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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无机氮水质稳定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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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晨光袁摇 许摇 妍袁摇 于春艳袁摇 马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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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近年来袁渤海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袁无机氮是主要的污染因子袁对无机氮水质稳定性的预测可为渤

海水质站位优化和污染治理提供依据遥 本文以 圆园园圆 耀 圆园员猿 年夏季无机氮趋势性监测数据为基础袁用 陨阅宰
和回归分析方法对无机氮各类水质发生概率进行预测袁并计算 圆园员源 耀 圆园员远 年无机氮水质稳定性概率袁将
渤海无机氮水质稳定性划分为高稳定性区域尧中稳定性区域和低稳定性区域袁为渤海无机氮监测站位布设

和污染控制提供依据遥
关键词院无机氮曰稳定性曰陨阅宰曰回归分析曰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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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重要经济集聚

区和基础产业分布区之一袁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遥 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活动和广阔的流域给渤海带来大量的污染物袁且
渤海封闭性强袁区域水交换能力较弱袁渤海海域污

染日趋严重遥 员怨苑源 年我国在渤海首次开展海水

水质监测袁当年渤海全域水质符合一类海水水质

标准袁圆园员圆 年渤海一类水质水域面积仅占渤海总

面积的 源苑豫 遥 渤海水质劣四类海域面积由 员怨怨愿
年的 远缘园 噪皂圆增加至 圆园员圆 年的 员猿 园愿园 噪皂圆袁污染

范围逐渐扩大且出现新的污染区域袁无机氮是主

要的污染因子咱员暂 遥 本文对渤海水环境无机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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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稳定性的科学合理分析袁能够指导渤海站位的

优化袁为有效治理渤海污染提供依据袁减缓渤海海

域污染遥
员摇 研究方法

员援 员摇 水质空间分布评价

陨阅宰渊陨灶增藻则泽藻 阅蚤泽贼葬灶糟藻 宰藻蚤早澡贼蚤灶早冤方法是一种

根据距离给出插值节点权重的空间插值方法袁模
型为院

在鄢渊月冤 越 移灶

蚤 越 员
在渊曾蚤冤姿蚤 渊员冤

式中院在鄢渊月冤为待插值点的值曰在渊曾蚤冤为插值

结点的实测值曰姿蚤为插值结点 曾蚤所占的权重遥 其

中 姿蚤的计算方法为院
姿蚤 越 员

凿噪
蚤
辕移灶

蚤 越 员
员
凿噪
蚤

渊圆冤
式中院凿蚤 为估值点与已知点间的距离曰 噪 为

正数遥
陨阅宰 方法已广泛应用到空间要素分析咱圆鄄缘暂 尧

气象预测咱远鄄苑暂 尧污染分布咱愿鄄员园暂 等诸多领域袁该方法

还被很好地应用到海洋水质污染评价方面咱员员鄄员圆暂 遥
海湾水质及富营养化状况评价结果表明袁陨阅宰 方

法是近岸水环境较好的一种空间插值方法袁能够

合理地展示海域水质的空间变化趋势和主要热点

区域袁尤其是在出现极高值和低值的区域袁可以为

近岸水环境的有效管理提供支撑遥 本文采用

陨阅宰 方法对渤海水质 圆园园圆 耀 圆园员猿 年无机氮监测

数据进行空间插值袁得到渤海无机氮各类水质的

空间分布情况遥
员援 圆摇 无机氮水质概率预测

回归分析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环境污染预测及

发展趋势分析咱员猿鄄员远暂 尧水质评价咱员苑鄄员怨暂 尧海洋赤潮和

富营养化咱圆园鄄圆员暂 以及海洋环境因子与种群数量之

间的关系咱圆圆鄄圆源暂等方面袁本文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

型对渤海 圆园园圆 耀 圆园员猿 年无机氮进行回归分析袁模
型为院

再 越 葬载 垣 遭 渊猿冤
式中院载 为年限曰再 为无机氮含量曰葬 和 遭 利用

小二乘法确定遥
各年的实测值 再蚤 会围绕着回归结果 葬载蚤 垣 遭

上下波动遥 假设 再蚤 的波动满足正态分布袁则院
再 耀 晕渊葬载 垣 遭袁滓冤 渊源冤

其中 滓 取随机变量 再 方差的无偏估计院
滓 越 员

灶 原 圆移灶

蚤 越 员 渊再蚤 原 渊葬载蚤 垣 遭冤冤圆

因无机氮的含量是大于等于零的袁故需令大

于零部分的整体概率为 员袁 则无机氮在区间

琢袁茁[ ] 的概率为院
乙茁琢 员

圆仔滓
藻原 渊 贼 原 葬载 原 遭冤圆

圆滓圆 凿贼

乙垣∞

园
员
圆仔滓

藻原 渊 贼 原 葬载 原 遭冤圆

圆滓圆 凿贼
渊缘冤

员援 猿摇 无机氮水质稳定性预测

根据无机氮各类水质发生概率袁分析无机氮

水质稳定性遥 无机氮水质稳定性概率为无机氮各

类水质等级概率中的 大值袁公式如下院
孕 越 皂葬曾 孕员袁孕圆袁孕猿袁孕源袁孕缘{ } 渊远冤
其中院孕 为无机氮水质稳定性概率曰孕 蚤为 蚤 类

水质发生概率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数据处理

将渤海划分为若干个 园援 园员毅 伊 园援 园员毅的栅格袁
根据各年夏季渤海无机氮趋势性监测数据进行

陨阅宰 空间插值袁得到渤海 圆园园圆 耀 圆园员猿 年无机氮浓

度空间分布情况渊图 员冤遥 如图 员 所示袁近年来袁渤
海无机氮污染呈加重趋势袁各类水质面积和污染

区域也在动态变化袁但均发生在近岸袁只有渤海中

部较稳定袁一直处于一类水质状态遥
圆援 圆摇 无机氮污染概率计算

根据渤海 圆园园圆 耀 圆园员猿 年无机氮含量的空间

分布袁采用 员援 圆 节中的线性回归模型对每一栅格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遥 如图 圆 所示袁辽东湾尧莱州

湾尧渤海湾和渤海中部 源 个典型区域无机氮浓度

虽然围绕趋势线上下波动袁但线性增加趋势明显遥
根据公式渊缘冤分别计算 圆园员源 耀 圆园员远 年无机氮含量

为一类尧二类尧三类尧四类和劣四类水质的概率袁然
后取 猿 年的平均值作为这 猿 年的水质等级发生概

率遥 如图 猿 所示袁渤海无机氮含量为一类和劣四

类水质等级概率较大袁一类水质位于渤海中部袁劣
四类水质主要位于辽东湾尧渤海湾和莱州湾 猿 个

大的近岸区域袁渤海区域二类尧三类尧四类水质等

级概率高值大多在 猿猿豫 耀远远豫之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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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摇 圆园园圆 耀 圆园员猿 年渤海无机氮浓度分布

云蚤早援 员 悦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蚤灶燥则早葬灶蚤糟 灶蚤贼则燥早藻灶 蚤灶月燥澡葬蚤 杂藻葬 枣则燥皂 贼澡藻 赠藻葬则 圆园园圆 贼燥 圆园员猿
圆援 猿摇 无机氮水质稳定性计算

根据公式渊远冤袁对于渤海的每一个栅格数据袁
取无机氮在 圆园员源 耀 圆园员远 年各类水质等级发生概

率中 大概率作为无机氮水质稳定性概率遥 概率

孕逸远远豫的区域为高稳定性区域袁猿猿豫臆孕 约 远远豫
的区域为中稳定性区域袁孕 约 猿猿豫 的区域为低稳

定性区域渊图 源冤遥 如图 源 所示袁渤海无机氮水质

等级稳定性 高的区域为渤海中部袁辽东湾袁渤海

湾和莱州湾袁其中渤海中部一直稳定在一类水质袁
而辽东湾袁渤海湾和莱州湾区域为劣四类水质的

稳定性较高遥 渤海其他区域无机氮水质等级变化

相对较大袁今后的站位布设和监测应重点关注这

些区域遥
猿摇 结摇 论

本文以 圆园园圆 耀 圆园员猿 年夏季无机氮趋势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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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圆摇 渤海典型区域无机氮浓度与时间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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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猿摇 渤海无机氮各类水质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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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为基础袁用 陨阅宰 方法进行空间插值袁得到

渤海无机氮污染浓度分布状况袁然后采用线性回

归模型对每一栅格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袁对渤海无

机氮各类水质发生概率进行预测袁并将 圆园员源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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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源摇 渤海无机氮水质稳定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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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员远 年各类水质等级发生概率中 大概率作为

无机氮水质稳定性概率袁将渤海无机氮水质等级

稳定性划分为高稳定性区域尧中稳定性区域和低

稳定性区域遥 高稳定性区域为一直处于一类水质

的渤海中部袁以及一直处于劣四类的辽东湾尧渤海

湾和莱州湾袁渤海其他区域无机氮水质等级变化

相对较大遥 渤海无机氮水质等级稳定性研究能够

反映渤海无机氮污染变化袁可为渤海监测站位布

设和无机氮治理提供决策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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