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9年钦江河口典型污染物的入海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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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4－2019 年钦江入海河口断面流量以及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和总磷

（TP）3 种典型污染物的浓度，本研究通过 LOADEST 模型优化了 COD、TN 和 TP入海通量计算方程，

其优化后的判定性系数分别为 0.857、0.772 和 0.717，这说明优化后的方程能够满足钦江河口典型污染

物入海通量及水质变化特征的评估。结果表明：（1）2014－2019 年，COD、TN 和 TP 无论是浓度还是

通量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TN 依然超标严重；（2）COD、TN 和 TP 季节变化特征显著

（p<0.01），入海通量干季低于湿季，浓度干季高于湿季，COD 和 TN 的入海通量与降雨量呈极显著相

关性（R2=0.897，p<0.01，R2=0.748，p<0.01），COD 和 TN 主要来自非点源，而 TP 与降雨量呈显著相关

性（R2=0.359，p<0.05），TP 不仅受非点源影响，也受点源影响，建议加强沿江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能力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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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total  nitrogen  (TN)  and  total
phosphorus (TP) fluxes were optimized by LOADEST model based on the discharge and water quality data of
Qinjiang river from 2014 to 2019. The R2 value for COD, TN, and TP was 0.857, 0.772 and 0.717, respectively.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optimized  equation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pollutants fluxes in Qinjiang river. The results showed: (1) From 2014 to 2019, both concentrations and fluxes
of COD, TN, and TP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 and TN still exceeded seriously the
water quality standard; (2) The season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D, TN and TP were significant (p<0.01).
The fluxes  of  COD and TN in  wet  season were  higher  than in  dry season,  indicating that  they were  strongly
driven by rainfall, while their concentrations in dry season were higher than in wet season, suggesting that COD
and TN were mainly influenced by non-point sources. Although TP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ed with rainfall, its
concentration  was  also  mostly  influenced  by  nonpoint  sources.  Overall,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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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sewage  pipe  network  and  sewage  treatment  capac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long  the  river
channel. This will help to curb pollutants input into the river system.

Key words: typical pollutants; pollution flux; LOADEST model; Qinjiang river estuary

 

随着全球沿海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近岸海域

生态环境备受关注。虽然近年来各国对近岸海

域生态环境的防控与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水

体富营养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及生态功能丧失

等问题依然严重[1-2]。60%～80%的近海生态环境

受河流排放污染影响 [3]，为了以海定陆，实施陆

源污染物的减排管理，评估沿岸河流污染物入海

通量及时空变化特征尤其重要。

河流污染物入海通量估算方法主要有 SWAT
（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模型法、输出系数

法和实测法等[4-5]。SWAT模型法需要构建不同

土地类型的子流域，计算比较复杂；输出系数法

缺乏足够理论和结果评价指标，精度不高[6-7]；实

测法采用河流断面的实测数据估算入海通量，可

以真实地反映河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但实测数

据往往是离散的，不具有连续性[8-9]。因此，可采

用优化回归分析法准确评估河流污染物入海通

量。LOADEST（load estimator）模型通过多个回

归方程优化筛选，建立污染物的入海通量回归方

程，利用有限的离散水质数据，能够准确地评

估河流断面日、月、季和年等不同时间尺度各类

污染物的入海通量。喻一等 [10] 采用 LOADEST
模型研究了深圳河河口近 10年来化学需氧量

（COD）、总氮（TN）和总磷（TP）污染物的入海通

量变化特征。Pellerin等[11] 采用 LOADEST模型

估算了密西西比河氮污染物的入海通量。国内外

学者对 LOADEST模型的研究认为：（1）增加采

样频率和暴雨水样占比可有效提高模型的模拟

结果；（2）模拟效果受流域、土地利用类型等因

素影响；（3）该模型对于评估以养殖业、农业及混

合用地为主的小型流域入海通量的效果更佳[12-14]。

钦江为茅尾海的主要入海河流之一，其沿岸

以养殖业和农业为主，是典型的亚热带流域海湾

小型入海河流。因此，采用 LOADEST模型能够

准确地评价钦江污染物的入海通量及时间变化

特征。本文采用 2014－2019年钦江河口断面典

型污染物的离散数据，使用 LOADEST模型评价

钦江 COD、TN和 TP的入海通量及变化特征，评

价结果可为钦江污染物管控及减排措施提供理

论依据，为茅尾海生态环境有效改善奠定良好的

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钦江位于广西北部湾的北部，发源于灵东水

库，上游为平川良田地带，下游弯曲平缓，有 5个

支流（玉麓江、那隆江、大平江、旧州江和青坪

江）汇入。钦江是钦州市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

水源，被称为钦州市母亲河。钦江全长约 180 km，

流域面积约 2500 km2，河流贯穿灵山县、钦北区

和钦南区等 19个乡镇，最终注入茅尾海，沿岸生

活居民约 120万人（图 1）。钦州年平均气温为

21.7 ℃，干季（10月－翌年 3月）平均降雨量为

91.2 mm（范围为 25～328 mm），湿季（4月－9月）

平均降雨量为 324 mm（范围为 95～708 mm），湿

季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80%。钦江入海河口为不

规则的混合全日潮，平均潮差为 0.96 m，沿岸有

两个日均 8万吨的污水处理厂（钦州市河东污水

处理厂和河西污水处理厂）。
 
 

河西污水处理厂

河东污水处理厂

设区市行政中心
县 (区、市) 行政中心
乡、镇
设区市界
县 (区、市) 界
污水处理厂
钦州市生态局监测断面
广西水利厅水文监测站
红树林

22.10°

N

22.00°

21.90°

21.80°

21.70°

21.60°

108.30° 108.50° 108.70° 108.90°E

图 1    研究区域

Fig. 1    Study area
  

1.2    数据来源

COD、TN和 TP浓度来源于钦州市环保局

提供的 2014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钦江河口

（高速路东）断面公开数据（http://sthjj.qi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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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cn/xxgk_16731/shjzl_17098/），监测频率为每

月一次。河流日流量数据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水

利厅网站公开数据（ http://slt.gxzf.gov.cn/page/
index.html?act=3）。气象数据为国家气象数据网

2014－2019年连续监测的公开数据（https://data.
cma.cn/）。 

1.3    LOADEST计算方法

入海通量指一定时间内通过河流某一断面

污染物的总量，即已知污染物的浓度 Ci、流量

Qi 和时间 t可计算出污染物的入海通量，公式如下：

Lt =
w t

0
QiCidt

Lt t式中： 为 时间内污染物的入海通量（kg/d）；
Ci（mg/L）和 Qi（m

3/s）分别表示浓度和流量。

LOADEST模型为美国地质调查局开发的模

型，主要用于河流污染物的通量评估。模型由

11种回归方程循环嵌套而成，每个方程均可表

征流量和时间的变化趋势，最多可输出 9个方程

的回归参数[15-17]。根据回归参数信息准则（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施瓦茨后验概率

准则（SPPC，Schwarz posterior probability criteria）
判定污染物入海通量的最优回归方程，AIC的值

越小，而 SPPC的值越大，为最佳回归模型 [18-19]。

LOADEST模型参数估值方法主要有 3种：最小

方差无偏估值（MVUE，minimum variance unbiased
estimate）、渐近极大似然估值（AMLE， adjust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和最小绝对偏差

法（LAD，least absolute deviation）。根据模型的校

正误差是否为正态分布以及是否有删失型数据

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当校正误差为正态分布

并存在删失型数据时应采用 AMLE评估，非删失

型数据采用 MVUE评估；当校正误差处于非正

态分布时采用 LAD进行评估。通过拟合相关系

数（R2）判定方程的拟合效果，R2 越接近 1，表明

拟合效果越好。通过 t检验的 t值和 p值判定其

拟合数据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越小，表明

拟合数据越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讨论
 

2.1    钦江 LOADEST模型的优化结果与分析

基于 2014－2019年钦州河口断面监测点的

流量及典型污染物 COD、TN和 TP浓度的离散

数据，本研究采用 LOADEST模型对典型污染物

的入海通量拟合方程进行优选，通过拟合参数

AIC和 SPPC判定最佳方程，不同方程对 3种典

型污染物的拟合参数 AIC和 SPPC列于表 1。由

表 1可知，方程 9对 3种污染物的拟合参数 AIC
均最小，SPPC最大。因此，方程 9为 COD、TN
和 TP入海通量评价的最佳方程。相关参数列于

表 2，其相关系数（R2）分别为 0.857、 0.772和

0.717（其值越接近 1，拟合效果越好）；其概率曲

线相关系数（PPCC）分别为 0.928、0.977和 0.973
（其值越接近 1，拟合效果越好）；其残差序列相

关系数（SCR）分别为 0.148、0.104和 0.153（其值

越小拟合效果越好）；t-ratio的拟合绝对值均大

于 1；不同变量系数标准偏差（Std.Dev）相对较

小。上述参数分析结果表明，该方程对 3种典型

污染物入海通量的拟合残差之间相对独立，所涉

及的模型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拟合参数值不

确定性较低，拟合残差符合正态分布，并具有统

计学意义[20-21]，这进一步验证了 LOADEST模型

能够准确评价钦江河口断面 COD、TN和 TP典

型污染物的入海通量及时间变化规律。

表 1       LOADEST 模型中不同方程的拟合参数 AIC和 SPPC

Tab.1    The simulation value of AIC and SPPC were fitting different equations in LOADEST model

拟合方程 1 2 3 4 5 6 7 8 9

COD
AIC 1.032 1.057 0.977 1.06 0.999 1.088 1.088 1.035 0.972

SPPC −39.44 −41.47 −42.58 −42.72 −40.51 −44.87 −41.98 −44.08 −38.97

TN
AIC 1.354 1.370 1.370 1.133 1.388 1.158 1.157 1.183 1.000

SPPC −51.01 −52.73 −52.73 −45.34 −54.52 −47.39 −47.34 −49.43 −43.97

TP
AIC 2.313 2.339 2.339 2.193 2.366 2.221 2.222 2.25 2.132

SPPC −85.54 −87.61 −87.63 −83.50 −89.72 −85.66 −85.67 −87.84 −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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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江河口断面 COD、TN和 TP污染物入海

通量的模拟值与实测值线性回归分析如图 2所

示。COD的相关系数 R2=0.927，斜率 k=0.929±
0.031，截距 b=−1.706±3.793；TN的相关系数 R2=
0.814，斜率 k=0.975±0.061，截距 b=−2.675±1.312；
TP的相关系数 R2=0.729，斜率 k=0.896±0.063，截
距 b=−0.08±0.06。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OD、

TN和 TP的实测值和模拟值相关系数 R2 均大

于 0.7，说明模拟值与实测值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但斜率均小于 1，表明实测值小于模拟值。3种

典型污染物 COD、TN和 TP的实测值和模拟值

分别相差 7.3%、18.6%和 27.1%。

近年来，关于钦江流域典型污染物的管控，

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钦州市同时出台了相关综合

整治措施，但钦州市生态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钦江水质整体仍处于Ⅴ类或劣Ⅴ类，主

要是 TN、TP和 COD超标，钦江水质尚未得到有

效改善，这可能是通常采用的实测法低估了污染

物的排放通量所致。 

2.2    流量、COD、TN和 TP浓度变化特征

2014－2019年钦江河口断面的年际流量和

月际流量变化如图 3A和图 3B，由图可知，年际

流量变化呈锯齿型，2016年为流量年际变化最

大的年份。月际流量变化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

化特征，其中，7月和 8月流量最大，主要受降雨

影响 [22]。如图 3A、图 3C和图 3E所示，COD、

TN和 TP的浓度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3种典型污染物的年平均浓度最大值均出现

在 2016年。COD、TN和 TP浓度月际变化分别

如图 3D、图 3F和图 3H所示，均呈现周期性变

化特征，干季高于湿季，当湿季来临时，COD、

TN和 TP浓度均呈现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8月

达到最低值，当湿季结束后，浓度慢慢升高，次年

的 2月达到最高值。这表明钦江典型污染物的

浓度不仅受沿岸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的影

响，也受降雨的影响。降雨将陆域典型污染物冲

刷至河流，但河流中污染物的浓度反而低于干

表 2       COD、TN 和 TP 污染物入海通量的拟合方程及其相关拟合参数

Tab.2    The fitting equations of COD, TN and TP pollutants fluxes and related fitting parameters

名称 拟合方程

COD ln(L)=11.361+0.832lnQ+0.012lnQ2−0.039sin(2πdtime)−0.151cos(2πdtime)−0.063dtime−0.041dtime2

TN ln(L)=9.758+1.104lnQ−0.107lnQ2+0.396sin(2πdtime)+0.182cos(2πdtime)−0.014dtime−0.066dtime2

TP ln(L)=7.102+1.266lnQ−0.043lnQ2+0.558sin(2πdtime)+0395cos(2πdtime)−0.002dtime−0.095time2

拟合相关参数 a0 a1 a2 a3 a4 a5 a6

COD

R2=0.857 Std.Dev 0.089 0.153 0.116 0.085 0.123 0.026 0.017

PPCC=0.928 t-ratio 28.04 5.44 1.1 −1.46 −1.23 −2.45 −2.5

SCR=0.148 p-Value 0.000 0.000 0.019 0.063 0.019 0.001 0.001

TN

R2=0.772 Std.Dev 0.09 0.155 0.118 0.086 0.125 0.026 0.017

PPCC=0.977 t-ratio 18.47 7.13 −1.91 4.62 1.46 −1.54 −3.92

SCR=0.104 p-Value 0.000 0.000 0.003 0.000 0.012 0.005 0.000

TP

R2=0.717 Std.Dev 0.158 0.273 0.207 0.151 0.219 0.046 0.029

PPCC=0.973 t-ratio 44.83 4.64 −1.21 3.7 1.8 −1.05 −3.22

SCR=0.153 p-Value 0.000 0.000 0.081 0.000 0.006 0.0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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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这表明降雨对污染物浓度具有稀释作用。污

染物入海通量不仅受污染物的浓度影响，也受流

量的影响，往往流量对污染物的通量具有决定性

作用[23-24]。污染物的浓度变化不仅受来源影响，

也受温度等其他因素影响，例如，温度升高微生

物活性增强，促进水体中不同形态污染物迁移转

化，降低了污染物在水体的滞留率，这也是导致

污染物的浓度干季高于湿季的重要原因[25]。根

据《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钦江水质应执行三类水质排放标准。目前，随着

河流污染物的综合整治政策不断落地实施，钦

江 COD和 TP的年平均浓度和月平均浓度均低

于三类水质（图 3C和图 3G），而 TN年平均浓度

和月平均浓度均超出三类水质标准。由此可见，

TN为钦江污染物主要超标因子之一。 

2.3    COD、TN和 TP污染物通量变化特征

基于 LOADEST模型估算，钦江 2014－2019
年入海河口断面 COD、TN和 TP年平均入海通

量分别为 39902 t/a、7094 t/a和 558 t/a，月平均入

海通量分别为 3325 t/月、591 t/月和 46 t/月。COD、

TN和 TP入海通量的年际和月际变化特征如图 4
所示。2014－2019年，COD、TN和 TP的年际入

海通量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分别如

图 4A、图 4C和图 4E所示。3种污染物入海通

量在 2016年出现最大值，分别高达 52600  t、
10801 t和 951 t，分别是 2014－2019年入海通量

年平均值的 1.32倍、1.52倍和 1.71倍。2016年

以前，随着钦江沿岸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大

量点源和非点源污染物不断排放，导致钦江典型

污染物的入海通量不断增加。尤其 2016年增幅

较大，主要是因为钦州河西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富

集形成的污泥（约 12000 t）未能得到有效处理，

大量的典型污染物重新回到钦江。之后，钦州市

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十五条规定，对钦州市河西污水处理厂堆积的污

泥进行清运处理，同时也对钦州市河西污水处理

厂和河东污水处理进行改造扩建，提高了城市污

水处理能力。近几年关于河流污染物的综合整

治，广西壮族自治区相继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

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水

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等相关政策，保障河流污

染物的有效治理，促使钦江典型污染物入海通量

逐年降低。

钦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温和降雨具

有明显的干、湿季变化特征，如图 5所示，丰水期

主要集中在 4月－9月，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80%。

而 COD、TN和 TP污染物入海通量也主要集中

在丰水期，分别如图 4B、图 4D和图 4F所示，约

占全年污染物入海通量的 75%。COD、TN和 TP
入海通量与降雨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R2=0.897
（p<0.01）、R2=0.748（p<0.01）和 R2=0.359（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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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钦江为雨源性河流，降雨对河水流量和污

染物入海通量影响较大[22]。因此，建议完善沿岸

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加强污水处理与雨、污管

网互联互通，减少降雨冲刷的污染物直接排放入

河，实施源头管理。 

2.4    影响 COD、TN和 TP通量变化成因分析

污染物入海通量是污染物的浓度乘以流量

和时间，因此，污染物的通量不仅受污染物浓度

的影响，还受流量的影响。COD、 TN和 TP
浓度和流量对负载通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图 6）
表明，COD的浓度与负荷量线性回归的相关系

数 R2=0.008（p>0.05），斜率 k=0.011±0.015；流量

与负荷量线性回归分析的相关系数 R2=0.856（p<
0.01） ，斜率 k=0.554±0.026（图 6A）。由图 6可

知，COD的负荷量与浓度的相关性和斜率几乎

为 0，且 p>0.05，表明 COD的浓度变化与入海通

量无显著相关性，这可能与 COD的不稳定性有

关。COD的负荷量与流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 0.856，斜率为 0.554，表明 COD入海

通量主要受流量的影响，而流量主要受降雨量的

影响，由此推测 COD负载量也主要受降雨的影

响。Shen等[26] 研究表明，由降雨带入河流的污

染物主要来自非点源。Schiff等[27] 研究表明，由

降雨带来的污染物包括大气干湿沉降及地表垃

圾和尘埃等，约 75%～90%为非点源污染物，说

明钦江 COD主要来自非点源。降雨对流量回归

分析的相关系数（R2=0.716，p<0.01）表明两者呈

极显著相关性。通过回归方程计算，降雨对流

量的贡献为 67.9%，流量对 COD通量的贡献为

55.4%。

TN浓度与负荷量线性回归分析的相关系

数 R2=0.121（p>0.05），k=0.049±0.021，而流量与负

荷量线性回归分析的相关系数 R2=0.547（p<0.05），
k=2.25±0.314）（图 6B）。TN浓度与负载量呈非

显著正相关性，斜率为 0.149，而 TN负荷量与流

量显著呈正相关性，斜率为 2.251，这表明 TN负

荷量主要受流量控制，Shen[26] 等研究认为，钦江

中的 TN主要来自非点源。钦江上游大多是水

稻农田和家禽养殖区，每年 4月和 7月为水稻播

种季节，播种时使用大量的含氮肥料，而此时正

处于雨季，可能存在大量氮肥流失和家禽养殖污

染物排放的现象，导致非点源对钦江 TN负荷量

贡献较高。TP浓度与负荷量线性回归分析的相

关系数 R2=0.143（p<0.05），k=0.062±0.030，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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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负荷量线性回归分析相关系数 R2=0.376（p<0.05，
k=21.53±4.069（图 6C），TP浓度与负载量呈显著

正相关性，其斜率几乎为 0，而 TP负荷量与流量

虽然呈显著正相关性，但其相关系数仅为 0.376，
而斜率为 21.53，这说明 TP不仅受非点源的影

响，也受点源的影响。 

3   结 论

（1）LOADEST模型中的方程 9为 COD、TN
和 TP入海通量评价的最佳方程，用该方程评估

得到的 COD、TN和 TP年平均入海通量分别为

39902 t/a、7094 t/a和 558 t/a，月平均入海通量分

别为 3325 t/月、591 t/月和 46 t/月。3种典型污染

物的年际通量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2016年的 COD、TN和 TP年际入海通量最大，

分别为 52600 t、10320 t和 952 t，不同月际间的

入海通量具有显著性差异。

（2）丰水期典型污染物的入海通量约占全年

入海通量的 75%，COD、TN和 TP入海通量与降

雨量呈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897、0.748
和 0.359，这说明污染物通量受降雨控制。COD
和 TN主要来自农业和养殖业非点源，而 TP不

仅受非点源控制，也受点源控制。

（3）近几年来，钦江河口断面典型污染物

COD、TN和 TP的入海物通量呈现逐年降低的

变化趋势，但整体水质仍处于Ⅴ类或劣Ⅴ状态，

仍未满足河流排放的水质标准。建议加强沿江

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能力建设，提高沿江污染物

的管控能力。本文基于 LOADEST模型评估得

到了钦江入海河口断面 COD、TN和 TP入海通

量及其年际和月际变化特征，可为钦州湾海域水

质的有效改善和沿江污染物的减排方案制定提

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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