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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the local questionnaire results and related survey data, the main
causes of water pollution of the canal were analyzed, and we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 quality based on th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asons of pollution include: excessive barrier net aquiculture; a large amount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without being used
by crops flowing into the canal along with surface runoff; garbage pollution brought by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lac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of residents. Xindi Canal is an
important canal that connects the Yangtze River and Honghu Lake, so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f the canal water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f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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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当地问卷调查的结果及相关调查资料分析了造成干渠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改善干渠水环境的相关建议。分析结果表明，污染原因主要为以下几点：过度围网养殖，大量化肥未经
农作物利用直接随地表径流进入干渠中，旅游产业带来垃圾污染以及居民环保意识薄弱。新堤干渠作为
连接长江与洪湖的重要水渠，所以干渠的水污染防治对长江水污染治理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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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堤干渠是洪湖及长江的连接渠，呈西北东南走势，两侧分布南河村、熊家窑村及新莲村等，是汉
南地区利用泛区防洪蓄洪、排涝除渍的重点工程。周边有农田，渔场，建筑公司，砖厂，填料厂等众多
中小型产业基地。新堤干渠大致地理位置见图 1。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干渠周边人为活动的加剧，包
括农药化肥等的施用、大量的围网养殖、生活生产的污水以及畜禽粪便的无序排放等，对洪湖及新堤干
渠的水质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1]。

Figure 1. Location map of Xindi Canal
图 1. 新堤干渠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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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方法
2.1.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2]从下面设置展开调查：村民对干渠水质变化的直观感受、水质变化给村民生活带来的影
响、日常污水的排放方式、受访居民对水污染的相关认识等。总共设 9 个问题，包括主观及客观两种方
式。发放调查问卷的地区共涉及：南河村、熊家窑村及港口(新莲村)。调查人员在各村进行挨家走访，对
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2.2. 调查问卷发放与回收
2012 年 12 月及 2013 年 7 月，调查组分 3 个区域对当地的居民开展走访及问卷调查。通过统计分析
[3]，删除空白及无效答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85 份，有效率为 85%，所获
得的数据可以为新堤干渠水污染防治公共意识调查研究做基础，为水污染防治的措施制定提供依据。

3. 调查结果
3.1. 水质变化及影响
受访居民中，有 81%的居民认为水质比以前有所降低，如图 2，干渠中的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有 83%的受访居民，如图 3，表示水质的变化对自己的生活具有影响。

Figure 2. Residents’ awareness of the canal water
quality variation
图 2. 居民对干渠水质变化的认识

Figure 3. Water quality variation’s
influence to the life
图 3. 水质变化对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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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详细统计发现，离干渠最近的是生活在水上的专业渔民和岸边有田地的居民，其次是两岸的村
民，再次是洪湖市区的居民。由于洪湖市区距新堤干渠大概有两小时车程，所以市区民众基本不了解干
渠的水质状况，因此市区居民的反馈不在此次调查问卷的统计之内。干渠两岸的村民因为平时用惯了自
来水，所以洪湖的水质变化情况对村民的生活影响也不甚明显，因而村民们对于洪湖和干渠的水质关心
程度略低于水上、岸边的渔民。

3.2. 污水的来源及排放方式
调查结果如图 4 显示，大约 35%的居民认为干渠的主要污染来自于工业污水。在与村民的交流中调
查人员了解到部分工厂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减少污水处理费用，将处理不合格或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
排放至湖中。该排放大大加速了湖水的污染。
由于周边及湖上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不断加大，洗涤剂等日用产品的大量使用，
使得所带来的生活污染不断加大，这也是导致干渠总氮、总磷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洪湖市旅游开
发不断加大，前来洪湖旅游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多，新堤港岸线分布着多个向游客提供快艇服务的泊位。
但是由于部分来洪湖旅游的人群不注意对景区的环境保护，使得食品及塑料类垃圾向洪湖排放不断地增
多，这也加剧了干渠的污染。
大约 24%的居民认为农业/渔业对水质也会产生影响。据了解，农户们所用肥料大多是化肥，干渠周
边的农田大多傍渠而种，所施用的化肥利用率通常较低，未被利用的化肥则随灌溉水流失入渠。这对干
渠中氮磷元素含量的增加产生了直接的作用。
水产养殖作为洪湖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每年有大量的鱼苗及鱼饵饲料被投放进洪湖。而到了
每年的三四月份，渔业养殖还需要投放肥料来促进水草的生长，从而促进鱼蟹的生长。水产养殖废水中
主要的污染物有氨氮、亚硝酸盐、有机污染物、磷及污损生物。氨氮主要是水产生物的排泄物，也是残
饵、粪便以及动植物尸体等含氮有机物分解的终产物。富含氮磷元素的肥料溶解在湖水中，不仅可以促
进水草的生长，同时也可以使水中的氮磷含量在此期间急剧上升。
除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本次调查还采用了国标法对新堤干渠河段的五个采样点(新堤渔场、湿地门口、
河口、新堤大桥下、闸口)的水质进行了检测，每个样品设置两个平行样，平行样检测结果相对偏差在 5%
以内。其中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的氨氮指标为所有指标中最差。五个采样点中只有闸口、河口
处采样点的氨氮含量达到 II 类水质标准，
其它各点均属于 III 类水质。
其中湿地门口的氨氮含量最高(0.617

Figure 4.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resources of sewage
图 4. 居民对污水的主要来源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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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新堤渔场(0.596 mg/L)紧随其后。水质检测和问卷调查的结果共同说明了农业/渔业和工业确实是
干渠水质污染的主要来源。

3.3. 生活废水的处置
图 5 的结果显示，只有 14%的居民会在生活中对产生的废水进行再次利用。除了调查问卷中的数据
以外，在干渠岸边走访时笔者观察到，许多地方的垃圾从陆地上一直堆到了干渠里。夏日的高温炙烤下，
垃圾堆里飘来阵阵恶臭，沿岸的渠水也变得污浊不堪。干渠岸边住的居民也有上十户，但附近却连一个
专门存放垃圾的地方都没有。居民们的生活垃圾就随意地露天堆放在房子旁边，下雨的时候，部分垃圾
污染物就会在雨水的冲刷下进入干渠。

Figure 5. Residents’ disposal of wastewater
图 5. 居民对生活废水的处置方式

在湖上调查时，我们发现了很多水泥做成的船。这些船就是湖上专业渔民们的家。渔民们平时很少
上岸，日常产生的生活废水都直接入湖。人类排泄物、厨房废水中的油脂等有机废弃物和洗涤废水中的
无机成分会导致湖水中的细菌、COD、氮磷含量上升，对湖水中的动植物生长也都具有不良的影响。

3.4. 居民对于政府举措的认识
由图 6 可以看出，虽然有 22%的居民认为政府防治水体收到污染的举措非常有效，但是在受访居民中，

Figure 6. Residents’ awareness for
government initiatives
图 6. 居民对于政府举措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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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没有相应的措施。而在《洪湖市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对于水污
染等防治有明确的条款要求和规定。由此可见，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条款后，应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
生活在水边的居民了解政府关于水污染治理的方式和方法，以便更有效地促进和保护水环境，维护水生
态平衡。

4. 对策与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水污染问题日趋突出[4]，降低水污染，
保护水环境，科学合理地开发水资源将成为水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为了更好地利用干渠及洪湖的水资
源，保护和改善干渠和洪湖的水环境，结合洪湖实地考察结果以及调查对象提出的意见、建议，建议采
取有效措施，在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需求的同时，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

4.1. 加强环保宣传，提高人们环境保护意识
在加强对市区居民的环保知识普及方面建议政府水质监测部门和环保部门多举办一些环保知识讲座，
印制一些环保宣传册，以居委会为单位发放到每家每户居民手中。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洪湖和干渠不再
仅仅只是渔民和岸边居民的生命河，而是全体洪湖市民都应该关注和珍惜的宝贵湿地资源。

4.2. 规范化集中处理岸边居民的生活垃圾
针对岸边居民住房较为分散，多数居民反映存在垃圾箱不足的情况，提出以下建议：1) 在干渠边的
居民住房附近合理增设垃圾箱，并每天派专门的垃圾车将垃圾及时运走，以保证岸上环境的整洁。2) 关
停岸边的餐饮点或令其整改，规范厨余垃圾的处理。3) 加大对岸边居民垃圾分类理念的宣传，指派专业
人士对废弃资源的回收、再利用进行指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4.3. 规范渔业养殖
洪湖是鱼米之乡，渔业是当地的重要产业。但当 GDP 与能源、环境有冲突的时候，应合理规划，妥
善解决矛盾。合理规划养殖区，科学投放养殖饲料，避免营养元素过多的在水体中聚集。加大对渔民的
科学养殖宣传力度，可开设科学养殖讲座或分发相关的宣传手册，避免饲料的过剩投放。

4.4. 严格监控重点污染源
对于工业企业污染源排放不达标的，实行严格监控，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确保其污水排放可以
达到相应的标准。对于新建污染性工业企业，实行相应的审批手续，确保其排放总量和浓度达到相应的
要求。
城镇生活污水也应得到有效的控制。政府可通过相关城镇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启动，切实有力地保
证污水处理设施可以正常运行，使得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

4.5. 加强农药化肥控制
农村面源污染是相关水域遭受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农药控制方面应鼓励农民多采用生物防治病
虫害的技术，少用或科学使用农药以提高施药效果。在化肥控制方面当地政府可以请技术人员为农民讲
解堆肥、沤肥等制作有机肥的方法以及使用农家肥代替化肥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5]。除此
之外，还应充分利用多种宣传形式，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自觉采用合理的灌溉方式，合理地施用农药化肥等，建立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的良好
机制。

178

新堤干渠水污染防治调查分析

5. 总结
近年来在湖北省市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洪湖围网的拆除工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建立了
湿地自然保护区，实施湖区生态修复工程，使洪湖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已从 VI 类升为 II 类。虽然洪
湖的水污染防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我们对于新堤干渠的水污染防治还不能放松警惕。新堤干渠作为
母亲河长江与中国第七大淡水湖的连接水渠，其地理位置带来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所以为了让洪湖
水以它本来的面貌顺利流入长江，我们需要拿出同对洪湖一样高的热情来关注和保护新堤干渠，使它有
一天也成为新堤居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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