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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科学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措施探讨
陆方祥
渊贵州省独山县农村工作局袁贵州独山 558200冤

摘要 农业面源污染成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袁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袁在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生活过程中袁
化肥和农药的施用不当袁农业投入品废弃物不能按要求及时回收处理袁农村生活污水尧养殖污水排放等袁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遥
本文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种类方式袁提出了农业污染源防控措施袁以期实现农业农村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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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随着各级政府不断增加投入袁采取有力措施袁
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尧

期堆放会产生有害气体和污染物以及重金属遥有害气体会对

美丽乡村尧乡村振兴尧生态文明等工作的开展袁加大了对农
业面源污染的防控和治理力度[1]遥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控取得

径流袁会对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严重污染曰腐烂的生活垃圾

了一定成效袁然而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袁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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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造成污染曰污染物以及重金属通过地下渗透尧地表
则污染环境袁导致蚊蝇大量滋生袁从而造成传染性疾病传播遥
防控措施

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袁农民环保意识比较淡薄袁

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控和治理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

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袁成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

展中的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袁防控面广尧治理难度大尧

因素袁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遥
1 农业面源污染的种类方式
1.1 化肥和农药的施用不当
目前袁农资市场上销售的肥料尧农药种类繁多袁大部分
农业生产还处于粗放型生产经营阶段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袁由
于过度依赖速效化肥和农药袁加上农民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
参差不齐袁化肥施用不当容易造成土壤有机质减少尧土壤板
结以及营养过剩遥土壤营养过剩就会通过地下渗透尧地表径
流和农田排放等方式袁造成地下水及地表水资源富营养化袁

周期长遥通过控制农业面源污染袁实现农村田园清洁尧水源
清洁尧家园清洁尧能源清洁的目标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脏尧
乱尧差的现状和防控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袁实现资源与发展尧
生态与生活尧经济与环境相互协调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尧美丽乡村建设[3]遥

2.1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袁提升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和清洁生

产理念
充分利用野村村通冶广播电视工程尧发放宣传画册尧召开
会议尧组织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袁加大对农村环境保护和

水体硝态氮尧亚硝态氮等含量超标曰农药施用不当袁容易造
成农残超标袁污染环境袁影响人类食品安全和威胁人畜饮水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知识的宣传与培训袁使广大农民充分了

安全遥
1.2 农业投入品废弃物不按要求回收处理

人类的生存袁涉及到自身利益和安全袁提倡保护环境袁人人

根据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袁每年都需使用大量的农膜和
地膜袁这些农膜和地膜大部分质量较差且不易降解袁易破
碎尧不易清除袁加上清膜方式主要采用人工清除袁清除不彻
底袁长期滞留土壤袁既影响土壤的透气性袁阻碍土壤水肥的
运移袁又影响农作物根系的生长发育袁导致作物减产袁造成污
染遥另外袁农民环保意识淡薄袁农业投入品包装材料渊如农药
瓶尧袋等冤随处丢弃袁残留的农药易造成污染遥
1.3

农村生活及养殖污水随意排放

当前袁农村生活污水大部分是直接排入沟渠尧河道中袁
对水体造成污染袁部分养殖户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袁农村圈
肥露天随意堆放袁不进行入池发酵或不进行农膜覆盖堆
沤袁导致蚊蝇大量滋生袁既污染环境袁又容易造成传染性疾
病传播遥
1.4 农村生活垃圾乱倒乱堆
部分农村未建有公共生活垃圾池袁在未配置垃圾清运设
施的情况下袁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意乱倒乱堆袁油漆颜料尧废
电池尧日光灯管尧水银温度计尧药品等不能及时收集处理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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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袁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袁威胁到
有责袁从我做起的环境保护意识遥同时袁加大各项技术的培
训力度袁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尧农业投入品废弃物收
集处理技术尧农作物秸秆还田及发酵处理技术尧配方施肥技
术尧生态养殖技术尧人畜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尧节水灌溉技
术尧沼气池日常管理及安全使用与野三沼冶综合利用技术等
实用技术袁引导农民转变传统的生产尧生活方式袁促进农村
生态文明建设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脏尧乱尧差问题袁实现农村
生产尧生活尧生态协调发展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遥
2.2 加大市场监管袁倡导使用优质高效的农业投入品
执法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袁禁止销售和使用高

毒高残留农药曰倡导使用有机肥和厚度跃0.012 mm尧耐老化
的优质农膜袁才能保证农膜使用后仍易清除袁推广可降解农
膜遥推行土地休耕尧秸秆还田尧增施有机肥尧少耕免耕尧粮豆
轮作尧农膜减量与回收利用袁抓好农作物绿色防控袁推进专
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发展袁加大生物农药及引诱
剂推广使用等一系列措施袁努力实现农作物化肥施用量和农
药使用量零增长遥
2.3

加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袁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环境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袁一

陆方祥院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措施探讨
是建设田间发酵处理池和农业投入品废弃物收集池袁提高农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遥通过建设农村田园清

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率和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率曰二是因

洁设施尧家园清洁设施尧村级公共清洁设施和亮化工程设

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系统袁特别是在建有农家乐的乡村旅

施袁以野减量化尧再利用尧再循环冶的农村清洁生产理念为指

游点及较大的村庄袁要修建污水处理系统袁采取分散和集中

导袁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袁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净化袁

的形式修建污水处理池袁对产生的污水进行厌氧发酵净化

有效去除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渊COD冤尧总悬浮固体渊SS冤尧生

处理袁实现达标排放遥三是在农村建设垃圾收集池尧垃圾收
集中转站尧垃圾填埋场等袁落实农村环境卫生保洁制度袁解

化需氧量渊BOD冤尧NH3-N 和总磷袁实现达标排放遥推广城乡
统筹的垃圾分类处理袁优化农村生活用能结构袁控制农业面

决村镇卫生保洁员工资袁配置垃圾清运设施袁建立野户分类尧

源污染袁实现农村田园清洁尧水源清洁尧家园清洁尧能源清洁

组保洁尧村收集尧镇转运尧县处理冶的收集转运处理系统遥距

的目标袁推进资源节约型尧环境友好型新农村建设系统工程

离县城较远的袁在中心乡镇建立垃圾填埋场袁将周边乡镇的

的建设遥

垃圾就近处理袁实行分片区管理遥期望通过上述措施逐步改

2.7

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遥

建立长效机制袁减少废弃物排放
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程袁加强组

2.4 加强监测体系建设袁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和环保

织领导袁完善政策措施袁落实目标责任袁科学制订水污染

意识

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袁完善农业面源污

加强农产品质量监测体系建设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染事故应急预案袁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体系

追溯制度尧农业投入品使用备案制度和农产品市场准入制

和长效机制袁从而有效保障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工作的持续

度袁加强农产品生产源头管理曰规范肥料尧农药等农业投入

开展遥

品的使用行为袁强化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新时期在开展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袁应防止各种资源

和环保意识遥加强农村环境监测体系的建设力度袁对农村环

的破坏和浪费袁坚持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结构调整相结合袁

境污染进行预警预报袁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遥

鼓励应用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型技术尧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生

2.5 坚持人畜粪便无害化处理袁加大对养殖行业的监管

产技术尧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尧生态工程技术等袁坚

随着农村养殖方式的转变袁农村规模化养殖场及养殖

持农村清洁生产袁建立种养平衡一体化袁从源头及生产过程

数量不断增加袁要加大对规模化养殖场的监管力度曰严格执

中控制并减少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排放[4]袁减少农业生产生活

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袁对排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袁

对环境的污染袁做到资源与发展尧生态与生活尧经济与环境

严格审查其对土壤环境产生影响的评价内容曰加强建设项

相互协调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农业农村与社会经

目的土壤污染防治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尧同时施工尧

济可持续发展遥

同时投产使用野三同时冶的监管曰防范新增污染袁否则不允许
开展畜禽养殖曰鼓励开展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袁做到人畜粪
便无害化处理曰划定禁养区并加大监管力度袁依法关闭或搬
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曰对渔业养殖行业袁提倡使用优质
饲料袁同时做到科学投放遥
2.6 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袁落实农村节能减排
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袁是落实农村节能减排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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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废水回用和零排放的工程实例袁但应注意回用水安全
性问题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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