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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利用 2013 ~ 2015 年海河防潮闸断面逐日流量及离散的水质数据,基于 LOADEST 模型构建了 TN、
TP 入海通量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对方程进行了评估验证,TN、TP 模型的判定系数(R2 )分别达到 0. 917、
0郾 924,表明 LOADEST 模型适用于平原城市区设闸河流断面污染物入海通量的评估。 评估结果表明,海河

防潮闸断面 TN、TP 入海通量及水质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 2013 ~ 2015 年,TN 浓度月均值变化范围

3. 38 ~8. 33 mg / L,汛期(6 ~10 月)浓度低于非汛期,TP 浓度月均值变化范围 0. 17 ~ 0. 88 mg / L,汛期浓度高

于非汛期;TN 年均入海通量 2200 t / a,汛期占 43. 7% ,日均入海通量 25. 8 t / d,非汛期日均入海通量是汛期的

2 倍;TP 年均入海通量 216 t / a,汛期占 69. 3% ,日均入海通量 2. 5 t / d,汛期日均入海通量高于非汛期,9 月份

最高,4 月份最低。 研究结果可为实施陆海统筹的最大日污染负荷(TMDL)总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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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fluxes into the sea from
sluice鄄controlled river in plain urb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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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LOADEST model,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the total nitrogen(TN) and
total phosphorus(TP) fluxes were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daily flow and discrete water quality data at the Haihe
sluice in 2013鄄2015. The equation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R2) of TN and TP models were
0. 917 and 0. 924 respectively,which proved the LOADEST model is suitable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pollutant fluxes
into the sea from the sluice鄄controlled river in the plain urban area. The assessment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flu鄄
xes and water quality of the TN and TP showed different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2013鄄2015,the average monthly
concentration of the TN varied from 3. 38 ~ 8. 33 mg / L,the concentration in the flood season (June鄄October) was low鄄
er than the non鄄flood season. The monthly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the TP was 0. 17鄄0. 88mg / L,and the concentration
in the flood season was higher than the non鄄flood season. The annual average flux of the TN was 2200t,the flood sea鄄
son accounted for 43. 7% ; the daily average flux was 25. 8 t,this value in the non鄄flood season was twice as in the
flood season. The annual average flux of the TP was 216 t,the flux in the flood season accounted for 69. 3% ; the daily
average flux was 2. 5 t,this value in the flood season was normally higher than the non鄄flood season,the highest daily
average value was in September,and the lowest value was in April.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total maximum daily loads (TMDL) control implemented for both land and sea.
Key words:pollutant flux;LOADEST model;sluice鄄controlled river;TN and TP;Tianjin

收稿日期:2017鄄04鄄27,修订日期:2018鄄01鄄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406119);天津市科技兴海项目(KJXH2013鄄17)
作者简介:许自舟(1977鄄),男,湖北罗田人,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规划与管理,E鄄mail:zizhou110@ hotmail. com
通讯作者:陶冠峰,E鄄mail:gftao@ nmemc. org. cn



820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37 卷

摇 摇 河流污染物入海通量的估算主要有机理模型

法、输出系数法和实测法。 机理模型法对数据资

料的要求较高,建模费用昂贵;输出系数法对数据

资料的依赖性较小,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验支

撑,估算精度不高;实测法利用河流断面实测的水

文、水质数据估算污染物入海通量,可以最真实地

反映陆源污染物的排海情况。 为减小实测法的估

算误差,有研究利用时段通量法、比例法及线性回

归法评估河流断面污染物通量[1鄄7]。 其中,线性回

归法因对数据量的需求较少、能够提供方差较小

的无偏估计而被广泛应用,LOADEST 模型[8鄄9] 即

为其典型代表。 LOADEST 模型利用逐日流量数

据和有限、离散的水质监测数据,通过建立污染物

通量回归方程,较准确地估算河流断面不同时间

尺度的污染物通量[10鄄13]。
国内外学者对 LOADEST 模型的适应性进行

了大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水质数据样本量过小

或非正态分布,模型会产生较大误差;高频水质数

据会提高模型模拟精度,但并非采样频率越高,模
拟精度越大,尤其暴雨时期水质采样频率对模型

模拟精度有显著影响;不同污染要素在水体迁移

转化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特性,模型模拟性能也会

产生差别;构建形式科学合理的回归方程,会大幅

提高模型的性能[14鄄20]。 LOADEST 模型适合大型、
非城市流域污染物通量的模拟,而平原城市区水

系汇流关系复杂,人类活动强度大,沿途点源汇入

较多,闸坝改变河水天然流态,引起河道流速及流

量变化,进而对河流水质产生影响,为此, 对

LOADEST 模型在平原城市区、河流设闸断面上模

拟应用的性能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本文利用海河防潮闸断面 2013 ~ 2015 年逐

日流量数据和离散的水质数据,基于 LOADEST
模型构建了总氮(TN)、总磷(TP)入海通量多元

线性回归方程,评估并验证模型适用性。 在此基

础上,对海河防潮闸断面水质变化情况及每日、每
月和年度入海通量进行了分析,为实施陆源污染

物排海总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域概况

海河干流起自天津金钢桥,流经天津市内六

区及东丽、津南、滨海新区部分区域,最终通过大

沽口海河防潮闸注入渤海湾。 河道狭窄多弯,全

长 76 km,干流河道设计流量800 m3 / s,主要功能为

行洪、排涝、备用水源、生活休闲及航运。 海河干流

汇水区面积约 600 km2,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560 ~
720 mm 之间,受上游地区水利工程的影响,水资源

严重短缺。 海河干流段是天津市核心发展区域,社
会经济和城市化高度发达,水环境污染严重。
1. 2摇 数据来源及分析

海河防潮闸逐日流量数据来源于《海河流域

水文资料》 [21鄄23]。 2013 ~ 2015 年,海河防潮闸全

年开闸放水天数分别为 91 d、92 d 和 73 d,入海径

流量分别为 3. 91 亿 m3、4. 73 亿 m3和 4. 29 亿 m3。
径流量年内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汛期(6 ~ 10
月),汛期入海径流量分别占全年入海径流量的

57. 6% 、55. 2% 、61. 9% 。 月入海径流量与降水量

变化如图 1 所示,从图可知,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 65,相关性不强的主要是因

为入海径流量由人工开闭闸坝控制,而闸坝的开

闭,除考虑降水因素外,还需满足居民生产、生活、
防洪、生态用水及环境保护的要求。

TN、TP 浓度数据来源于海河水利委员会,监
测频率为 1 ~ 2 次 /月。 从箱线图(图 2)可以看

出,TN、TP 浓度数据无明显的异常值。

图 1摇 海河入海径流量及降水量月变化

Fig. 1 Monthly runoff and precipitation at Haihe river

1. 3摇 Loadest 建模分析

1. 3. 1摇 回归方程的建立

LOADEST 模型提供 11 种预定义的回归方

程,常用的 7 参数回归方程形式如下:
ln ( Load ) = a0 + a1 lnQ + a2 ( lnQ ) 2 + a3sin

(2仔dtime)+a4cos(2仔dtime)+a5dtime+a6(dtime) 2

(1)
式中:ln 为自然对数;Load 为污染物负荷量

(kg / d);Q 为日流量(ft3 / d),lnQ 为中心化后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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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2013 ~ 2015 年实测 TN、TP 箱线图

Fig. 2 Box chart of TN and TP from 2013 to 2015

量自然对数值;dtime 为中心化后的浮点型日期;
a0…a6 为回归系数,a1 和 a2 用于模拟负荷随流量

的变化关系,a3 和 a4 用于模拟负荷随季节的变化

关系,a5 和 a6 用于模拟负荷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依据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信息准

则[24]进行回归方程的优选,选取 AIC 统计值最小

的预定义回归方程,也可以自定义回归方程。 AIC
计算公式如下:

AIC=nln(SSE / n)+2p (2)
式中:n 为样本含量;SSE 为残差平方和;p 为

回归方程中参数的个数。
建模中,由 LOADEST 模型自动选出 TN 通量回

归方程及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模型优选的

TP 通量回归方程包含全部 7 参数项,但偏回归系数

a2、a4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手动指定 TP 通量回

归方程,指定的回归方程及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1. 3. 2摇 参数的估计

LOADEST 模型提供近似极大似然估计法

(adjust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AMLE)、
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和最小绝对偏差法(least absolute deviation,

LAD)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8]。 在 LOADEST 模

型校准文件中,需要至少 12 个非零的校准数据,
现有水质监测频率不满足对每年分别进行建模的

要求,为此,将 2013 ~ 2015 年的水质监测数据作

为一个样本进行分析。 回归方程选定后,需要对

回归方程和参数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为获得模型

评估所需的更多信息,同时采用 SPSS16. 0 进行参

数的率定。
1. 3. 3摇 模拟效果评估

利用判定系数(R2)和 Nash鄄Sutcliffe 系数 E(公
式 3)对模型拟合效果进行综合评估。 R2越接近 1,
表明拟合的程度越好。 由于 R2反应的是负荷在自然

对数空间的拟合情况,不能直观反映负荷值的拟合

效果,因此,用 Nash鄄Sutcliffe 系数对模型模拟效果进

行辅助评估。 E=1 表示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完美重

合,E=0 表示模型模拟值跟实测值一样准确,E<0 表

示实测值比模型模拟值更准确。

E = 1 - 移 n

1
(Oi - Pi)2 /移 n

1
(Oi - Oavg) (3)

式中: E 表示 Nash鄄Sutcliffe 系数;Qi 表示实

测值;P i 表示模拟值;Oavg表示实测值的平均。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模型诊断及评估

对建立的 TN、TP 污染物通量多元线性回归

方程及回归系数分别进行 F 检验、t 检验,显著性

水平均小于 0. 05,表明方程的偏回归系数和常数

项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各参数方差膨胀因子

(VIF)均小于 2,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线性

共振。 方程参数的平均值、标准差及 95%置信度

下参数取值区间等信息见表 1。

表 1摇 TN、TP 的 LOADEST 模型参数估计值

Tab. 1 Parameters of LOADEST model for TN and TP loads

要素 参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水平
95%置信区间

Lower Upper
VIF AIC

TN

a0 8. 6425 0. 0719 <0. 001 8. 4972 8. 7878
a1 1. 0340 0. 0512 <0. 001 0. 9305 1. 1375 1. 024
a3 -0. 3685 0. 0684 <0. 001 -0. 5067 -0. 2303 1. 001
a4 -0. 2488 0. 0726 <0. 001 -0. 3955 -0. 1021 1. 024

0. 681

TP

a0 5. 6792 0. 1015 <0. 001 5. 4741 5. 8843
a1 1. 0391 0. 0557 <0. 001 0. 9265 1. 1517 1. 059
a3 0. 5923 0. 0758 <0. 001 0. 4391 0. 7455 1. 081
a5 -0. 3386 0. 0652 <0. 001 -0. 4704 -0. 2068 1. 129
a6 0. 4881 0. 0843 <0. 001 0. 3177 0. 6585 1. 009

0.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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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是残差独立性、正态性

及方差齐性,为此,需要对残差进行分析检验。 残

差独立性可通过残差系列相关系数(serial correla鄄
tion of residuals, SCR ) 或 残 差 的 durbin鄄watson
(DW)值进行评估,SCR 值越小、DW 值越接近 2,
表明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对于非删失型数据

用概率曲线相关系数( probability plo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PPCC)检验其残差正态分布,PPCC 越

接近 1,残差越接近正态分布。 从图 3 可知,TN、
TP 模型残差满足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条

件,建立的通量回归方程是有效的。

图 3摇 TN、TP 模型残差分析

Fig. 3 Model residual of TN and TP

TN、TP 入海通量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

的判定系数(R2 )分别达到 0. 917、0. 924,Nash鄄
Sutcliffe 系数分别为 0. 841,0. 671(图 4),表明回

归方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TN 模拟效果比 TP 好,
可以用建立的回归方程对 TN、TP 入海通量进行

分析。
2. 2摇 氮磷浓度变化分析

根据模型模拟的逐日入海通量及实测流量数

据,计算得到每月水质浓度。 结果表明:2013 ~
2015 年,海河防潮闸断面 TN 平均浓度为 5. 59

mg / L,月均值变化范围为 3. 38 ~ 8. 33 mg / L,均超

过地表水 V 类标准;TP 平均浓度为 0. 46 mg / L,
月均值变化范围为 0. 17 ~ 0. 88 mg / L,55. 6% 的

月份超过了地表水 V 类标准,30. 6% 的月份 TP
水质达到地表水 IV 类水质标准。

图 4摇 LOADEST 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比较

Fig. 4 LOADEST modeled versus measured loads of TN
and TP

从图 5 可以看出,2013 ~ 2015 年,海河防潮

闸断面 TN 浓度呈现周期性变化趋势,非汛期浓

度高于汛期。 每年汛期,TN 浓度逐渐降低,8 月

份降至最低,汛期结束后,浓度又逐渐升高,至次

年 2 月份达到最高。 非汛期 TN 浓度高于汛期,
说明海河下游段受沿途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

的影响较大。 虽然汛期强降水会将下垫面含氮污

染物冲刷至河道,在一定程度上污染河道水质,但
由于天津市暴雨频率不高,形成冲刷效应的几率

较小,降雨径流中 TN 浓度未超过河道中 TN 浓

度,综合来看,降水对河道水质起到了稀释作用。
TN 浓度除受降水影响外,温度也是其重要影响因

素。 每年 3 ~ 4 月后,河道水温回升,水中微生物

活性升高,有利于水体中氮素的硝化和反硝化进

程,提高了氮素的滞留效率,因此温度差异也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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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N、TP 月平均浓度

Fig. 5 Simulated monthly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TN and TP

成河道冬季 TN 浓度高于夏季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图 6 可以看出,海河防潮闸断面汛期 TP 浓

度普遍高于非汛期,说明海河下游段 TP 水质受

非点源污染的影响较大。 下游河道两岸分布着大

面积农田和村庄,种植业施用的化肥、农村生活污

水、生活垃圾及畜禽养殖粪便中的磷在雨水冲刷

作用下最终汇入海河干流,造成汛期 TP 浓度升

高。 另外,海河下游段属“湖库型河道冶,近 10 a
来未清淤,底泥淤积比较严重,汛期降水导致沉积

物中磷大量释放,内源污染也是造成汛期 TP 浓度

升高的重要原因。
摇 摇 2011 年以来,随着天津市开展清水工程及清

水河道行动治理海河上游及支流水污染,通过采

取河道清淤、堤岸绿化、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措

施改善河流生态环境,2014、2015 年,海河防潮闸

断面 TP 水质比 2013 年有所改善,TN 水质未见明

显变化。
2. 3摇 入海通量变化分析

评估结果表明:2013 ~ 2015 年,海河防潮闸

断面 TN 年平均入海通量 2200 t,汛期入海通量占

43. 7% ,非汛期入海通量占 56. 3% ;TP 年平均入

海通量 216 t,汛期入海通量占 69. 3% ,非汛期入

海通量占 30. 7% 。 污染物入海通量与入海径流

量及污染物浓度有关,由于汛期入海径流量占全

年径流量的 58. 0% ,汛期 TN 浓度低于非汛期、TP
浓度高于非汛期,二者叠加导致汛期 TN 入海通

量略小于非汛期、TP 入海通量明显大于非汛期。
各年度入海通量详细信息见表 2。

表 2摇 2013 ~ 2015 年海河 TN、TP 入海通量统计

Tab. 2 Statistic of TN and TP fluxes into the sea from 2013 to 2015

要素 年份 入海通量
95%置信区间 入海通量统计 / (% )

Lower Upper 汛期 非汛期

TN

2013 2051 1477 2780 41. 6 58. 4

2014 2398 1688 3321 41. 7 58. 3

2015 2152 1491 3019 47. 8 52. 2

TP

2013 278 195 385 63. 7 36. 3

2014 159 113 218 67. 3 32. 7

2015 211 143 302 78. 1 21. 9

摇 摇 TN、TP 月入海通量变化见图 6,月入海通量

与月径流量成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

为 0. 72、0. 86。 TN 月入海通量变化范围为 53 ~
374 t,月均入海通量 183 t,TP 月入海通量变化范

围为 4 ~ 74 t,月均入海通量 18 t。
图 7 为 TN、TP 每日入海通量时序变化曲线。

2013 ~ 2015 年,TN、TP 日入海通量与日入海径流

量成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 0. 85、
0. 64,TN 日均入海通量 25. 8 t / d,最大入海通量

87. 5 t / d,TP 日均入海通量 2. 5 t / d,最大入海通

量 8. 6 t / d。
图 8 为按月统计 TN、TP 日均入海通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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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TN、TP 每月入海通量

Fig. 6 Average monthly fluxes of TN and TP from 2013 to
2015

TN 日均入海通量与日均入海径流量成正相关关

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 61,日均入海通量变化

范围为 14. 1 ~ 43. 0 t / d,汛期日均值 18. 8 t / d,非
汛期日均值 37. 7 t / d,由于非汛期日均入海径流

量及 TN 浓度明显高于汛期,非汛期日均入海通

量约为汛期日均入海通量的 2 倍。 TP 日均入海

通量与日均入海径流量无明显相关性,日均入海

通量变化范围为 1. 2 ~ 3. 4 t / d,汛期日均值 2. 0 t /
d,非汛期日均值 2. 8 t / d,汛期日均入海通量高于

非汛期,4 月份最低,9 月份最高。

3摇 结摇 论

(1)利用海河防潮闸断面 2013 ~ 2015 年的

逐日流量数据和离散的水质数据,基于 LOADEST
模型构建了 TN、TP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结果

通过检验,表明 LOADEST 模型适用于平原城市

区河流设闸断面污染物通量的评估,可以应用于

海河防潮闸断面 TN、TP 入海通量分析。
(2)2013 ~ 2015 年,海河防潮闸断面 TN 年均

入海通量为 2200 t / a,汛期入海通量略小于非汛

期;TP 年均入海通量为 216 t / a,汛期入海通量明

图 7摇 2013 ~ 2015 年 TN、TP 每日入海通量模拟值

Fig. 7 Estimated daily fluxes of TN and TP from 2013 to
2015

图 8摇 按月统计 TN、TP 日均入海通量

Fig. 8 Average daily fluxes of TN and TP by month from
2013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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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大于非汛期。 TN 日均入海通量 25. 8 t / d,非汛

期日均入海通量约为汛期日均入海通量的 2 倍;
TP 日均入海通量 2. 5 t / d,汛期日均入海通量高

于非汛期。
(3)2013 ~ 2015 年,海河防潮闸断面 TN 浓度

月均值变化范围为 3. 38 ~ 8. 33 mg / L,平均值为

5. 59 mg / L,汛期 TN 浓度低于非汛期;TP 浓度月

均值变化范围为 0. 17 ~ 0. 88 mg / L,平均浓度为

0. 46 mg / L,汛期 TP 浓度高于非汛期。
(4)利用 LOADEST 模型不仅可以估算河流

断面污染物通量的年度变化,还可以评估污染物

通量及水质的逐日变化,为实施陆海统筹的最大

日污染负荷 ( TMDL) 总量控制制度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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