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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了基于韦伯2费希纳定律(Weber2Fechner Law, W2F)的湖泊富营养化及公众满意度综合评价方法, 选取透

明度(SD)、高锰酸盐指数(CODMn)、总氮(TN)、总磷(TP)、叶绿素 a(Chla)5 个评价因子, 应用熵权系数法确定各评价

因子权重分别为 01124 2、01176 8、01214 0、01203 4 和 01281 6, 明确了湖泊富营养化综合影响指数 K i 值与营养指数

之间的函数关系, 探讨了将公众对湖泊营养状态的感受与 K i值间建立定量的关系, 根据 Ki 值变化范围、变化率与

营养等级的对应关系, 将公众对湖泊营养状态的满意度划分为 4 个等级: 优、中、差和很差, 以反映公众对湖泊富

营养程度变化的响应。并以海河流域典型湖泊白洋淀为例, 对方法进行了验证, 结果显示: 白洋淀 K i值为 01052 3,

Ki 值变化率为 304167, 处于重度富营养化状态。不同空间的 8 个点位富营养化严重程度排序: 南刘庄> 圈头> 王

家寨> 光淀张庄> 烧车淀> 枣林庄> 采蒲台> 端村。公众对白洋淀 8 个点位 Ki 值变化范围确定为 010293~ 01100 6,

营养状况的公众满意程度均为差, 富营养状态及对公众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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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泊富营养化引起的水环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已成为世界上水华暴发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藻类水华

暴发会导致水体缺氧、鱼类死亡、产生异味与藻毒素等, 在影响湖泊水环境功能的同时, 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也带来严重危害[1] , 甚至危及流域的生态安全。

湖泊富营养化评价是进行富营养化控制和管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2]
。湖泊富营养化评价, 就是通过分析与

营养状态有关的一系列指标及指标间的相互关系, 对湖泊的营养状态做出准确的判断
[ 3]
。对于湖泊富营养化评

价的机理研究主要集中在营养盐浓度与湖泊生态组分如藻类和细菌的相互关系
[425]
、能量流动

[ 6]
和关键影响因

子的判定
[ 7]

, 而面向管理的综合评价模型尝试应用数学和生态模型等对湖泊富营养化进行综合评价
[8]

, 但是提

出的多种评价方法又存在应用的局限性: 如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向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体现了评价决策思维

的分解、判断和综合的特征, 但构造的判断矩阵可能并不具有一致性, 且评价结果过分依赖决策者的偏好和主

观判断; 模糊评价法、灰色聚类评价法、集对分析法、物元分析法虽然在评价过程中考虑了系统具有的模糊

性、灰色性、不相容性等特征, 但需要分别构造各评价指标对各个评价等级的隶属函数、白化函数、关联函数

和联系度表达式等, 这些函数或表达式设计形式上的因人而异, 造成评价结果失真和分辨力不高; 人工神经网

络评价通常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网络训练
[9210]
。湖泊富营养化涉及环境和社会要素多且相互作用复杂, 影响具

有综合性, 控制与管理也和公众对湖泊水环境的反应密切相关, 构建综合评估营养物质2浮游生物量2水质2公众

反应的评价方法, 明确富营养化综合影响指数, 定量化地反映公众对湖泊富营养的反应, 对于湖泊富营养化的

控制与水环境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应用基于心理学韦伯2费希纳定律建立的评价方法, 综合考虑营养物质2浮游生物量2水质指标,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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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营养状态等级与水环境指标对人体影响程度的定量关系, 在对湖泊富营养化进行评价的同时, 定量地描述

公众对湖泊营养状态与水环境的满意程度, 以期为湖泊水资源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新思路。

1  富营养化综合影响指数计算

111  原理

韦伯2费希纳定律(Weber2Fechner Law, W2F)是 1850年由费希纳在韦伯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心理物理实验证明

及推导得出的研究刺激的物理特性与感觉经验之间关系的定律。其能够确切地表达人体产生的反应量 K 与客

观环境刺激量 c 之间的函数关系, 最早应用于心理学和声学等领域, 主要任务是确定各种感觉阈限和测量刺激

的物理量和心理学的关系等。近年来这一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引入了环境评价中[11212]。

Weber和 Fechner 通过心理物理实验证明并推导出对于中等强度刺激, 人体产生的反应量 K 和外界环境刺

激量 c 之间满足以下的函数关系:

K = a lgc (1)

式中  a 为韦伯常数。

W2F 定律应用在湖泊富营养化影响评价中基于以下 3点假设: ¹把外界环境刺激量 c 视为湖泊中某污染

物的浓度或水环境指标; º把人体产生的反应量 K视为该污染物或水环境指标对人体的影响程度; » a 是由

该污染物或水环境指标的性质所决定的, 对于同一污染物或指标 a 为常数, 而评价过程中涉及到多个污染物

或指标, 因此把 a 视为某种污染物或指标的权重。据此, W2F 定律的函数关系可变形为

Kij = a ij lg( Cij + 1) (2)

式中  Kij为第i 个监测点第j 个污染或水环境指标对人体的影响指数; Cij为第i 个监测点第j 个污染或水环境指

标的监测浓度标准化值; Cij+ 1的目的在于使 lg( Cij+ 1) > 0, 通过数学证明不影响评价结果。

112  权重计算

本文中各评价指标采用熵权系数法进行赋权
[13214]

。主要包括以下 3个步骤:

(1) 数据标准化  m个评价指标、n 个评价对象组成的原始数据矩阵为

R =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s s s

Xm1 Xm2 , Xm

(3)

将该矩阵进行标准化, 得到 R= ( rij ) m@n

(2) 计算熵  在有 m个评价对象、n 个评价指标的评价问题中, 第 i 个指标的熵为

Hi = -
1
lnn 6

n

j= 1
fij lnfij    i = 1, 2, , , m (4)

式中  f ij= rij / 6
n

j= 1
rij

(3) 计算评价指标的权系数  在确定了第 i 个指标的熵值后, 则可计算出第 i 个指标的熵权系数。

wi =
1 - Hi

m - 6
m

i= 1
Hi

   0 [ wi [ 1, 6
m

i= 1
wi = 1 (5)

113  综合影响指数计算

Ki = 6
p

j= 1
Kij (6)

式中  Ki 为监测点 i污染或水环境指标对人体的综合影响指数; P 为污染或水环境指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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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泊富营养化影响与公众满意度评价
211  营养状态等级与 Ki 值的关系确定

根据湖泊富营养化评价的指标要求, 选择了透明度( SD)、高锰酸盐指数( CODMn)、总氮( TN)、总磷( TP)、

叶绿素 a(Chla) 5个评价因子, 湖泊富营养化等级划分参照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湖泊营养状态评价标准数据
[15]

,

并按如下公式进行标准化(其中透明度为反向指标, 取倒数计算) :

Cij = Ccij / Sj (7)

式中  Ccij为第 i 个监测点第 j 个污染物或水环境指标的原始监测数据; Sj 为第 j 个污染物或水环境指标在分级

标准中的最高值。

将不同营养等级评价指标的浓度限值进行标准化后, 据式(3)~ 式(5) , 计算所选 5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结果

(表 1)。将表 1中各营养等级评价因子数据和权重计算结果根据式( 2)和式(6)计算 Ki 值, 并建立 Ki 值与湖泊

营养指数对应关系, 结果见图 1。

图 1  K i 值、湖泊营养指数关系及公众满意度划分

 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Ki value & trophic indexes, and di2

vision of public satisfactions

表 1 不同营养级别评价因子的标准化后数据及权重系数

Table 1 Standardized data and weight values of evaluated

indexes for respective trophic levels

营养级别 1/透明度 CODMn 总氮 总磷 叶绿素 a
1 010120 010025 010013 010008 010005

2 010240 010067 010031 010031 010010
3 010400 010167 010063 010077 010020

4 010800 010333 010188 010192 010040
5 011200 010667 010313 010385 010100

6 012400 011333 010625 010769 010260
7 013000 011667 011250 011538 010640

8 014000 014167 013750 014615 011600
9 016000 016667 015625 016923 014000

1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权重系数 011242 011768 012140 012034 012816

212  公众对湖泊营养状况满意度

湖泊营养及环境状况对公众产生的影响主要通过其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或心理与生理的影响来体现, 而对

于两者的定量化研究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目前多采用问卷调查、支付意愿等社会学调查方式[16217]来获得

定性或半定量的数据, 由于受被调查对象教育背景、社会经历、年龄等因素影响, 使得研究结果具有主观性,

缺乏客观和定量的研究方法, 而根据W2F定律, 湖泊营养状态对人们的综合影响指数 Ki 值与湖泊营养指数之

间存在对数函数关系。公众对湖泊营养状态变化的敏感度, 取决于综合影响指数 Ki 的变化率, 而非直接变化

量。根据综合影响指数 Ki 变化范围、变化率与营养等级的对应关系, 将公众对湖泊营养状态的满意度划分为

4个等级: 优、中、差和很差(图 1, 表 2)。
表 2  公众湖泊营养状况满意度等级

Table 2 Dividsion of people. s satisfactory levels with lake nutr itional conditions

满意程度 Ki 范围 营养程度 内  涵  的  界  定

优 0~ 010025 贫营养
营养状况: 湖泊处于贫营养化状况, 营养等级为 1、2 级
人的心理反应: 人群对于水体状态感到满意, 对营养状态变化反应敏感, Ki 变化率

* > 5000

中 010025~ 010185 中营养
营养状况: 湖泊处于中营养状态, 营养等级为 3、4、5级
人的心理反应: 人群对于水体状态感觉一般, 较容易觉察水体状态的变化, 反应中等 Ki 变化率> 800

差 010185~ 011262 富营养
营养状况: 湖泊处于富营养化状态, 营养等级为 6、7、8级
人的心理反应: 人群对水体状态的感觉较差, 对富营养化变化不易觉察, 反应迟缓, Ki 变化率> 100

很差 011262~ 01301 0 超富营养
营养状况: 湖泊处于超富营养化状态, 营养等级为 9、10级
人的心理反应: 人群对水体状态的感觉极差, 富营养化变化感觉疲劳, 反应迟缓, Ki 变化率< 100

 注: Ki 变化率
* 表示 Ki 值随营养状态指数变化率, 由图 1中函数斜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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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例研究

为验证上述方法的可行性及适用性, 应用其对白洋淀的富营养化程度和公众满意度进行评价。将白洋淀国

家控制点位水环境监测数据应用上述湖泊富营养化及公众满意度评价方法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见表 3。

表 3  白洋淀水体富营养化及公众满意度评价结果

Table 3 Eutrophication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r esults of Baiyangdian Lake

监测点位 烧车淀 王家寨 圈头 采蒲台 光淀张庄 枣林庄 端村 南刘庄 平均值

Ki 值 010333 010437 010552 010303 010433 010324 010293 011006 010523
营养等级 6 7 7 6 7 6 6 8 7

满意程度 差 差 差 差 差 差 差 差 差

通过计算得到白洋淀平均 Ki值为 01052 3, Ki值变化率为 304167, 营养等级为 6~ 7之间, 营养程度为富

营养化状态, 公众对白洋淀水体营养状况满意程度总体来说为差。白洋淀 8个点位按照 Ki 值大小可进行富营

养化严重程度排序: 南刘庄> 圈头> 王家寨> 光淀张庄> 烧车淀> 枣林庄> 采蒲台> 端村。其中, 富营养化程

度最为严重的是南刘庄断面区域, 其 Ki 值为 011006, Ki 值变化率为 158139, 王家寨、圈头和光淀张庄的 Ki

值处于第 7等级, 烧车淀、采蒲台和枣林庄 Ki 值处于第 6等级, 公众对白洋淀所有点位水体营养程度的满意

度均为差。

4  结   论

( 1) 在计算湖泊富营养化综合影响指数时, 综合考虑营养物质2浮游植物2水质因素, 选取了透明度( SD)、

高锰酸盐指数(CODMn)、总氮( TN)、总磷(TP)、叶绿素 a(Chla) 5个评价因子, 应用熵权系数法确定各评价因子

权重分别为011242、01176 8、01214、01203 4和012816。

( 2) 建立了湖泊富营养化综合影响指数 Ki 值( x)与营养指数( y)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y= 151934lnx + 115114

(R
2
= 01994) , W2F评价方法对于营养指标浓度变化的评价响应是动态连续的, 评价水体营养指标值浓度的变化

会使 Ki 值发生变化, 可以反映湖泊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下富营养程度的变化。

( 3) 根据湖泊综合影响指数 Ki 变化范围、变化率与营养等级的对应关系, 将公众对湖泊营养状态的满意

度划分为 4个等级: 优、中、差和很差。

( 4) W2F 评价方法不仅可以判定各个评价对象所属营养等级, 而且同一营养等级内的多个评价对象仍可进

行优劣排序。白洋淀的王家寨、圈头和光淀张庄点位同为第 7等级, 但 Ki 值分别为 01043 7, 01055 2 和

010433, 富营养化程度同一级别具有差异性: 光淀张庄< 王家寨< 圈头。

( 5) 白洋淀 8个点位按照 Ki 值大小可进行富营养化严重程度排序: 南刘庄> 圈头> 王家寨> 光淀张庄>

烧车淀> 枣林庄> 采蒲台> 端村。公众对白洋淀 8个点位营养状况的满意程度均为差, 但是不同点位的 Ki 值

在01029 3~ 01100 6范围内变化, 说明各点位营养状态对公众影响存在空间差异。

本文所用方法还可以尝试应用于更多不同类型富营养化水体, 如城市河湖、水库等, 通过不同时空湖泊的

富营养状态变化规律的研究, 将有利于方法的完善, 也为湖泊富营养化控制与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

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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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method for lake eutrophication influence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X

ZHANG Bao, LIU Jing2ling

( StateKey Laboratory of Water Environment Simulation, School of Enviro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 new evaluat ion method based on Weber2Fechner Law is used to assess the lake eutrophication and its integrate

influence on people1 The transparency( SD) , CODMn, total nitrogen(TN) , total phosphorus(TP) , chlorophyll a( chl2a) are

selected as the evaluation factors, whose weights determined by the entropy coefficient method are 011242, 011768, 012140,

01203 4, and 012816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ropy impact indexes (Ki ) and the eutrophication indexes is also estab2

lished1 Ki standing for the connection of people. s feelingwith the changes of lake nutritional status, together with the nutri2

tional status of lakes people. s sat isfaction is classified into four levels: Better, normal, worse andworst according to the corre2

sponding relat ionship between Ki values and its change rate with trophic indexes1 The case study is conducted on Baiyangdian

Lake in Haihe Basin of China1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Ki value is 010523 and its change rate is 304167, which sug2

gests that Baiyangdian Lake is in the serious eutrophicat ion status averagely1 The people. s satisfactory level with the nutrit ional

status of Baiyangdian Lake is lower1 In different spaces of 8 locations of eutrophication from serious to better are as follows:

Nanliu village> Quantou> Wangjia village> Zhang village> Shaohce lake> Zaolin village> Caiputai> Duan village1 Ki val2

ues change from 01029 3 to 0110061 People. s satisfactory levels are all worse, but exists the space diversity1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 Baiyangdian Lake; Weber2Fechner law; eutrophication integrate index; public satisfact ion

5中国历史干旱6(1949- 2000)正式出版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张世法、苏逸深、宋德敦、张瑛玉、宋慧珠、顾颖编著和焦得生、张海仑、朱元 主审的5中国历史干旱6

( 1949- 2000)已由河海大学出版社于 2008年 11 月正式出版。

该专著在全国和各省(市、区) 1949- 2000年丰富的实测和调查统计的资料基础上, 对中国农业旱情和灾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分析。专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中国历史干旱综合分析与评价篇; 下篇为分年灾情、旱情统计分析篇。上篇分为八章, 分析了全

国、大区、大流域和省(市、区)干旱灾害的地区变化和多年、年、季的时间变化, 干旱灾害形成的机制, 以及干旱风险的地区分

布。在干旱与灌溉、干旱与粮食生产关系的基础上, 预估了干旱对未来粮食生产的影响。下篇在广泛收集和系统整理 1949- 2000

年资料的基础上, 比较详细分析了全国、大区、大流域、省(市、区)和地区(市、州、盟)灾情和旱情, 对水文气象影响因子的时、空

变异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该专著是集资料统计整理和专题分析研究相结合的具有广泛参考和应用价值的一部专著。可供水利、农业、气象部门从事规

划、设计、管理和科研工作的科技、决策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的师生参考使用。

该专著共 130万字, 定价 300 元。欲订购者可与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毛羽俊联系(电话: 025- 8582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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