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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水资源监测现状及对策
孙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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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芜湖市水资源基本情况袁从监测站网布设尧监测项目尧监测频次尧监测能力及质量控制等方面总结了该区域水资源保护
监测现状袁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了加强水资源监测的对策袁以期提升当地水资源监测质量袁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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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的监测是不断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最基础的工
作遥通过对芜湖市现状水资源监测情况的掌握袁分析在水资
源监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袁提出相应的对策袁对全市全面展
开水资源监测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袁同时也给全市进一
步实施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遥
1 芜湖市水资源概况

项目包括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曳渊GB 3838要2002冤中规定
的其他项目遥
2.2.2

入河排污口监测遥监测项目包括流量尧水温尧pH 值尧

化学需氧量渊COD冤尧氨氮尧五日生化需氧量渊BOD5冤尧总磷尧总

氮和挥发酚共 9 项曰对于特殊排污单位应明确废污水性质袁
增加相应的特征污染物监测项目[3]遥
2.2.3

饮用水源地监测遥监测项目除了水功能区的监测项

2.2.4

自动监测站监测遥监测项目包括水温尧pH 值尧溶解

部分独立入江支流袁如横山河尧黄浒河等曰较大的湖泊有竹

2.2.5

地下水监测遥监测项目包括水位尧水温尧pH 值尧电导

丝湖尧龙窝湖尧奎湖尧黑沙湖尧南塘湖尧凤鸣湖等曰水库有钳口

率尧氯化物尧总碱度尧硫酸盐尧矿化度尧总硬度尧氨氮尧高锰酸

水库尧广寺冲水库尧石龙冲水库尧茅王水库尧石峰水库尧红旗

盐指数尧氰化物尧挥发酚尧六价铬尧氟化物尧砷尧汞尧铜尧锌尧铅尧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袁地貌属长江中下游冲积平
原袁主要由河漫滩和阶地构成袁还有洼地和丘陵遥芜湖境内

目以外袁还包括 Fe尧Mn尧NO3--N尧SO42-尧Cl- 等 5 项遥

道有长江尧青弋江尧漳河尧水阳江尧裕溪河尧西河等袁另外还有

氧尧电导率尧浊度尧高锰酸盐指数尧氨氮等 7 项遥

河道纵横尧湖泊众多尧沟塘密布袁大小湖泊逾 20 个袁主要河

水库尧万水水库尧燕山水库尧千山水库尧皖江水库尧牌楼水库尧
响山水库尧打鼓水库等遥
2 水资源保护监测现状

2.1 监测站网布设

芜湖市现有的水资源监测站网分属于水利尧气象尧环
保尧建委尧自来水厂等有关部门袁各行业站网侧重点不尽相
同袁已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市主要水域的水资源监测站点遥

镉尧铁尧锰等 23 项遥根据水污染特点袁适时增加特征性污染
指标遥

2.3 监测频次

水功能区监测院全覆盖监测为每年 6 次渊单月监测冤曰

重点水功能区监测为每年 12 次渊每月监测冤遥入河排污口
监测每年 4 次渊每季测 1 次冤遥饮用水源地每月监测 1 次遥水
质自动监测站监测为实时监测遥区域水文站点监测频次具

全市现有各类水质站点渊不重复冤160 个曰水功能区 77 个袁水

体执行叶水文监测规范曳规定的监测频次进行监测袁在线监

质监测点 3 个袁入河排污口监测站点 59 个遥

间每日进行监测袁突发性水污染事故期间监测频次根据需

渊其中 6 个站点监测项目含水位尧流量袁5 个站点只监测水

2.4 监测能力及质量控制

位冤袁水质监测站点 14 个遥监测范围基本覆盖全市主要水体尧

水功能区尧饮用水水源地和入河排污口遥水质监测站点数量

测任务的实验室目前配备有气相色谱仪尧原子吸收仪尧原子

不断增加袁监测项目逐步扩展袁每年向各级政府提供大量水

荧光仪尧流动分析仪尧电子天平尧紫外分光光度计尧ICP渊电感

资源监测信息袁为流域尧省尧市尧县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尧水环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冤尧离子谱仪尧便携式多参数测定仪等

境综合治理尧水资源调度尧防洪调度与管理尧水利工程建设

仪器设备袁基本可以满足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要求遥目前已

质断面 98 个曰饮用水水源区 8 个袁水质断面 7 个曰地下水水
其中袁归属于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资源监测站点 11 个

与管理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袁但归属于芜湖市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水资源监测监控体系尚不完善[1-2]遥
2.2 监测项目

2.2.1

水功能区监测遥监测项目包括水温尧pH 值尧溶解氧尧

高锰酸盐指数尧化学需氧量尧五日生化需氧量尧氨氮尧总磷尧
总氮渊湖库冤尧铜尧锌尧氟化物尧硒尧砷尧汞尧镉尧六价铬尧铅尧氰化

物尧挥发酚等 20 项曰湖库增加叶绿素 a 与透明度 2 项遥选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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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进行适时监测袁人工监测一般在河尧湖闸坝开闸放水期
要适当增加遥
对应监测项目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袁承担监

初步建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渊LIMS冤袁实现了数据共享并
保密袁满足相关质量控制要求遥
3 水资源监测存在的问题
一是入河排污口监测方面袁部分排污口监测次数少袁对
重点排污企业未实施在线监测袁需根据排污口整治规划袁进
一步完善工业企业入河排污口及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
污口监测遥二是地下水监测尚处于初始阶段袁水位尧水质尧水
量同步监测尚未开展遥三是水生态监测仍处于空白阶段袁需
布设监测站点袁提升相关监测能力遥四是饮用水源地监测方
面袁对照省水利厅公布的水源地名录袁以芜湖市城乡供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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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确定的水源地及备用水源地中尚有部分水源地未布设水

实际及评价要求袁遵循尽可能与现有水质站相重合的原则袁

质站点遥五是水质自动监测方面袁饮用水源地渊除健康路水

规划对境内较大及环境敏感性湖泊尧水库尧流域性河道和部

厂和利民路水厂水源地外冤还未设立自动监测站袁未实现水
质实时监控遥六是信息管理及决策系统方面袁监测站点涉及

分区域性骨干河道开展水生态监测袁共新增 36 个水生态监
测站点遥监测水体为龙窝湖尧奎湖尧凤鸣湖尧黑沙湖尧南塘湖尧

多个部门袁缺乏统一的规划袁监测频次尧监测时间尧监测项目

竹丝湖尧钳口水库尧广寺冲水库尧石龙冲水库尧茅王水库尧石

不完全统一袁监测资料互补性不强袁水资源保护监测信息归

峰水库尧红旗水库尧万水水库尧燕山水库尧杨村湖水库尧千山

集困难袁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渠道袁影响了管理效率袁信息

水库尧皖江水库尧牌楼水库尧响山水库尧打鼓水库尧苏塘水库尧

管理和决策支持系统尚未形成遥

新华水库尧长江芜湖段尧青弋江尧漳河尧裕溪河尧西河尧裘公

4 加强水资源监测对策
在根据水质尧水量和水生态监测现状调查评价和分析存
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袁提出了完善现有水资源监测系统和
能力建设的措施袁保证相关监测机构的监测能力满足规划
遥

[4-5]

实施后水资源保护监测工作需求
4.1

水功能区监测

芜湖市 77 个水功能区均设有监测断面袁已满足规划水

平年对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对水质监测数据要求遥
4.2 入河排污口监测

河尧黄浒河尧峨溪河遥监测频次为每年 4 次袁监测内容主要为
水位尧浮游植物尧底栖生物遥
4.4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

现有水质监测断面渊点冤6 个袁新增 4 个袁水源地监测断

面渊点冤达到 10 个遥此外袁原则上对全市所有较大取水口均
需设置水质监测断面渊点冤袁未来新增城镇供水取水口需同
时新增水质监测站点遥
4.5 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
芜湖市尚未建立较为完备的环境监测业务尧监测技术尧

根据入河排污口布局与整治规划成果袁芜湖市近期共

质量管理技术和保障体系遥目前袁利民路水厂尧健康路水厂

每季度进行 1 次监测袁必要时加测遥必测项目为流量尧水温尧

测站袁分别在杨家门水厂尧三山水厂尧湾沚水厂尧新港水厂尧

有 27 个入河排污口袁远期保留 16 个遥对 27 个入河排污口
pH 值尧化学需氧量尧氨氮尧总磷尧总氮袁根据实际情况和污水
性质袁对含有特征污染物的入河排污口选择部分指标加测袁

水源地设立了水质自动监测站袁规划新增 6 个水质自动监
南陵水厂尧无为二水厂等水源地遥
4.6 地下水监测站点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监测井点袁原则上日取水量达 500 t

并且每年需进行入河排污量监测遥
4.3

水生态监测

的地下水须进行水质监测遥对芜湖市渊区冤尧芜湖县尧南陵县尧

为监控芜湖市主要河湖水域的生态状况袁并考虑监测

无为县 4 个站点建设完成袁并进行常规水位监测渊表 1冤遥

表 1 国家地下水监测站点拟布设地域
编号
G2765640
G2765680
G2765720
G2765760

行政区
芜湖市渊区冤
芜湖县
南陵县
无为县

位置
芜湖市方村镇棋盘村
芜湖市芜湖县湾沚镇喇叭口老村自来水厂
芜湖市南陵县老西河镇水文站院内
芜湖市无为县凤凰颈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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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松花江佳木斯段各水期 NH3-N 实际水环境容量
平均值
8 月袁NH3-N 波动幅度大于 COD 的波动幅度遥

渊2冤松花江佳木斯段 COD 和 NH3-N 的实际水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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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季节性变化较大袁应进行动态管理袁以保障水质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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