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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水水质对海湾生态系统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而基于环境容量的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是改善海

湾水体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从分析水质目标约束下污染源对环境容量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入手，

结合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分类方法和常规水质模型，对海南省陵水县新村潟湖入海污染源对海湾

环境容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渔排养殖、城镇污水和径流注入 3 类共 41 个影响潟湖无机

氮和活性磷酸盐浓度的主要污染源中，10 个污染源对环境容量存在全局性影响；渔排养殖是影响潟湖

无机氮环境容量的主要因素；渔排养殖、城镇污水和径流注入污染源对活性磷酸盐环境容量的影响程

度差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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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water quality is  of importance to the health of the bay ecosystem. For improving the water

quality,  the  total  pollutant  discharge  control  of  sea  area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apacity  is  the  primary

means.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water  quality  requirements  and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ion

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pacity,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sources  discharging  into  Xincun  lagoon  was

studied. The combination of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and the conventional water quality model was employed

in  the  analysis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41  pollution  sources  from  three  categories,  i.e.,

fishing  raft  culture,  urban  sewage  and  river  runoff,  10  pollution  sources  had  an  overall  impact  on  inorganic

nitrogen and phosphate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mong the three categories, fishing raft culture is the main one

affecting  the  inorganic  nitrogen  environmental  capacity.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phosphate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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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the impact from three types of pollution sources makes a sligh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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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地处海陆交互带，优越的区位和丰富的

资源赋存，使其成为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密集

区[1]。高强度的人类活动，给海湾生态环境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2-3]。2015－2019年 5年的近岸生

态环境资料显示，我国面积大于 100 km2 的 44
个重点海湾，超过 1/3（部分年度接近一半）的海

湾，由于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等超标出现劣四类

水质[4]。其他面积较小的海湾，由于对人类活动

的响应更为敏感，水质状况同样不容乐观，从而

影响海湾生态系统健康。案例研究表明，水体质

量在海湾生态系统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陆源和

海上污染物进入海湾，首先影响水体质量，继而

影响生物和生态系统状况[5-6]，因此，改善海湾生

态系统健康，提升水体质量是关键。

排污总量控制是一种通过控制入海污染物

总量及各污染源排放量的分配，使目标海域污染

物浓度保持在规定限度内的污染控制方法，是改

善海湾水体质量的重要措施[7]。环境容量（也称

“允许排放量”）计算是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的

前提和基础。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诸多学者

从不同的视角对海湾环境容量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提出了模型试算法、均匀混合法、分担率法、

最优化法、地统计学和 GIS方法等一系列方法[8]，

这些方法各有优点和问题。与其他方法相比，模

型试算法思路直观，假设条件少，因而成为常用

的方法。但是，该方法最大的问题是计算分析时

无法确定不同污染源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大小。

对于无环境容量需要减排的海湾，从哪个污染源

开始减排，多个污染源之间如何形成减排量组合

方案，常常无从下手，即使采用分区等多方案计

算仍然难以得到优化方案，污染源数量较多时，

问题则更加严重[9-10]。

本质上，海湾环境容量以“场”的方式存

在，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选择的双重影响。不同

海洋功能区选择不同的水质目标体现出社会选

择，污染源的数量和位置、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

量、所在海域的地形和水动力条件等属于自然

因素。在海湾水质目标约束下，污染物输运扩散

与多种自然因素相互作用，构成了污染排放与海

域环境容量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算法是 Breiman
于 2001年提出的一种集成的机器学习算法，可

以进行分类和回归，具有计算精度高、学习过程

快、稳定性强等特点[11]。RF算法利用解释变量

取值随机化后分类误差变化对解释变量的相对

重要性进行评价，误差变化越大，说明解释变量

的重要性越大[12]。RF的重要性分析方法在诸多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3-16]。

本文利用 RF解释变量重要性分析方法，与

常规的水质模型结合，进行污染源对环境容量影

响的重要性分析，以期为模型试算法方案设计提

供依据，从而降低计算工作量，提高计算效率。

本研究以海南省陵水新村潟湖入海污染物总量

控制为例进行了方法有效性的验证，研究结果可

为其他同类问题研究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新村潟湖位于海南省陵水县东南部，是一个

典型的沙坝−潮汐汊道−潟湖体系，面积约 21 km2

（包括滩涂），其地理位置和海洋功能区划见图 1。
海湾通过潮汐汊道与外海联系，口门段长约 0.5 km，

水深 5 m左右，海湾开敞度<0.01，为封闭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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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海洋功能区划

Fig. 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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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17]。该海域潮差小，湾内最大潮差 1.28 m，平

均潮差 0.98 m，水动力较弱[18]。潟湖北面和西北

面有曲沟河及曲港河两条河流注入，流量较小。

潟湖周边分布有隆广、文罗、三才、新村、黎安

5个乡镇，人口约 10万（2015年），产业发展以农

业为主（粮食种植、畜牧业、渔业等），工业和服

务业欠发达。

近乎封闭的海湾环境，加之较弱的水交换能

力，导致从陆源和海上污染源进入海湾的污染物

输运扩散困难，氮、磷等多种污染物在海湾内累

积，新村潟湖水体富营养化问题严重[19]。

据《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新村潟湖海域分为 4个海洋功能区，即新村海草

海洋保护区重点区（A06-08-1）、新村海草海洋保

护区一般区（A06-08-2）、新村农渔业区养殖区

（A1-14-2）和新村农渔业区渔业基础设施区（A1-
14-1）。按照环境保护要求，各功能区分别执行

一类、二类、二类和不劣于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1.2    数据来源 

1.2.1    污染源

为配合新村港蓝色海湾综合整治工程，

2017年 6月对研究海域陆源和海上污染物源进

行了调查评估，调查评估过程执行第一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相关要求[20]。调查评估结果显示，渔排

养殖、城镇污水和径流注入是新村潟湖无机氮

和活性磷酸盐的 3类主要污染源。

渔排养殖污染呈面状分布，经过合并，简化

为 29个点源，编号为 yp1－yp29；城镇排污合并

为 9个点源，编号为 cz1－cz9；径流注入包括曲

港河（qgh1）和曲沟河（qgh2）两个点源以及一个

入海排污口（ rhk1）。上述 3类污染源共计

41个，分布见图 2。2017年 6月调查中的各类污

染源的总氮、总磷排放量的统计特征见表 1。 

1.2.2    海水水质

新村港蓝色海湾综合整治工程实施单位于

2017年对新村港及其邻近海域进行了 3个季节

的水质监测，布设了 25个站位，站位如图 3所

示。水质监测时间分别为 2017年 3月 18日－

3月 21日（平水季）、6月 30日－7月 2日（丰水

季）和 12月 12日－12月 14日（枯水季）。监测

项目包括：pH、温度、盐度、悬浮物（SS）、溶解氧

（DO）、化学需氧量（CODMn）、无机氮、活性磷酸

盐、石油类及重金属共 18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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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村潟湖污染源位置

Fig. 2    Distribution of pollution sources in Xincun lag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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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区水质监测站位

Fig. 3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in the study area

 

表 1    2017 年 6 月影响新村潟湖污染源 TN、TP 排放量的统计

数据       

Tab.1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N  and  TP  emissions  from
pollution sources in June 2017

污染物种类
统计

特征值/kg

排污口类型

渔排

yp1－yp29
城镇排污

cz1－cz9
径流注入

TN

最大 17867.1 28339.1 88413.4

最小 1471.6 508.9 5216.6

平均 6371.4 4826.9 38214.9

TP

最大 2970.7 2036.1 15611.8

最小 233.4 36.6 631.4

平均 1019.7 346.8 7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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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各功能区水质目标，研究海域各功能区

的 CODMn 均达到管理要求，无机氮和活性磷酸

盐呈现不同程度超标，如海草保护区重点区

（A06-08-1）执行一类水质标准，无机氮超标率

（面积）为 57.17%，活性磷酸盐全部超标；新村海

草海洋保护区一般区（A06-08-2）和新村农渔业

区养殖区（A1-14-2），执行二类水质标准，无机氮

超标率（面积）为 33.66%，活性磷酸盐达标；新村

农渔业区渔业基础设施区（A1-14-1）无机氮超

标率（面积）为 7%，活性磷酸盐超标率（面积）为

48.54%。

基于上述结果，考虑陆源及海上污染源现状

和未来变化情况，选择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作为

总量控制指标进行后续研究。 

1.3    原理与方法 

1.3.1    方法原理

基于环境容量的概念，研究海域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污染物浓度超过相应功能区的水质管

理目标，该区域已经没有环境容量；另一类，污染

物浓度低于要求的水质目标，仍有剩余环境容

量。因而，污染源排放对于海湾环境的影响问题

及污染源的重要性排序问题可以转化随机森林

的分类问题。

分类问题需要选择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随

机森林（RF）算法利用 Bootstrap重抽样方法从样

本中随机选择部分变量作为决策树节点，每个决

策树都是一个分类器，输入样本后，每个决策树

产生对应的分类结果，收集分类结果，采用投票

方式决定最终分类结果。研究过程中，可以选择

信息减损量、信息减损率、基尼系数下降率等作

为变量重要度指标。当某解释变量取值随机化

后导致 RF中的每棵决策树指标值发生变化，取

其平均值，平均值越大该变量的相对重要度就

越大[21]。 

1.3.2    因变量构建

该分类问题的因变量为污染物浓度是否满

足水质目标的状况。为此，将海湾空间水质浓度

值转换为是否满足水质目标的类别数据。定义

研究空间坐标为（ x, y）处污染物水质指数如

式（1）：

C(x,y) =
c(x,y)
cs(x,y)

(1)

c(x,y)

cs(x,y)

C(x,y)

C(x,y)

式中： 为总量控制指标的背景浓度值；

为该位置所在功能区相应污染物的水质目

标值。若 ≥1，则该点水质超标，令其类别

值为 1；反之，若 <1，则该点水质未超标，令

其类别值为 0。据此，研究区域所有点分为 0和

1两类，构成了分类问题的因变量。 

1.3.3    解释变量构建

针对水质控制指标，如前文所述，污染源对

环境容量的影响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为此，需

要构建能够综合表述这些因素影响的变量。本

文以污染源的响应系数作为表达污染源位置、

所在海域地形和水动力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因子，并将每一个污染源的响应系数与其排放量

的乘积作为解释变量。

每一个污染源的排放量由污染源调查评估

得到，而污染源的响应系数利用 Mike21软件构

建二维水质模型计算得到。在进行响应系数计

算时，需要进行水动力模型验证和水质模型验

证，使响应系数计算结果满足精度要求[22]。

需要指出的是，污染源调查和评估得到的是

陆源和海上污染源的 TN和 TP排放值，但《海水

水质标准（GB 3097-1997）》中未列出两者的水质

标准，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确定 TN、TP与

海水水质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的换算关系，继而

得到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的排放值。由于罗源

湾的水动力条件、污染源种类及排放特征与新

村潟湖较为接近，通过类比分析并咨询多位领域

专家意见确定，罗源湾相应的换算系数可以引入

本文的计算研究[9,23]。 

1.3.4    解释变量重要性计算

进行 RF分类计算时，需要进行研究区域空

间剖分，网格的尺寸取决于研究区域的大小以及

研究问题的精度要求，可以比较多种尺度的网格

精度后确定。每一个网格上有一个因变量值

（0或 1）和一组解释变量值。m个污染源在该网

格上的响应系数与对应的污染源排放值相乘，得

到 m个解释变量。如果研究区域分成 k个网格，

则构成 k个（解释变量—因变量）样本。变量重

要性具体计算步骤如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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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对样本进行随机筛选，分成训练集

和测试集，从训练集中选择部分样本（一般为

2/3左右）建立决策树，余下样本则为测试集。

（2）重复上述过程多次，由多棵决策树共同

构成随机森林。

（3）每个决策树分类结果通过投票决定。由

于训练集构造方式不同，分类模型之间存在较大

差异，因而模型具有较强的泛化能力。测试集用

于验证分类准确率。

（4）面对随机森林的分类问题，通常采用袋

外错误率（out-of-bag error rate）或不纯度（impurity）
作为估计变量重要性的规则。由于随机森林分

类算法进行节点分割时，Gini指数（纯度）可以更

直接地衡量特征分割的效果，因此，本文选取平

均基尼系数下降率（mean decrease Gini, MDG）作

为重要度排序指标[25]。

解释变量较多时，序列后向搜索法可以选出

影响较大解释变量，即每次去掉一个重要度最小

的变量，计算分类正确率，最终得到解释变量个

数最少、分类正确率最高的集合作为最优特征

子集 [26]。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选

用 10次十折交叉验证法取平均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污染源影响排序结果与讨论

考虑到研究区域范围、水质监测站位数量及

计算效率，通过比较确定网格尺寸为 100 m×100 m，

研究区域划分为 1743个网格。利用 Arcgis 10.6
对 25个水质监测站位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实测

数据进行 Kriging插值，将平水季、丰水季及枯

水季 3季平均值作为污染物背景值。

根据研究区域海域水文实测资料对 Mike21
构建的二维水动力和水质模型进行潮流和潮位

验证。结果显示，潮位验证结果良好，高、低潮

时的相位偏差小于 0.5 h，潮位平均绝对误差小

于 10 cm；潮流流速过程线形态基本一致，流速验

证结果较好，且平均流向偏差小于 10°。总体而

言，所建立的新村潟湖二维潮流数学模型计算结

果较为合理，可以作为后续水质模拟计算分析的

基础。

在水动力模拟的基础上，利用 Mike 21二维

水动力和水质模块完成 41个污染源的浓度响应

场计算。考虑到篇幅，现列出曲港河和曲沟河污

染源的响应场，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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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径流污染的响应场

Fig. 4    Response field of unit source
 

通过 Arcgis获取网格中心点所在位置的污

染物浓度背景值和每一个污染源的响应系数值，

利用公式（1）得到每一个网格的分类问题的因变

量值；经过转换污染源强与响应系数的乘积得到

解释变量，如此构成 1743个方程进行 RF分类分

析。研究区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背景浓度场

超标情况见图 5。

本文使用 Matlab 2016b代码（Windows-pre-
compiled-RF_mexstandalone-v0.02，mex/standalone
interface to Andy Liaw et al.’s C code，added by abhi-
shek jaiantilal，Version: 0.02）进行随机森林分类

及序列后向搜索法解释变量重要性计算。图 6
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对应分类精度和污染源

数量的关系。经过筛选，从分类精度角度，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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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和活性磷酸盐分别选择 16个和 25个污染源

作为最优特征子集。采用最优特征子集进行计

算能有效提升模型的运算效率，使分类结果更加

接近真实的类别分布。从图 6可知，RF的分类

准确性较高，超过 90%。序列后向搜索的开始阶

段，随着污染源数量的减少，分类准确率为 94%~
96%；当污染源减少至 10个以下，分类准确呈直

线下降。也就是说，无论是无机氮还是活性磷酸

盐，筛选后剩下的 10个污染源，对研究区域的水

质存在全局性影响，其他污染源则影响较小，或

者只是影响到局部区域，因此，采用模型试算法

计算环境容量时，从提高计算效率的角度，可以

重点关注这些污染源。

无机氮污染的污染源基尼系数下降率（MDG）

见表 2。从表 2可知，进入无机氮计算分析最优

特征子集的 16个污染源中，渔排养殖污染源占

13个，占比达到 80%以上，且重要度排名前 5的

污染源中有 4个是渔排养殖。从前文可以看出，

渔排养殖污染源为 29个，占海湾主要污染源数

量（41个）的 70%以上，因此，渔排养殖是影响海

湾无机氮环境容量的主要原因。其次，径流注入

引起的无机氮污染中，曲港河（qgh1）和曲沟河

（qgh2）均进入最优特征子集。城镇污水的排放

量较少，而且大部分排放口靠近水交换能力较强

的口门处，无机氮运输扩散过程中滞留时间较

短，因此，除 cz9以外，其他城镇排污口均未进入

最优特征子集。定性地，cz9排污口位于海草海

洋保护区的重点区，执行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且

该区域水交换能力较差，该污染源进入最优特征

子集与直观判断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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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研究区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情况（红色为超标区域，绿色为未超标区域）

Fig. 5    Over standard of inorganic nitrogen and phosphate in the study area(red is the area exceeding the standard, and green is

the area not exceeding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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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分类精度与污染源数量的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quantity of pollution sources

表 2       无机氮污染源影响排序

Tab.2    Impact ranking of inorganic nitrogen pollution sources

污染源编号 MDG 污染源编号 MDG 污染源编号 MDG 污染源编号 MDG
yp21 44.21 yp19 36.82 yp3 29.09 yp23 27.40

yp20 42.77 qgh2 33.59 yp22 28.88 yp25 26.50

cz9 40.75 yp18 33.03 yp4 28.58 yp10 25.51

yp8 38.20 qgh1 31.28 yp17 28.13 yp9 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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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磷酸盐污染源的基尼系数下降率

（MDG）见表 3。从表 3可知，活性磷酸盐污染源

重要度排序与无机氮差异较大。由图 5可知，活

性磷酸盐超标面积大于无机氮，超标的区域集中

在近岸区域，这表明活性磷酸盐在近岸区域已无

环境容量或者剩余环境容量很小，从而使得位于

口门和湾底部附近的城镇污水排放口重要度增

加。与无机氮相比，活性磷酸盐在径流注入排污

口附近海域超标面积增加，因而这些排污口的重

要度增加。
 
 

表 3       活性磷酸盐污染源影响排序

Tab.3    Impact ranking of phosphorus pollution sources

污染源编号 MDG 污染源编号 MDG 污染源编号 MDG 污染源编号 MDG 污染源编号 MDG

cz7 63.71 yp1 31.59 yp26 23.33 yp9 17.77 yp18 16.24

qgh2 47.57 yp3 30.78 yp27 21.89 yp8 17.30 yp4 16.18

yp16 44.99 yp29 30.50 cz9 19.81 cz4 17.25 yp13 15.83

qgh1 37.40 yp28 25.58 rhk1 18.23 yp6 16.63 cz8 14.88

yp2 31.81 yp5 25.01 yp21 17.92 yp19 16.33 yp12 14.60
 
 

另外，从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污染源重要

度排序结果可以看出，污染源重要度和污染源

排放量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相反，与污染源所在

位置的水交换能力、水质超标情况的相关性

较大。 

2.2    结果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重要度排序的可靠性，采

用 Mike 21构建的二维水质模型分别计算曲港

河（qgh1）和曲沟河（qgh2）活性磷酸盐减排对研

究区水质变化的影响。减排量采用 30%，50%
和 70% 3种方案，减排后水质达标增加的面积见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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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曲港河和曲沟河活性磷酸盐减排后达标面积的变化

Fig. 7    Area increase meeting water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phosphate  in  Qugang  river  and  Qugou  river  after

emission reduction
 

从图 7可以看出，在减排相同比例的情况

下，曲沟河（qgh2）减排后满足水质目标的面积对

比初始值有更大的增加，说明曲沟河（qgh2）减排

效果好于曲港河（qgh1），这个结论与表 3的重要

度排序一致。限于篇幅，其他验证结果未在文中

展示。 

3   结　论

（1）入海污染源排放与海域环境容量之间存

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将随机森林（RF）与常规

水质模型结合进行污染源重要性排序，可以为减

排方案设计提供方向，有利于提高计算效率。

（2）影响新村潟湖的污染源众多，在水质目

标约束下，无论是无机氮还是活性磷酸盐，41个

污染源中有 10个污染源对环境容量存在全局性

影响，其他污染源则影响较小或只是局部影响。

渔排养殖是影响新村潟湖无机氮环境容量的主

要因素，径流注入的影响其次。对活性磷酸盐而

言，3类污染源的影响程度差异不大。

（3）海湾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除了受到水质

目标约束，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

只从环境容量与污染源的非线性关系视角进行

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如何结合社会、经济和技

术因素进行减排方案设计，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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