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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农村农业集约化生产和集约化饲养业的迅
 速发展，农用化肥、农药、畜禽粪便造成
 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性逐渐显现出来，不同
 程度地影响着生态环境、湖库及景观水体
 功能、农田环境质量和农畜产品的质量安
 全。本文重点分析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
 提出有效防治和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
 举措。



1   农村面源污染概述

A  面源污染一般理解为没有明确的排污源，

它主要借助降雨和地表径流的冲击作用，

将土壤颗粒、土壤有机物、化肥、农药、

有机肥料或城市街面堆积物等带入水体，

引起水质污染。目前，面源污染已成为当

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



B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是指农业生产中使用化

肥、农药，畜禽养殖造成的污染以及人粪

尿，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农业、农

村废弃物对水环境造成的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危害主要为：

以营养型污染物污染水体环境，污水中含

有大量的污染物质,含N、P量高，造成水

质不断恶化，导致水体严重富营养化。



C  农业面源污染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冲击：

据报 道，美国的非点源污染量占污染总量的

 2/3，其中农业的贡献率为75%左右。欧洲国家也

 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太湖流域整体水体质量Ⅳ占

 35%，Ⅴ类占12%，略Ⅴ类占34%。农业面源污

 染负荷贡献：TN50-80%,TP10-30%；直接引起

 地下水硝酸盐污染、地表水富营养化及土壤环境

 退化。

农业面源污染已影响到农村经济和农业持续发

 展，成为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3  农业面源污染分析

3.1  乡村生活废弃物污染

由于无处理系统，直接进入农业环境的
 农田和排水沟，严重影响生态环境质量。



3.2   农用化肥污染

•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着重化肥轻有
 机肥的现象。引黄灌区在追求作物高产的
 同时，偏施肥、滥施肥、过量施肥十分普
 遍，2006年宁夏全区农用化肥施用量（折
 纯量）达27.61万吨，其中氮肥使用量

 14.25万吨。残留化肥已成为巨大的污染暗
 流。

• 图1  1992-2006宁夏化肥施用量及氮肥、磷
 肥估算流失量



图1  1992--2006 化肥施用量及
 氮肥、磷肥估算流失量

a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年份

万
吨

化肥用量 氮肥流失量 磷肥流失量



• 化肥污染危害主要有四个方面：
• 一是化肥中的氮元素等进入大气后，增加

 了“温室气体”导致温度升高；

• 二是残留在土壤中的化肥被暴雨冲刷后汇
 入水体，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导致水

 生植物大量繁殖，水质恶化，鱼虾死亡；

• 三是一旦土壤中某种营养元素过多，还会
 造成土壤对其它元素的吸收性能下降，破
 坏了土壤的内在平衡；

• 四是造成了蔬菜等鲜活农产品中硝酸盐含
 量增加，农产品品质下降。



3.3   农药残留污染

• 农药污染是影响范围

 最大的一种有机污

 染，农药利用率低是

 造成污染的主要原

因。

• 1995-2005年农药使用

 量及估算流失量

• 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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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畜禽养殖场废弃物污染

• 由于畜禽养殖方式和养殖规模的变化，污
 染物排放量逐年增加。畜禽养殖业带来的
 环境污染亦成为主要环境问题。宁夏牛、
 猪、羊、家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各市
 畜禽排污量、畜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以及
 畜禽养殖业固体废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排污量与工业、城镇生活排污情况对比

• 见图3 。



图3   牛、猪、羊、家禽养殖业
 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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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危害
• ①污染水体。畜禽养殖场未经处理的污水中含有

 大量的污染物质,其污染负荷很高。据监测养殖场

 排放污水中化学需氧量超标50-60倍、生化需氧量

 超标70-80倍、固体悬浮物超标10-20倍。高浓度

 畜禽养殖污水排入江河湖泊中，由于含N、P量
 高，造成水质不断恶化，导致水体严重富营养

 化，会使对有机物污染敏感的水生生物逐渐死

 亡，严重的将导致鱼塘及河流丧失使用功能。而

 且，畜禽废弃物污水中有毒、有害成分一旦进入

 地下水中，可使地下水溶解氧含量减少，水体中

 有毒成分增多，严重时使水体发黑、变臭，造成

 持久性的有机污染，使原有水体丧失使用功能，

 极难治理、恢复；



• ②污染空气。畜禽养殖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恶臭气

 体，其中含有大量的氨、硫化物、甲烷等有毒有

 害成分，污染养殖场及周围空气，由于恶臭污染

 问题，导致养殖场与周围群众关系十分紧张，有

 的甚至引发社会矛盾。
• ③传播病菌。畜禽废弃物中的污染物中含有大量

 的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卵以及孳生的蚊蝇，会使

 环境中病原种类增多，病原菌和寄生虫大量繁

 殖，造成人、畜传染病的蔓延，尤其是人畜共患

 病时，会导致疫情发生，给人畜带来灾难性危

 害；
• ④危害农田生态。高浓度的畜禽养殖污水长期用

 于灌溉，会使作物陡长、倒伏、晚熟或不熟，造

 成减产，甚至毒害作物出现大面积腐烂。此外，

 高浓度污水可导致土壤孔隙堵塞，造成土壤透气、

 透水性下降及板结，严重影响土壤质量。



5  农业面源污染特特征

• 5.1农药化肥用量居高不下。农药化肥用量呈逐年

 递增趋势，一是大部分农民片面追求产量，在农

 业生产活动中过度依赖化肥农药，致使化肥、农

 药使用量不断增加，使用结构不合理，滥用现象

 十分普遍。二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不再

 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作为主要谋生手段。除了完

 成每年的粮食生产和卖粮以外，已没有其它的经

 济动力驱使他们对耕地进行精耕细作，于是出现

 了“粮食生产=化肥+农药”的粗放种植现象，大量

 化肥和农药倾倒在有限的耕地上，形成了严重的

 扩散污染。



• 5.2畜禽养殖规模太小。规模太小、分散不
 利于管理，粪便无法集中处理，造成农民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堆、晒畜禽粪的现象。

• 5.3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水平低。没有综合
 利用和污水处理设施，固体废物随意堆

 置，养殖废水随意排放。出现了许多一些
 类似工厂企业污染的新型“污染源”畜禽粪便

 农村包围城市。由于规划、布局不合理，
 畜禽养殖从牧区、农区向城市、城镇周边
 转移，从人口稀少的偏远农村向人口密集
 的城郊地区逐渐集中，畜禽粪便的污染越
 来越加大了对城市、城镇的环境压力。



• 5.4 管理粗放，治污不力。绝大多数养殖场均为

 简易舍饲，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处理畜禽粪便，

 未经处理的粪便随地堆积和污水任意直接排放。

 规模化养殖宏观环境管理水平滞后，未经过环境

 影响评价，缺少必要的污染治理投入。

• 5.5 农牧脱节。规模化畜禽场建设没有配套耕地

 消纳和粪便无害化处理。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

 从事养殖的不种地，粪便不能当作肥料；种地的

 不再从事养殖，农田靠施化肥，畜禽粪便用作农

 田肥料的比例大幅下降。难以形成具有多环节链

 接和实现粪便-肥料综合效应的良性循环，无法有

 效吸纳与降解废污排放，实现变废为利之目的。



6. 农业面源污染发展趋势

• 从技术角度来说，农业面源的污染起因于
 农业化学物质的大量投入和畜禽粪便的大
 量输出，其后果是增加了面源污染物的流
 失潜能；从管理角度来说，农业面源的污
 染起因于农业环境配套施设的不完善，其
 后果是造成了面源污染物的实际流失。农
 业面源污染发展的趋势不容乐观。



• 从农用化学物质的投入看。由于粮食压力的存在，追求产

 量，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依赖大量施用农药化肥的现象将长

 期存在。从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情况看。农业面源污染因

 受降雨时间及地表径流循环过程影响和支配。由此产生的

 污染具有随机性,污染影响因数众多，排放的污染物及排

 放的途径具有不确定性，污染物种类多样及发生时间和条

 件的随机性，治理困难较大。农药化肥主要随农田排水流

 失，平衡施肥、节水灌溉等技术的实行和基本农田标准化

 建设可减少化肥用量和农药化肥的流失。畜禽粪便的压力

 很大，主要靠工程措施来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短

 时间内解决是不现实的。从污水灌溉看。黄河水源的紧

 缺，特别是在引黄河水量不足以及无引黄灌溉的地区，引

 用排水沟水补水或直接抽灌，污水灌溉面积将不断扩大。

 由于水量减少，排水沟水得不到补偿稀释，污染物浓度增

 大，污染负荷加重，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7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对策

• 7.1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

• ⑴要加大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宣传力度，
 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对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的意识及决策能力；

• ⑵加强农民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的技术培
 训，指导农民科学的使用农业投入品，大
 力施用粪便腐熟的优质有机肥和农家有机
 肥, 鼓励发展有机肥产业及有机食品、绿色

 食品、无公害农业产品；



• ⑶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调查和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示范工程，规范生态种植业、

 生态养殖业和环保型农业加工业发展建
 设，开展农业投入品使用规范化、标准化

 和畜禽粪便处理试点示范；

• ⑷依据国家和地方发布的《农业法》《无
 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等制定相应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管理办法等地
 方法规和政策。



• ⑸ 加强农业环境保护机构建设，依法照章监管好

 农业生态环境；增加农业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建

 立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补偿体

 系以及专项补助资金，补偿以国家补偿、社会补

 偿为主，自我补偿为辅。国家对养殖业的投资项

 目中应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配套资金；

• ⑹加强养殖场的规划管理。城市周边、人口密集

 的居民区、湖库和景观水体流域内，严格控制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的建设，已建成的畜禽养殖场废

 水及畜禽粪便必须进行有效的治理和无害化利用。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坚决执行“三同时”制度。



• 7.2  推广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遏止面源污染的

 扩展.
• 实现农业的清洁生产和农田污染综合治理工程。

 以蓄水保土、减少水肥流失、提高农作物产量、

 保护生态环境、使农业生产持续发展为目的。从

 源头防治农业面源污染，采取生物、物理、化学

 和农艺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措施，推广等高带状耕

 作技术、间作套作技术、“减氮、稳磷、补钾”平
 衡施肥技术、田间节水灌溉技术、旱地田间集雨

 补管集水技术、农作物病虫鼠害发生规律生态控

 制技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使化肥、

 农药、等农业投人品使用量降到一个安全水平。



7.3建立监测检测和环境评价体系。

• 监测和检测是了解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和农
 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加快完善区级和重
 点地市县农业环境监测和农产品质检中心
 体系建设，实行定期的信息发布和预警预
 报制度，实现蔬菜农药残留监测、基本农
 田环境质量监测评价、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和无公害畜禽产品基地的环境监测评价工
 作常规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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