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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非点源污染具有广泛性、随机性和难监测性、难治理性等特点, 应用模型描述农业非点源污染物输移过

程、进行污染负荷计算、评价防控与治理效果成为水环境保护与治理领域的难点与热点。着重讨论农业非点源污染

模型(AGNPS)系列模型的结构、机理以及国内外的研究与应用进展。国内外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模拟结果可以接

受, 年模拟效果要好于次降雨模拟效果, 径流量、泥沙侵蚀量、氮磷营养盐负荷模拟精度根据研究区域的不同有所

差异, 模型的管理措施效果评价、关键污染源区的判断与实际相符。AGNPS系列模型单元网格的划分、敏感性分

析及参数的调整对模型的精度有重要影响, 针对该模型的特点与研究现状, 提出改进意见及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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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源控制技术相对成熟之后, 对控制非点源污染技术和措施的研究, 成为当前环境与生态保护面临的主

要问题, 而在非点源污染中, 农业非点源污染贡献率占 75%左右
[1]
。因此, 监测和定量分析农业非点源污染

的时空分布、形成与输移机理等问题对非点源污染的控制十分重要。农业非点源污染具有广泛性、随机性、滞

后性、不确定性、难监测性、难治理性等特点, 导致监测处理既困难又复杂, 加之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统计资料

缺乏, 定量预测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控制效果遇到了很大挑战。将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查与机理研究相结合, 构建

以实用性为目标的污染负荷模型, 可为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和管理的定量化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

1  AGNPS模型简介

111  主要农业非点源污染模型简介

图 1 农业非点源污染模型基本结构

 Fig11 Frame of agricultural non2point source pollu2

tion model

目前, 国际上常用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模型有 AGNPS(Agricultural

Non2Point Source)、ANSWERS(Area Non2Point Source Watershed Environ2

ment Resource Simulation)、CREAMS(Chemicals, Runoff and Erosion for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s)、SWAT ( 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等, 各模型的简介、特征、优缺点及适用范围等见表1[ 223]。

112  AGNPS模型原理结构

AGNPS是由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联合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

和自然资源保护局共同开发的计算机模型系统
[425]

, 不仅能预报流

域的非点源污染负荷, 而且还可以用来进行风险和投资/效益分析。

模型主要由 3 部分组成: 径流模拟, 非点源污染的基础; 泥沙模

拟, 主要反映迁移机理; 最后是污染物模拟。模型的基本结构可概

化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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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农业非点源污染模型

Table 1 Major agr icultural non2point pollution model

模型名称 研发部门 模块组成 模型的主要功能 模型优点 模型的不足 输出污染物类型 适用范围与尺度

AGNPS

美国农业部农
业研究局、明

尼苏达州污染
控制局和自然
资源保护局

水文模块、侵

蚀 沉积 模 块、
化学物质模块

模拟流域管理
措施或 BMPs(最
佳管理措施) 对
径流和泥沙产
生的影响

分散参数模拟
方法, 可以利用
GIS获取研究区
域大量数据, 使
模型的应用更

加便捷

分布式单事件
模型, 模拟过程
以网格为单元
划分

氮、磷、有机碳、
农药

暴雨事件,
1~ 200km2 流域

ANSWERS 美国弗吉尼亚
州立大学

径流和入渗、泥
沙和蒸散发模
块

预测农业流域
的水文和泥沙
迁移过程

输出结果可以
包括流域内的
特定区域而不
仅是流域出水

口

侵蚀模块为经
验性的,不能模
拟许多子过程

无
暴雨事件,
100 km2 的流域

CREAMS
美国农业部农
业研究局

水文模块、侵蚀

沉积模块、化学
污染物模块

模拟非点源污

染及评价农业
最佳管理措施

描述养分的动
力学以及养分
与耕作的相互
作用关系, 预报
次暴雨和长期
降水平均值

只能在小范围
内应用,用作粗
略的计算和预
测预报,在寒冷
地区不适用

化合物流失量
输出

连续的, 主要用
于农田

SWAT
美国农业部农

业研究局

气候、水文、泥
沙、养分、农药
等模块

预测大型流域
管理措施对水

质、泥沙和化学
物质的作用

结合 GIS开发水
土保持评价模
块

对于单一的事
件洪水过程模
拟不太适用

氮、磷、有机物、
总悬浮固体、金
属

连续的, 适用于
几千 km2 的流域

AGNPS模型的计算过程分为 3个阶段。第 1阶段, 计算包括所有起始单元内坡地侵蚀、地表径流深、汇流

时间、泥沙量、可溶性污染物水平等; 第 2阶段, 计算流出起始单元的地表径流量和泥沙量; 第 3阶段, 计算

流经整个流域的地表径流、泥沙量、营养物质[6]。

( 1) 水文子模型  利用 SCS2CN(Soil Conservat ion Service Curve Number)法计算径流量、峰值流量、单元格径流量。

  径流量 Qd = ( P - I a)
2
/ ( P - I a + S) (1)

式中  P 为降雨量; S 为持水系数, S= (1000/ CN) - 10, CN 为径流曲线数; I a为初损, 一般取 012S。

  洪峰流量 Qp = 3179A017C0116
S (Ro/ 2514)

01093A
01017

LW- 0119 (2)

式中  Qp 为洪峰流量; A为流域面积; CS为渠道底坡比降; Ro为径流量; LW为流域长宽比, LW= L2/ A, L

为流域长度。

(2) 土壤侵蚀子模型  采用修正的土壤侵蚀模型USLE模拟土壤与泥沙侵蚀迁移。

  土壤侵蚀量 ASL = R # K # L # S # C # P # SSF (3)

式中  ASL为土壤侵蚀量; R为降雨径流侵蚀指数; K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 L 为坡长因子; S 为坡度因子; C

为作物管理因子; P 为耕作管理因子; SSF 为坡型调整因子。

在每个单元至流域出口, 其间有复杂的迁移和沉积关系:

Qs( x ) = Qs(0) + QSL( x/ Lr) - Q
x

0
D(x) Wdx (4)

式中  Qs( x)为河渠段下游泥沙输出量; Qs (0)为河渠段上游泥沙输入量; x 为泥沙汇入点到河渠段下游的距

离; W为河渠宽度; QSL为旁侧泥沙汇入量; Lr 为河渠段长度。

D(x ) = [ Vss/ q( x) ] [ qs( x) - gcs ( x) ] (5)

式中  D(x)为沉积速率; Vss为颗粒沉积速率; q( x)为单宽径流量; qs( x)为单宽泥沙负荷。

gcs( x) = Ggs = GK
SV2

Vss
(6)

式中  gcs( x)为单宽有效输沙量; gs 为输沙量; G为有效输沙因子; K 为输沙能力因子; S为粘性摩擦阻力;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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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河渠平均流速。

综合式(4)~ 式(6)得到计算每个单元流出的 5个颗粒级别(粘土、粉砂、小团粒、大团粒和砂石)的泥沙负

荷:

Qs( x) =
2q( x)

2q( x) + $ xVss
Qs(0) + QSL

x
L
-

W$ x
2

Vss

q(0)
( qs(0) ) - gcs ( x) -

VSS

q( x )
gcs( x) (7)

(3) 污染物迁移转化子模型  利用 CREAMS模型与饲养场评价模型计算 N、P以及 COD。污染物迁移分为

溶解态和颗粒吸附态, 营养物吸附量用单元的泥沙产量计算:

Nut sed = NutfQs ( x) Er (8)

式中  Nut sed为 N、P随泥沙迁移量; Nut f为N、P 在土壤中的含量; Qs( x)为土壤流失量。

Er = 714Qs ( x)
- 012

T f (9)

式中  Er为富集率; Tf为土壤质地综合因子。

可溶性营养物估算考虑降雨、化肥用量和淋溶过程, 径流中营养物用下式推求:

Nut soi = CnutNut extQ (10)

式中  Nut soi为径流中可溶性N或 P 的浓度; Cnut为土壤表面 N或 P 的平均浓度; Nut ext为天然N 或 P进入径流

的流出系数; Q 为径流量。

113  AGNPS模型参数及适用性

(1) 输入参数  模型输入参数包括流域总体特征值和单元级参数。

总体特征参数  流域面积、流域长度、单元面积、单元总数、降雨量、降雨能量强度值。

单元参数  单元编号、汇水进入的单元编号、径流曲线值、单元平均坡度、单元平均坡长、单元坡向坡型

因子、河渠道指示、河渠道底坡比降、河渠道边坡坡度、河渠道曼宁系数、土壤侵蚀因子、植被覆盖因子、侵

蚀控制因子、地面条件常数、土壤质地、化肥施用水平、化肥比例因子、COD平均浓度或背景值、滞水因子、

点污染源标志、沟蚀水平。

(2) 输出参数  研究区域的输出结果包括流域面积和网格尺寸、降雨和可蚀性、流域出口径流量和洪峰流

量、面积加权的坡面和渠道侵蚀、沉积物传输率、沉积物富集比、沉积物平均浓度、五种粒径颗粒的总产沙

量、单元面积可溶性和颗粒携带N、P及 COD的质量、径流中N、P、COD的浓度[ 4, 7]。

(3) 适用性检验  评价模型计算的质量, 方便模型参数校正, 检验模型的适用性, 通常采用 2个指标来表

征模型实测值与模拟值的拟合度。

  模拟偏差 DV =
V- Vc
Vc

@100 (11)

式中  V为模型模拟值; Vc为实测值; DV为模拟偏差, 此值越趋于0, 模拟精度越高。

绘制 1B1连线图和回归曲线, 反映径流、泥沙及总氮的拟合度, 在 1B1连线图上, 数据点越接近于 1B1连

线, 拟合度越高; 相关系数 R2越大, 表示实测值与模拟值的拟合度越好。

AGNPS模型以网格为基本运行单位, 通过网格间逐步演算的方法推算至流域出口。一般网格划分越细,

计算精度越高, 模型运行所需时间就越长, 实际应用时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鉴于AGNPS 模型相对于其它非

点源污染模型具有许多长足之处, 较快地熟悉国内外 AGNPS的研究进展与应用, 对于研究农业非点源污染模

型, 加快建立适用于我国特殊侵蚀环境的农业非点源污染预测模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  AGNPS模型研究与应用

211  AGNPS模型可行性应用研究

AGNPS在美国本土得到推广应用, 为美国政府及农场主管理水土资源提供了决策支持。为准确运用该模

型,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该模型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Pekarova 等[ 8]在斯洛伐克 Rybarik 与 Lesny流域, 测试了

878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20 卷



AGNPS可行性, 模拟该流域的径流量与营养盐的含量, 结果表明径流量、峰值流量及氮的含量比实测值稍低,

证明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 是可以应用的。陈国湖[7]强调获取 AGNPS模型计算所需参数的方法, 指

出GIS为AGNPS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 使庞杂的空间数据输入、管理、分析和制图工作大为简化, 对 AGNPS

研究应用中的参数获取意义重大。

212  AGNPS模型的适用性研究

中国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产业结构、政策法规等均与美国有所区别, 因此, 研究该模型在我国的适用

性显得非常重要。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得出的结论大部分均为基本适用, 模拟结果可以接

受。陈欣[ 9]用AGNPS模型预测排溪冲小流域磷素的流失, 与实测的磷素流失量进行对比, 评价该模型在此流

域的适用性与可靠性。曹文志等[ 10]以九龙江流域为研究对象, 用 AGNPS估算研究区域的径流量以及氮磷营养

盐流失量, 验证模型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的适用性, 结果表明, 径流量、泥沙侵蚀量、氮磷营养盐等模拟精度有

所差别, 并指出降雨强度的不同直接导致径流量模拟精度的不同, AGNPS 使用径流曲线法在小降雨强度下模

拟径流量的精度不高, 磷素的模拟精度也不高, 而氮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偏离不大, 较为理想。

213  AGNPS模型参数敏感度分析

AGNPS模型的应用过程中需要输入大量的参数, 有些诸如径流曲线数、作物管理参数、耕作管理参数等

参数比较主观, 难以把握, 这会导致模拟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为使得模拟结果更加接近研究区域的实际情

况, 增加模型预测的准确度, 需要对AGNPS模型的输入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找出最为敏感的参数优先进行

调整, 然后再调整敏感性稍差的参数, 最后调整敏感性最差的参数, 率定 AGNPS模型, 从而用于预测研究区

域的径流量、泥沙侵蚀量、营养盐负荷等。AGNPS模型在调参的过程中, 依次调整水文子模型参数、泥沙侵

蚀子模型参数、氮磷子模型参数, 因为水文子模型预测的径流量会影响泥沙侵蚀子模型的泥沙侵蚀量的预测,

径流量与泥沙侵蚀量又会影响氮磷营养盐的预测。水文子模型参数率定中, 最为敏感的参数为径流曲线数, 泥

沙侵蚀子模型中最为敏感的参数为降雨侵蚀因子、坡度坡长因子, 氮磷子模型中最为敏感的参数为作物管理参

数、化肥使用参数、土壤参数。

洪华生等[11]以九龙江流域为研究对象, 用多场次降雨事件的数据对 AGNPS 模型进行校正与验证, 直至

AGNPS完全适用该区域, 估算氮磷的输入负荷, 总结了全年氮磷输出规律, 氮磷大部分集中在 7~ 9月暴雨期,

总氮、总磷、径流量的模拟结果较为理想, 而可溶性磷和峰值流量不太理想。按照水文子模型、泥沙侵蚀子模

型、氮磷子模型的顺序调试率正AGNPS模型, 优先调整灵敏参数, 使其它参数保持最优水平, 以效率系数为

依据进行校准。Kirnak 等[12]利用 AGNPS预测 Rock Greek 流域径流量、泥沙侵蚀量, 峰值流量比实测值超过

2615%, 泥沙侵蚀量比实测值低 17%。Walling等[ 13]对英国 Devon 两个小集水区, 用 AGNPS 对径流量与泥沙侵

蚀量进行模拟。结果表明: 7次降雨事件中, Moor湖集水区的泥沙侵蚀迁移模拟与实测值的误差变化范围为

13% ~ 31%, 而Keymelford集水区泥沙侵蚀迁移模拟与实测值的误差变化范围为 33%~ 39%。因此, 为使模拟

结果更接近实际, 需按照参数敏感性顺序进行调整, 优先调整敏感性强的参数, 依次调整水文子模型参数、泥

沙侵蚀子模型参数以及氮、磷子模型参数。

214  AGNPS模型模拟精度的分析

影响AGNPS模拟精度的因素很多, 然而AGNPS研究单元网格的划分是影响模拟结果的关键性因子, 是泥

沙沉积物计算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网格大小划分的不同, 得出的模拟结果也不同。Haregeweyn等[14]用 AG2

NPS模拟埃塞俄比亚Augucho集水区土壤流失量的适用性, 单元网格大小分别为 100 m和 200 m, 模拟结果:

100m单元网格径流量、泥沙侵蚀量分别比实测值高 200%、513%, 200 m单元网格径流量、泥沙侵蚀量分别

比实测值高 148%、1911% ; 年泥沙侵蚀量与实测值具有高度一致性, 100 m单元网格比 200m的模拟效果好,

精度高。Jaepil等
[ 15]
用 AGNPS模拟韩国两个流域 Balhan 和 Banwol的径流量和泥沙侵蚀量, 单元分离方法分别

采用不规则的单元分割( IGS)和统一的单元分割(UGS)。结果表明, 利用 IGS模拟时径流量较大, 峰值流量和泥

沙侵蚀量较小。IGS减少单元数量后地表径流和峰值流量更协调, 增大模拟计算的精度。

879 第 6期 孙金华, 等: AGNPS系列模型研究与应用综述



合理的单元网格划分可以使 AGNPS 模型模拟结果更准确, 因此需要寻找一种合适的单元网格划分方法。

Brannan[16]针对这种情况研究开发了一套应用地质统计方法设计网格布置的步骤, 其基本思想是使用地质统计

分析工具选择基本网格尺寸, 并确定需要进行次分的网格以用于模型。

215  AGNPS模型对污染关键源区的判断

AGNPS常常可用于判断径流量、土壤侵蚀、污染物关键源区等, 以便能够在重点地区采取措施得到最好

的效果。Yongsheng等[17]选择Michigan市Monow湖子流域Kalamazoo区域作为研究区, 模拟该地区的土壤侵蚀与

磷流失, 因为AGNPS模型可将研究区划分为单元格, 定时模拟各单元格中径流量、土壤侵蚀、氮磷等营养盐

负荷, 判断研究区中污染关键源区, Yongsheng等研究结果表明, 农田村庄和马场分别为两个高磷区。

216  AGNPS模型对管理措施的效果评价

利用AGNPS进行最佳管理决策(BMPs)研究, 为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即利用校准后的

AGNPS模型, 根据假设的决策措施, 调整AGNPS的相关输入参数, 定量得出该措施的实施效果, 将各个拟采

取的措施比较分析, 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赵刚等[18]用 AGNPS结合 GIS 模拟云南滇池流域捞鱼河试验小区,

利用实测数据校准模型并验证, 模拟各种控制措施, 评价模拟的效果, 为选出高效的侵蚀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张玉珍等[ 19]以九龙江流域为研究对象, 校验 AGNPS后模拟评价两项现状管理措施(等高耕作与多水塘系统)和

3项假设情景方案(降低 30%的施肥水平、坡地果园退耕还林及其组合) , 将降低 30%施肥水平与坡地果园退耕

还林进行组合措施对非点源污染控制效果最好。

217  AGNPS模型应用地区的拓展

目前AGNPS模型应用的地区大部分为山地丘陵区, 极少用于平原河网地区, 近年来有学者在太湖流域进

行AGNPS的尝试性研究, 曾远等[20]首次将 AGNPS用于模拟平原河网区太湖流域, 验证了该模型在太湖流域的

适用性与可靠性, 率定了最为敏感的参数径流曲线数, 发现总氮的模拟效果较为理想, 而总磷的模拟效果误差

较大, 且圩区氮磷的流失主要以可溶态为主。

3  AGNPS模型的改进

由于AGNPS是单事件模型, 在应用中存在着种种不足, 至AGNPS510就停止了开发, 转而开发了该模型的

改进版AnnAGNPS(Annualized AGNPS)。AnnAGNPS不再以单元格网划分研究区域, 而是根据地形水文特征划分

流域集水单元, 使模拟的尺度更大; 用 RUSLE 替换原来的USLE 预测泥沙生成, 使得泥沙侵蚀模拟更符合实

际; 与 GIS较好地集成, 以ArcView2AGNPS接口进行显示操作, 模型参数大多可自动提取, 模拟结果的显示度

得以显著提高; 模型最大的改进之处就是以日为基础连续模拟一个时段内每天及累计的径流、泥沙、养分、农

药等输出结果, 评价流域内非点源污染长期影响。AnnAGNPS 不仅能够预报来自流域内任何一个地方的水量、

按颗粒和来源的产沙量、溶解与吸附养分(氮磷和有机碳)、溶解与吸附杀虫剂等, 也能够预报这些污染物去

向, 能模拟来自饲养场和其它点源的养分浓度, 获得各饲养场的潜在分级
[21]
。

311  AnnAGNPS 模型适用性研究

AnnAGNPS功能强大, 精度高, 但该模型适用性研究较少, Sarangi等[22]以加勒比海 St1Lucia岛的森林流域

与农业流域为研究对象, 利用 AnnAGNPS模拟该流域的径流量及泥沙侵蚀量, 结果表明AnnAGNPS可以用来评

价径流量与泥沙量。王飞儿等[23]利用 AnnAGNPS模拟千岛湖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 验证该模型在该地区的适

用性, 模拟效果较为理想, 证实了该模型在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研究及应用潜力。

312  AnnAGNPS 模型模拟精确度研究

利用AnnAGNPS 模拟各种地形地貌状况下的径流量、泥沙侵蚀量、营养盐等, 发现各项模拟精确度有所差

别且精度顺序不一样, 这可能是由于该模型应用区域地形地貌等各方面自然差异所引起的。Shrestha等[24]用

AnnAGNPS模拟尼泊尔 Siwalik山脉Masrang Khola流域, 结果表明径流量的模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峰值流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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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时高估了 105% , 在验证时高估了 162% , 泥沙量在校正时高估了 59% , 在验证时高估了 92%。Polyakov

等[25]用AnnAGNPS模拟夏威夷 Kauai岛Hanalei流域, 结果表明月径流量预测很好, 泥沙量的模拟与实测值具

有较好的相关性, 小雨量事件模型会高估泥沙量, 大雨量事件模型会低估泥沙量。Shamshad等[26]以马来群岛

Kuala Tasik河流域为研究区域, 结果表明径流量预测值很好, 泥沙量可以接受, 氮负荷效果较好, 磷负荷效果

较差。洪华生, 黄金良等[27228]运用 AnnAGNPS模拟以中低山为主的九龙江流域, 指出西溪与北溪氮磷模拟的精

确度较高, 径流量的模拟精度次之, 泥沙量模拟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模拟期间流域河道中水生生物生长

旺盛, 氮磷的吸收、吸附和解吸等复杂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可能是上述模拟效果不一的主要原因。邹桂红
[ 29230]

检验AnnAGNPS在鲁东低山丘陵区大沽河小流域上年、月、日的适用性, 结果表明次降雨地表径流、泥沙及总

氮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年均负荷较好; 径流量的模拟结果较为理想, 泥沙的模拟结果可以接受, 而营养

盐氮的模拟结果则欠妥当。程炯等[ 31]对盆地新田小流域模拟结果为磷的模拟效果最好, 径流量次之, 氮的模

拟效果最差。

313  AnnAGNPS 模型对污染关键源区的判断及管理措施的定量分析

AnnAGNPS可用来判断流域的污染关键源区, 将措施所能达到的效果定量化, 选出 BMPs。Sarangi等[22]在

推荐的土地管理措施下, 用AnnAGNPS来模拟径流量与泥沙量, 结果表明径流量模拟值减少 1815% , 泥沙量减

少63%。Shamshad等[26]利用 AnnAGNPS生成的侵蚀图与马来群岛农业部生产的农业侵蚀风险图极度一致, 土

壤侵蚀的主要来源为橡胶地与城镇。贾宁凤等[32233]以黄土丘陵沟壑区晋西北河曲县砖窑沟流域为研究区域,

利用AnnAGNPS评价径流流失与土壤侵蚀, 重点分析了降雨特征、模拟单元划分、施肥、径流曲线值等各个因

子的确定, 指出在不同土地利用情况下土壤侵蚀量及其空间分布。洪华生
[27]
对两种管理措施进行模拟(顺坡等

高种植和退耕返林) , 模拟氮磷削减率, 为科学管理决策提供依据。邹桂红[30]模拟了等高耕作, 营养盐管理,

少耕, 坡地农田退耕还林, 作物留茬等 5种措施对减少污染负荷的影响, 结果表明坡地农田退耕还林的效果最

为明显。孟春红等
[ 34]
用AnnAGNPS模拟御临河流域, 从时空上标识农业非点源污染负荷的分布状况, 4类土地

利用方式(耕地、林地、园地、居民用地)中, 耕地污染负荷最大, 而园地污染负荷最小。泥沙量、氮磷污染的

空间分布极为相似, 主要集中在坡度较大的区域。程炯等[31]认为由于林地+ 果园景观流域景观单元一致性,

所以模拟效果最好, 在水田+ 旱地景观流域, 由于地表起伏大, 下垫面较为复杂, 水田+ 旱地景观为农业非点

源污染的关键源区。

314  AnnAGNPS 模型与其它模型的比较研究

将AnnAGNPS与其它模型进行比较研究, 研究该模型与其它模型的不同及模型各自的最佳适用情形, Kli2

ment等[ 35]以波希米亚的西北部 Blsanks河为研究流域, 分别用AnnAGNPS和SWAT模拟该流域径流量和泥沙量,

SWAT适合长期持久性预测, AnnAGNPS适合短期高强度的降雨事件。

4  结论及展望

411  结论

农业非点源污染具有广泛的流域空间分布特征, 为模拟农业非点源污染的迁移, 模型需要考虑空间分布影

响因素。AGNPS系列模型综合考虑了流域的水文气象、地形、土壤类型与植物覆盖等因素, 在国内外研究过

程中, 模拟的精度可以接受。

中国的农业非点源污染研究非常薄弱, 尤其是非点源污染的治理手段、管理措施、政策有效性的量化更是

一个空白。利用 AGNPS系列模型不仅可以评价流域内农业管理措施对水文、水质的影响, 而且可以评估 BMPs

的风险及其成本分析, 从而为流域的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 该模型均是现实

可行的, 可以避免在削减污染负荷时盲目布置防控与治理工程而造成浪费。AGNPS系列模型是值得推广与进

一步研究的模型, 在我国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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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展望

目前, 国内外对 AGNPS系列模型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 尽管该模型已经可以用来模拟径流量、泥沙侵蚀

量、峰值流量以及营养盐流失, 但该模型还是有许多因素未考虑其中, 以下是该模型的几点改进意见:

(1) 在AGNPS系列模型中应加入积雪融化与冻土部分、地下水与湖泊模块、湿地与湖泊水质部分等一系

列未考虑到的因素, 使该模型的模拟更符合实际, 精度更高。

( 2) AGNPS系列模型的输入参数比较多, 模型的参数输入过程中, 没有考虑到降雨的空间差异, 整个流

域采用统一的降雨参数。另外, 需要加强与地理信息系统的有机结合, 这将会使参数数据的获取更加方便, 对

于AGNPS系列模型的研究更加便捷, 在此过程中, 要注意 AGNPS 与 GIS 新版本的融合集成, 开发出更为方便

的可视操作界面。

(3) AGNPS系列模型没有质量平衡计算追踪流入与流出的水, 在营养盐与农药研究模拟中没有相应的示

踪研究, 没有考虑到当日沉积于河道中的泥沙所吸附的营养物及农药在以后的影响, 模拟期间点源流量和养分

浓度局限于常数。

(4) 在AGNPS系列模型模拟过程中, 集水单元网格大小的划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划分方法与标准, 临界

源面积(CSA)与最小初始沟道长度(MSCL)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模型模拟的精度。

( 5) AGNPS系列模型在校准与验证过程中确定敏感性因子时, 仍然缺乏统一的方法, 目前只是处于探索

研究阶段, 各个模块的敏感性因子也略有差别, 因此, 建立统一的标准方法确定敏感性因子尤为重要。

( 6) 目前国内对农业非点源污染模型研究缺乏大量基础性的数据进行校验, 需要在各区域进行大量的研

究, 在AGNPS系列模型的应用中建立基本的数据信息库, 开发集成软件, 强化共享机制, 为研究与管理决策

提供充足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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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AGNPS model
X

SUN Jin2hua, ZHU Qian2de, YAN Zhi2jun, LU Hai2ming, WANGHui2rong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Science,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 ch Institute , Nanjing 210029, China )

Abstract : The Agricultural Non2Point Source(AGNPS) pollut ion is widespread, random, and difficult tomonitor and treat1 It

has been the focusing issue that models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transportation process, to calculate the pollutant load and

to assess mit igat ion measures for AGNPS pollut ion in the field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and treatment1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GNPS model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scribes the structure and mecha2

nism1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NPS model is acceptable1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 the hydrological years a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rainfall2runoff events1 The simulation accuracies in runoff, sediment erosi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load are different

in the different research zones1 It is realist ic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judge the critical zone1 The

grid2cell division, the sensit ivity analysis and the parameters adjustment affect the model. s accuracy to a larger extent1 In view

of the feature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GNPS, the expectat ion and modification is put forward1

Key words: non2point;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AGNPS) ; simulation;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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