mg/L、
TN 为 2.0 mg/L 和 5.0 mg/L、TP 为 0.4 mg/L 和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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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这是国内首次发布的强制性水产养殖尾水
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并于 2021 年 2 月正式实施，
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该地方标准的颁布对于
进一步推进我国水产养殖业的良性发展和强化水产
养殖业尾水排放监管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水产养殖污染控制技术是当前水污染治理的技
术难点，其污染形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过量
投饵导致的饵料剩余对养殖水体本身的直接污染，
二是养殖污水直接排放导致下游受纳水体的污染。
有研究表明，采用塘库分区养殖、不同品种立体养
殖、稻田（池塘）综合种养以及多种饵料系数提高
技术等综合技术均有一定的减污效果 [26-28]，值得进
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此外，李丽芬等 [29] 对池塘
养殖 N、P 负荷的估算结果表明，池塘养殖中底泥
TN 占比约为 60%，TP 占比约为 85%，因此对池塘
养殖生产中底泥的合理处置也是面源污染防控的重
要方面。
1.3 农田面源污染
农田面源污染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为农田灌溉退
水、降雨径流泥沙、农田地下潜流（地下水）排水
等携带的 N、P 污染物，除了极少数情况下（如新
施有机肥遇到降雨冲刷）以外，农田排放的 COD
很少，一般可以忽略不计。根据第一次污染源普
查的统计结果显示，农田（即种植业）产生的 TN
和 TP 占 农 业 源 N、P 的 比 例 分 别 高 达 59.1% 和
38.2%，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的结果略有降低，分别
为 50.9% 和 35.9%。但是污染源普查主要是基于不
同区域化肥从农田中的流失系数进行估算的，而未
充分考虑 N、P 在向下游水体迁移过程中的自然消
纳，因此两次污染源普查对农田 N、P 流失的估算
数据可能较实际情况均有偏高。如俞映倞等 [30] 根据
对近 20 年来的文献总结发现，过程拦截技术对种
植业产生 N、P 排放的拦截效率分别可达 15%~40%
和 14%~42%。在流失强度相对较大的亚热带丘陵
区近 10 年的长期观测结果显示，从小流域或集水
区尺度（约 0.9~52 km2）来看，通过水体流失的
N、P 总量在流域 N、P 总输入中的占比（即河流输
出系数）实际上并不高，分别为 TN 6.6%~12.3%，
TP 3.3%~7.4%， 输 出 负 荷 分 别 为 TN 7.39~27.98
kg/(hm2·a) [31]、TP 0.33 ~ 2.95 kg/(hm2·a) [32]。夏永秋
等 [33] 利用模型分析方法对全国种植业 N 素径流损
失的估算结果显示，2011 年总损失量为 0.96 Tg，
占当年氮肥总投入量的比例为 6.0%，与孟岑等 [31]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农田 N、P 流失状况与气候、
地形地貌、区域土地利用方式有密切关系，如严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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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等 对太湖水旱轮作区的研究结果表明，太湖地
区雨养麦田的径流发生概率与降水发生概率变化并
不完全一致，这与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耗水特性变
化有密切关系。某一区域农田的占比情况与 N、P
的流失也有一定关系，如 Wang 等 [35] 在亚热带丘陵
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流域农田比例超过 12%~29%
这一临界值范围时，水体 N、P 的浓度会表现出“突
变性”的增加趋势。此外，化肥的施用时间对其流
失也有很大影响，Liu 等 [36] 在南方双季稻区的最新
研究结果表明，稻田化肥流失的窗口期为 10~15 d，
超过该阶段 N、P 的流失强度会大幅度降低。总之，
全国不同区域农田 N、P 的流失情况千差万别，对
面源污染的贡献大小及控制途径也有待进一步地深
入研究。
1.4 农村居民生活污染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污染的主要来源为生活污水
的直排和固体废弃物的随意丢弃，其中厕所固液粪
便称为“黑水”
，洗澡与厨房生活污水称为“灰水”
。
从我国目前实际的污水处理能力来看，城市与农村
地区污水处理水平差别巨大，城乡建设部在 2004
年开展的《村庄人居环境现状与问题》调查报告显
示，我国当时有 96% 的村庄没有排水渠道和污水处
理系统，但近年来的形势有所改观，根据农业农村
部的统计，全国“十三五”末已经有 90% 的村庄开
展了清洁行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0%，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84% 的行政村，但是水环境问
题依然突出，如河南省农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村
庄目前仍不足 5% [37]，生产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是
导致农村河流、池塘等大小水体普遍遭到污染的最
直接原因，甚至严重威胁到当地的饮用水安全和生
态环境健康。因此加强农村生活污染的治理也迫在
眉睫。
我国农村日人均生活污水产生量根据各地经济
发展水平和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差异，根据孔赟等 [38]
的统计结果，在西部地区约为 110~200 L/( 人·d)，在
东部地区约为 170~300 L/( 人·d)，在经济开发区和特
区可达 280~630 L/( 人·d)。但是也有调查数据显示比
这个水平要低很多，如孙瑞敏 [39] 调查发现，一般
农村的生活污水产生量仅为 20~75 L/( 人·d)，低的
仅有 5 L/( 人·d)，均显著低于各区域城乡平均的标
准水平。但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人均产生的主
要污染物（COD、TN、TP）负荷相差并不是很大
（表 2）
，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COD、
TN、TP 的排放量占全国污染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
为 14.2%、22.2% 和 27.4%，而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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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国第一次面源污染普查生活污水量及主要污染物产排污系数
Domestic sewage volume and main pollutant production and discharge coefﬁcients used in the ﬁrst national survey
o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化学需氧量（g/( 人 · d)）

氨氮（g/( 人 · d)）

总氮（g/( 人 · d)）

总磷（g/( 人 · d)）

分区

生活污水量
（L/( 人 · d)）

产生系数

排放系数

产生系数

排放系数

产生系数

排放系数

产生系数

排放系数

一区

105~145

60~77

51~61

7.2~9.5

7~9.2

10.0~13.6

8.8~11.5

0.63~0.95

0.56~0.81

二区

145~185

58~79

49~63

7.4~9.7

7.3~9.4

10.3~13.9

9.1~11.8

0.74~1.16

0.65~0.98

三区

140~180

59~81

50~65

7.2~8.8

7.0~8.6

10.0~12.6

8.8~10.7

0.63~0.91

0.56~0.77

四区

120~150

53~82

45~66

7.5~9.6

7.3~9.3

10.4~13.7

9.2~11.6

0.81~1.26

0.71~1.07

五区

95~125

53~78

45~62

7.3~8.3

7.1~8.0

10.1~11.7

8.9~10.0

0.74~1.05

0.65~0.89

注 ：结合行政区划，并充分考虑地理环境因素、城市经济水平、气候特点和生活习惯等，将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划分为五个区域 [40] ：
一区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和天津；二区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三区为河南、
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 ；四区为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 ；五区为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西藏。

结果显示，
生活污水 COD 的占比有所上升（23.3%）
，
但 TN、TP 的占比皆有所下降，分别为 14.7% 和
11.7%，表明近年来国家在各地农村地区全面推行
的“厕所革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村生
活污水的治理率，为改善农村环境和降低排放负荷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
有些地方过于强调污水的管网收集和集中化设备处
理，导致出现了不少因为缺乏运行费而无法运行的
“晒太阳工程”
。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片面倡导水冲
厕所，这虽然可在不同程度上改善农村庭院的环境，
但是由于没有后续的配套治理措施，反而增加了粪
污水的排放量，直接导致了村域小微水体的污染。
因此针对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分散度高、污水集中收
集难度大、经济条件差等现实问题，对农村生活污
染的治理原则还是应该以推行灵活、分散、小型化、
无动力和生态化的治理技术为主。
1.5 农村地表径流污染
农村地表径流污染是指由于降雨冲刷作用直接
将农村地区地表累积或者干湿沉降的污染物汇入下
游水体，导致受纳水体出现的污染现象，其主要来
源包括三个方面。
1）大气干湿沉降直接带来的 N、P 污染物。这
是农村面源污染一个很大的输入项，由于其来源的
不确定性，在第一、二次污染源普查中均未预考虑，
因此从政府层面发布的污染负荷估算结果均未包含
这一部分污染物的量。大气干湿沉降的 N、P 污染
物在各地所占的比例有较大差异，但都主要以 N 沉
降为主。以湖南红壤丘陵区为例，不同植被类型区
大气 N 沉降量有一定的差异，变化范围为 7.2~30.3
kg/(hm2·a) [41]，沉降 TN 平均占流域 TN 输入的比例
平均为 21% [21]，这个沉降量水平要显著低于北方
地区，如华北地区多年多点的 TN 沉降量均值达到
80~90 kg/(hm2·a) [42]。
2）散养畜禽遗留在地表的粪便污染物。农村

家庭一般都有散养少量鸡鸭鹅的习惯，以湖南省长
沙县农村为例，根据 2012—2018 年调查结果，一般
平均每户散养鸡鸭鹅的数量为 5.0~14.2 只 /a，按第
一次农业面源污染普查采用的产污系数数据（以蛋
鸡每年存栏时间 300 d 计）初步估算，平均散养家
禽的污染物产生量分别为 ：COD 30.8~87.3 kg/( 户·a)、
TN 1.74~4.94 kg/( 户·a) 和 TP 0.35~0.98kg/( 户·a)，从
区域层面来讲，居民住户密度约为 74.6 户 /km2，据
此初步估算结果表明，散养家禽产生的主要污染负
荷在流域输出的年均负荷（COD 182.4 t/km2、TN 1
640.8 kg/km2、TP 22.8~247.8 kg/km2）[12-13, 43] 中的平
均占比分别为 6.1%、1.2% 和 1.2%（表 3）
，这个量
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
3）未集中收集处理的生活粪污水。多数的农
村居民除厕所粪便以外的厨房洗漱和洗衣污水会直
排进入周边的排水系统，一般很少经过集中系统处
理。有些地区一些分散型养殖废水也会与降水地表
径流一起直接排入环境。
上述污染源中前两项实际上在当前多数的工程
治理措施设计中一般是被忽略的内容，因为没有明
确的治理目标，污染物来源也高度分散，治理效果
也不像其它有明确来源的污染那么明显，因此经常
被忽略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根据研究，单是降雨带
来的湿沉降 N 就占流域尺度上总氮输入的 20% 以
上，因此这个量是十分巨大的，绝对不容忽视。再
加上其它如分散养殖鸡鸭鹅等家禽排放的粪便也会
随着降水过程中产生的地表径流集中流失，因此强
化村域地表径流的治理显然也十分重要。农村由于
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因此更适合于采用分散型的治
理技术，并且可以因地制宜通过与庭院经济结合强
化粪污水的循环利用，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 农村水体面源污染主要防控策略与技术
我国农村水体面源污染来源复杂，治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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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表 3 湖南省典型亚热带丘陵区小流域村域地表径流污染负荷估算
Estimation of pollution loads of village surface runoff in small watershed in the typical subtropical hilly area of
Hunan Province, China

污染物来源

COD
负荷（kg/(hm2·a)）

TN
占比（%）

TP

负荷（kg/(hm2·a)）

占比（%）

负荷（kg/(hm2·a)）

占比（%）

农户散养畜禽

46.12

6.1

2.61

1.2

0.52

1.2

生活污水

63.87

8.4

11.58

5.3

0.78

1.9

干湿沉降

-

-

48.30

22.3

0.39

0.9

小流域总输入强度

-

-

216.89

152.06

-

14.06

径流总输出负荷

41.53
6.5

0.88

2.1

注 ：1）表中小流域输入与输出负荷数据均为多个不同汇水面积小流域的加权平均值，计算的时间年限为 2010—2016 年 ；2）小流域污染物
输入项中除了表内所列的三项以外，还有化肥投入、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饲料投入以及生物固氮等，限于篇幅表中未全部列出 ；3）占比为
各项在小流域污染物总输入强度中的比值 ；4）COD、TN 和 TP 数据分别来自文献刘梦霞等 [43]、韩增等 [21] 和王美慧等 [20]。

大，仅仅依靠实施某一单项技术难以凑效，因此必
须坚持贯彻“放眼长远、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的
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根据广大农村地区污染物产
生、迁移和去向的基本路径来确定综合防控的基本
策略，具体包括源头减量、过程拦截、末端消纳和
资源循环利用等 4 个方面，从而形成农村水体面源
污染全程综合防控的技术体系（图 1）
。
2.1 源头减量
从源头上最大程度地减少污染物向环境的排放
量是污染防控最为重要的环节，可以起到事半功倍
的治污效果。从农村地区污染物产生源头的五个方
面（图 1）来看，其中农田污染源头减量技术主要
包括种植业化肥与农药减量技术、秸秆和包装品回
收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等 ；畜禽养殖业污染源头减量
技术主要包括饲料营养调控减排技术、栏舍管理减
排技术、粪污水肥料化利用技术、利用养殖粪污生
产动物蛋白技术 ；水产养殖业污染源头减量技术主
要包括水体立体养殖技术、水域分区养殖和水质原
位净化技术等 ；生活污水源头减量技术主要包括黑
灰水分离技术、四池净化技术、生活污水生态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技术等 ；村域径流污染源头减量技术
主要包括地表径流就地拦截治理、雨水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等，其核心是要解决干湿沉降和地表累积污
染物的就地拦截消纳问题。由于全国各地条件差异
巨大，这些技术也必须因地制宜地加以选择应用，
要避免照搬照抄和生搬硬套。
2.2 过程拦截
经过源头减量以后，还会有部分污染物随着地
表径流向下游迁移汇聚，在此过程中主要利用水流
迁移路径中的沟、渠和塘系统，通过建设生态拦截
沟、拦水坝、透水坝、在沟渠底部修建挡水坎和建
设微型生态池塘湿地等技术措施，可以大幅度降低
N、P 污染物向下游的迁移。上述措施主要作用机

理在于可在最大程度上延长地表径流的水力停留时
间，农田沟网与小河道系统中的水生植物和微生物
因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对水体中的 N、P 污染物起
到拦截、吸收、转化和沉淀等自然消纳作用，从而
减少其向下游的迁移输送。有研究表明，源头溪流
水网及其水生生态系统对水体 N、P 具有很强的消
纳作用 [44]，根据 Alexander 等 [45] 对美国密西西比河
流域的研究，河流 N 的输出强度随河道宽度的增加
呈现出显著的幂函数下降趋势，即河道越小其对 N
的消纳能力则越强，因此充分发挥我国南方地区发
达的河网系统的生态作用是解决农村面源污染问题
的重要途径。
2.3 末端消纳治理
在地表径流进入大型河道或湖库等大水体之
前，如果水质仍然未能达到水质要求，则可以在集
水区或小流域出口构建导流系统，将从农区出来的
地表径流导入附近一个面积相对较大的池塘或天然
湿地系统，再对出水进行进一步的净化处理，让地
表径流在这里“转个弯”
，得到进一步净化并达到
要求之后再排入目标水域。如果小流域出口没有合
适的小型天然塘库湿地，也可以新建一个多级人工
湿地系统 [46]，并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在湿地中配置
一定比例的水生植物、鲢鱼、鳙鱼、蚌和螺等有较
强水体净化功能的水生动植物，对地表径流实行进
一步的净化处理。多级人工湿地系统可以根据目标
水质要求和地形条件设计为无动力运行模式，因此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在末端消纳环节，除了构建湿地工程以外，有
些生态治理技术也可以在这里集成应用，比如水生
植物组合消纳技术、水产生态养殖技术、水生植物
饲料化利用技术等。末端消纳治理工程也可以与乡
村环境治理工程密切结合，将其打造成休闲娱乐景
观，从而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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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流域/集水区为基本单元，确定综合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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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目标
（水质达标排放、氮磷污染物资源化利用）

Fig. 1

图 1 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路线
Technical route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small watershed

2.4 资源循环利用
资源循环利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环
境 N、P 污染物本身的资源化利用，比如对人畜粪
污的肥料化利用 ；另一方面是对治污过程中形成的
一些中间产物的资源化利用，比如对生态拦截植物
生物质的饲料化或肥料化利用 [25]，对治污工程（沟
塘湿地）底泥的肥料化利用等。但是值得关注的是，
有些技术尽管从理论上可行，但是由于经济效益低，
或者需要的劳动力成本高，很难得到有效推广，比
如植物生物质的肥料化利用技术，因此研发农业废
弃物高效资源化利用技术是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关
键。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发的绿狐尾藻
高效饲料化利用技术即具有这一特点 [47-48]，值得在
我国南方地区大力推广应用。此外，利用畜禽固废
养殖黑水虻和蚯蚓等动物蛋白转化技术、利用养殖

粪污水生产新型能源物质或化工原料技术等，也值
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从对污技术的总体布局来看，资源循环利用措
施应该体现在面源污染防控的每一个环节（图 1）
，
在污染源头实施畜禽养殖场粪污肥料化利用技术，
在农户分散型居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中鼓励发展以
家庭为单位的庭院小型果菜园，就近实现粪污水的
综合利用和减排，对生态拦截沟渠中的水生植物定
期收割并饲料化利用，对于小流域或集水区尾端的
生态湿地通过人放天养的方式发展湿地鱼菜经济
等，这些均是行之有效的污染物资源循环利用途径。

3 农村水体面源污染的治理路径
3.1 坚持以小流域或集水区为基本单元开展综合防控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减少 N、P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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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向下游水体的迁移输送，而水体是污染物迁移
的主要介质，因此以一定面积或规模的小流域或集
水区为基本单元开展综合治理，有利于就近解决种
植业与养殖业、上游与下游治理措施的衔接问题，
不仅能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还可在最大程度上提升
治理技术措施或工程的治理效率。有研究表明，N、
P 面源污染物在向下游迁移过程中会在环境中存留
较长的时间，即从输入到输出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
滞后性 [49-50]，小流域治理的最大优点在于可根据水
流汇集方向布设前端减控、中间迁移过程生态拦截
和末端生态湿地消纳利用等综合治理技术措施或工
程，从污染物产生的水系源头解决根本性问题 [4]，
将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避免因积少成多而使得问
题出现扩大化趋势。在小流域和集水区范围内，集
中同步布设控制 N、P 污染物的产生、迁移和消纳
的治理措施，最终形成小流域或集水区单元的源头
减量、过程拦截和末端消纳利用的污染物全程综合
防控技术模式，最大程度上降低污染物向下游水体
的迁移汇集，这样不仅治理效果好，还可为资源循
环利用打造良好的基础。从 2015 年开始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与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的农业环境突
出问题治理专项“典型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试点建设项目”
，就主要贯彻了流域综合治理的重
要理念，该项目连续执行 3 年（2016—2018 年）
，
到 2019 年调整为“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专项”
，治理思路仍然保持基本一致。
小流域治理需要注意的是设计的规模大小必须
要适中，一般集水区面积控制在 5~10 km2 为宜，规
模过大则难以管理，规模过小则难以形成综合效益。
但是这一原则也要灵活掌握，比如在南方平原河网
区，由于地势低洼、河网密布，甚至诸多区域的沟
渠系统是灌排两用的，水系汇集方向因时而变，因
此很难以小流域作为标准划分治理区域，因而此时
更适合依据产业布局或生产管理的行政区域（如村
组）作为划分治理区域的原则，区内应尽量涵盖种
植、养殖和加工等多个农业产业环节，重点从 N、
P 养分平衡角度确定治理区域规模的大小，也是以
5~7 km2（不超过一万亩）为宜，以便于形成相对独
立的产业循环模式。总之，采用集中连片的综合治
理效果要明显好于分散、单一的治理措施。
3.2 坚持以低成本、无动力和生态化的基本治理思路
我国多数农村地区当前主要采用的是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生产单元小而散，集体经济不够发达，
经济条件也十分有限，而污染治理作为一项公益性
治理工程，依靠以小农户为主的经济体投入是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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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而以国家为主的长期投入则负担过重，难以
大面积铺开，因此必须因地制宜，一方面要坚持应
用以低成本、无动力或微动力的工程技术为主，另
一方面也必须强化生态化的治理理念，尽量减少工
程投入，充分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解决以水体富营养
化为主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农业面源污染生态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污染
物生态拦截技术、生态湿地消纳技术和生态拦截
植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在北方地区主要
以减少坡地泥沙及 N、P 养分流失为主，栽植的
植物建议采用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旱生丛生草本
或 低 矮 小 灌 木 为 主， 如 ：黄 花 菜（Hemerocallis
lilioasphodilus）
、龙须草（Poa sphondylodes）
、沙打旺
（Astragalus adsurgens）
、紫穗槐（Amorpha fruticosa）
、
沙蒿（Artemisia desertorum）和沙柳（Salix cheilophila）
等 [51]，北方地区由于多数农田沟渠中仅为季节性流
水，因此不宜栽植水生植物，只需利用天然定植的
野生植物即可起到很好的生态拦截效果。而在南方
地区则不同，沟道一般都是常年流水，可以充分利
用自然定植的野生植物，但是为了尽快见效和取得
更好的景观效果，也可在沟道的不同部位选择栽植
多种类型的生态拦截植物，可供选择的植物种类也
十分丰富（表 4）
，可以综合考虑景观需求、污染物
来源特征、季节互补、实际拦截效果和经济效益兼
顾等多种因素进行选择性组合，形成不同的植物组
合模式 [52]（表 5）
，这些植物可对径流中的 N、P 污
染物起到很好的拦截消纳作用。
3.3 坚持资源循环利用和强化工程后续运行维护管理
农业面源污染的核心是 N、P 流失的问题，而
N、P 对于农业又是有用的养分资源，因此农业面
源污染的治理从本质上决定了可以通过资源循环利
用最大限度地减少 N、P 向下游的迁移或流失，这
是一般的工业点源污染所不具备的优势。吴永红
等 [53] 总结提炼并逐步完善形成的农村面源污染治
理“3R”理论，即源头减量（Reduce）
、过程阻断
（Retain）和生态修复（Restore）
，随后杨林章等 [3]
又进一步将其完善为“4R”理论，增加了“养分再
利用”
（Reuse）
。3R 和 4R 的核心观点主要是在减
少 N、P 流失的基础上倡导最大程度地利用生物措
施增加流失 N、P 的资源化利用效率，即所谓的“变
废物为资源”
。事实上，我国许多地区多年来形成
的传统农业技术，如猪—沼—果（菜、茶）技术、
桑基鱼塘技术以及近年来逐渐形成技术体系的稻田
综合种养技术（包括稻田养鱼、养鸭、养蟹、养鳅
等）[27-28]，这些均是利用了农业产业链之间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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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国亚热带区生态沟适宜栽培的主要植物类型及应用范围
Main plant types suitable for cultivation in ecological dich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range in subtropical area of China

Table 4
类型

植物种名

适宜区域

栽植密度
（( 株 / 芽 )/m2）

备注

9~25

石菖蒲、黄菖蒲、风
车草以及纸莎草等为
冬绿植物

挺水

香蒲 Typha davidiana、菖蒲 Acorus calamus、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黄 菖 蒲 Iris pseudacorus、 水 芹 菜 Oenanthe javanica、 荷 花 Nelumbo
nucifera、 梭 鱼 草 Pontederia cordata、 灯 心 草 Juncus effusus、 纸 莎 草
Cyperus papyrus、 风 车 草 Cyperus involucratus、 泽 泻 Alisma plantago沟底与岸脚
aquatica、水生美人蕉 Canna generalis、黑三棱 Sparganium stoloniferum、
千 屈 菜 Lythrum salicaria、 再 力 花 Thalia dealbata、 旱 伞 草 Cyperus
alternifolius、慈菇 Sagittaria trifolia、茭草 Zizania caduciflora、铜钱草
Hydrocotyle vulgaris、荸荠 Heleocharis dulcis

浮水

绿狐尾藻 Myriophyllum elatinoides、水蕹菜 Ipomoea aquatica、菱 Trapa
japonica

水面

20%~30%
（盖度）

宜栽于缓流区域

浮叶

睡 莲 Nymphaea tetragona、 荇 菜 Nymphoides peltata、 莼 菜 Brasenia
schreberi、萍蓬草 Nuphar sinensis、芡实 Euryale ferox

沟底

3~9

宜栽于长期淹水区域

沉水

狐 尾 藻 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 苦 草 Vallisneria spiralis、 菹 草
Potamogeton ocrispus

沟底

3~9

宜栽于长期淹水区域

湿生
植物

美 人 蕉 Canna indica、 野 芋 Colocasia antiquorum、 鱼 腥 草 Houttuynia
cordata、香根草 Vetiveria zizanioides

沟坡下部

6~15

宜栽于常水位以下

旱中
生
植物

龙 须 草 Poa sphondylodes、 狗 牙 根 Cynodon dactylon、 黄 花 菜
Hemerocallis lilioasphodilus、 黑 麦 草 Lolium perenne、 皇 竹 草
Pennisetum sinese、矮象草 Pennisetum purpureum、桂牧一号 Pennisetum
americanum × P. purpureum) × P. durpureum schum.cv.Guimu No.1、百喜
草 Paspalum notatum ；三叶草 Trifolium repens

沟坡上部

40%~50%
（盖度）

宜栽于常水位以上

水生
植物

注 ：表内植物选择主要针对南方亚热带区域。

Table 5

表 5 几种适宜于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生态沟或湿地植物配置模式及应用条件
Several plant conﬁguration models and application conditions suitable for ecological ditch or wetland
in subtropical area of China

模式类型

护坡植物

湿地与沟内植物配置

备注

泥沙氮磷拦截模式

1）茭白—梭鱼草—水芹菜
黄花菜、狗牙根、桂牧一号、
2）香蒲—梭鱼草—水蕹菜
三叶草、百喜草、黑麦草
3）旱伞草—梭鱼草—石菖蒲

氮磷拦截消纳模式

矮象草、皇竹草、桂牧一号

1）茭草—梭鱼草—水芹菜
2）旱伞草—梭鱼草—绿狐尾藻
3）水生美人蕉—梭鱼草—绿狐尾藻

绿狐尾藻为浮水植物，仅可用于
湿地或固定式浮床（下同）

浅水湿地氮磷拦截消纳
模式

三叶草、狗牙根

1）纸莎草—黑三棱—香菇草 / 水芹菜
2）纸莎草—黑三棱—绿狐尾藻

主要针对接纳氮磷负荷相对较低
的农田排水湿地或沟渠

高氮磷污水拦截消纳模式

1）梭鱼草—绿狐尾藻
矮象草、皇竹草、桂牧一号、
2）黄菖蒲—梭鱼草—水蕹菜
叶子草
3）风车草—梭鱼草—水蕹菜

循环原理，可从很大程度上解决养殖废弃物的资源
化利用问题，有些还形成了很好的区域特色产业，
比如稻田养小龙虾在江苏盱眙、湖北潜江、安徽合
肥、湖南南县等地均已成为有区域品牌特色的支柱
性农业产业，这种有环保意义的种养结合技术思路
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并促进良性农业产业链条的
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
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
，农业部紧接着
推出“畜禽养殖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
目”
。2021 年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
门正式印发《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
见》
，明确提出“以缺水地区和水环境敏感区域为

主要针对泥沙较多的沟道上游 ；
护坡植物可选一种或几种（下同）

主要针对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或
养殖废水

重点，以城镇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为突破口”
，开
展污水资源化利用的试点示范，推动我国污水资源
化利用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在国家及地方层面的
诸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
的角度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问题，治理思路十分
明确。
生态治理工程建成后的后续运行与维护是保障
其治理效果的关键，也是当前诸多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示范工程存在的致命问题之一，即所谓的“重建
轻管”问题，这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农业本身
属于低效益产业，很难像工业企业一样由产业本身
拿出专门的资金来解决末端污染治理的问题，地方
政府也难从本已艰难的财政中拿出专门的资金去支

10

农业现代化研究

撑面积如此广泛的农村地区污染治理工程的维护，
这些客观困难在短期内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另一
方面就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 ：1）农村土
地经营小规模兼营化和碎片化问题导致的污染主体
和治理工程受益群体界限不清晰 ；2）政府主管部
门对示范工程过于注重对可考评、可验收等“硬性”
工程指标的要求，而忽视了一些不可见或难量化指
标的设置与考评，如环境保护宣传、工程日常巡查
和植物措施布设与常规管护等 ；3）工程设计本身
缺乏系统性，过于强化某一单项功能，如景观功能、
灌排功能，而缺乏与周围群众生产生活本身的有机
衔接与融合。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完全可以通过多种
途径从不同程度上加以解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从技术层面尽量采用前文所述的低成本、无动力和
生态化技术措施，降低运行费用 ；从管理层面而言，
可以将生态治理工程的植物资源化利用权（工程收
益权）委托给特定的农业企业或者专业合作社，使
治理工程的部分中间产物（如动植物产品）可以作
为企业生产的部分原料加以利用，这样既可以适当
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工程的维护费用，一
举两得。
利用生态治理工程本身的部分公共资源开展适
当的生产活动也是一种有效措施，如利用生态湿地
或生态塘开展无投喂或少投喂的水产养殖 [46]，产生
的收益可以部分解决运行维护的用工成本问题 [25]。
研发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中间产物的高值转化技术是
解决工程运行维护难点的重要途径，如中科院亚热
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发的绿狐尾藻规模化采收、加
工和高效饲料化利用技术在高负荷养殖粪污水治理
中就取得了显著效果 [25, 47-48]，值得进一步研究拓展
和推广应用。

4 结语
我国农村水体面源污染从来源来讲可以归纳为
5 个主要方面，即畜禽养殖粪污水、水产养殖排水、
农田排水、农村生活污水和村域地表径流，但是由
于污染物来源量大面广、问题复杂、形势严峻，很
难一蹴而就，因此首先必须放眼长远从防控策略上
做文章，
应秉持“以防为主，
防治并重”的治理方针，
统筹考虑源头减量、过程拦截、末端治理消纳和资
源循环利用的各个环节。在治理路径上，应根据现
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生产主体分散、经济基础差的实
际条件，由政府主导统一部署综合防控的各项技术
措施，可以概括为“3 个坚持”：坚持以小流域或集
水区为基本单元开展综合防控措施的总体布局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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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应用以低成本、无动力和生态化为主的农村污染
治理技术 ；坚持农村污染物资源循环利用和强化治
理工程后续管理的运行维护模式。
经过 10 余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共同努力，特
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实施了一大批
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有关部
委的报道，全国至 2020 年已完成建制村环境整治
13.6 万个，92% 的县（市、区）完成了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整治，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25.5%，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 70%，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 85%，农膜回收率达到 80%。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结果显示，与 10 年前相比，农业领域污染排
放量有明显下降，其中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排
放量分别下降了 19.4%、47.7% 和 25.5%。但是也存
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包括 ：1）精准治污
基础薄弱，实用技术缺口大。面源污染物的环境迁
移转化过程十分复杂，对污染负荷的精准定位和定
量研究基础薄弱，尤其是实用技术缺口大，导致治
理措施难以实现精准到位。2）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的长效机制尚待加强。由于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主要
为社会公益性项目，投资回报率较低，因此企业与
社会融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加之政府财力有限，资
金缺口较大。3）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的设计与
验收模式有待完善。建议细化非工程化生态治理技
术内容和工程后续运行维护模式的验收规范。
根据对近年来一些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实施过程
的观察和后续跟踪调查，发现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
问题，主要包括“重治理工程，轻治理措施”
、
“重
治污设备，轻治污技术”
、
“重前期治理，轻后期维
护”
，尤其是对于有显著治污效果的生态拦截植物
的筛选、布局和管护指导等难以量化测评的实用技
术，无法在工程造价上得到充分体现，导致生态治
理技术措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最终出现的现
象就是工程建设很规范（验收方便）
，但治理效果
不尽人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项目在设计之初
就忽视了工程实施对象的复杂性和生态治污技术的
重要性。由于治理对象本身就是千变万化的，试图
通过所谓的“规范化”验收标准来考核治理工程，
则很容易导致出现不考虑实际治理效果的“形象工
程”现象。总之，近年来我国在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方面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是也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尚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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