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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非点源污染进行定量化和有效控制的方法是通过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对各类非点源的形成、迁移转化以
及负荷量进行模拟。然而，流域非点源污染模型的不确定性是单一模型模拟污染负荷面临的重大挑战。借鉴多模型
方法在降低水文模型不确定性方面的优越性，通过分析水文模型与非点源污染模型的相通性，提出多模型方法在
非点源污染负荷中应用的基本思路并分析了多模型方法在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中面临的挑战，总结了多模型方法
在非点源污染负荷应用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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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点源污染模型通过对整个流域系统及其内部发生的复杂污染过程进行定量描述，分析非点源污染产生
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特征，识别其主要来源和迁移路径，预报污染产生的负荷及其对水体的影响，并评估土地
利用变化以及不同的管理技术措施对非点源污染负荷和水质的影响，为流域规划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１］。
目前，国内外对非点源污染模型的研究与开发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代表性模型有ＡＧＮＰＳ、ＡＮＳＷＥＲＳ、
ＭＩＫＥＳＨＥ、ＳＷＡＴ和ＨＳＰＦ等［２］。模型的预测精度主要由模型结构、输入数据的有效性与质量和模型参数
估计决定［３］。然而，由于各模型的结构不尽相同，对不同时间尺度的适应性、水文学过程的模拟能力、不
同类型污染负荷的计算能力以及污染物运移过程的描述等方面的性能也不同［２］，另一方面，由于模型大部
分是由发达国家开发的，模型参数和机理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国家和区域［４］。因此，使用单一模型对非点
源污染负荷估算存在不确定性［５７］。如何有效降低单一模型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非点源污染模型研究的热
点和难点问题［８］。

多模型方法是一种自适应估计方法，对于解决具有结构和参数不确定系统问题非常有效。多模型方法最
早由Ｍａｇｉｌｌ［９］在１９６５年提出，其通过一级带有不同参数值的滤波器估计的加权得到对系统状态的估计，从
而达到了对于未知或不确定性系统参数自适应的目的。Ｂａｔｅｓ和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０］于１９６９年提出了多模型组合预报
的思想。自多模型方法和多模型组合预报思想提出之后，多模型方法在不同领域的模型模拟方面开始了应
用，尤其在气象和水文的预报应用上，显示了其优越性［１１１２］。借鉴多模型方法在降低水文模型不确定性方
面的显著有效性，本文根据非点源污染模型与水文模型的相通性，提出了多模型方法在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
中应用的基本思路，并分析了其面临的挑战，从而为非点源污染的综合流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非点源污染模型的不确定性
非点源污染模型模拟是建立在人们对非点源污染可认识的基础之上，认识越深刻则模拟越精确。但是由

于人对系统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任何数学模型的模拟结果都与真实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误差，从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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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模型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模型不确定性来源有３类：输入数据不确定性、参数不确定性以及模型结构
（模型算法）不确定性［１３］。

输入数据不确定性主要由数据的随机性和系统误差引起。无论是遥测数据、遥感数据、卫星数据还是雷
达数据，由于机器故障或者人为操作的原因，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误差。对于非点源污染模型，一般的输入
数据包括ＤＥＭ数据、子流域划分水平、土壤与土地利用数据。研究表明，这些数据精度都对模型的模拟产
生一定的影响［１４］。

模型参数不确定性是由“非最优”参数选择引起的，即“异参同效性”。模型参数理论上可由实测确
定，但由于缺乏观测数据支持，模型参数需要通过率定来获得“最优”组合，存在不确定性。研究发现，
输入参数对模型的模拟精度有显著影响［１５１６］。一般情况下，非点源污染模型需要率定的参数很多，只有通
过对模型参数进行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分析，识别出对模型结果影响最为敏感的参数，对模型进行优化处理，
才能使模型在实际运用中更科学、更合理。

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源于建模者对自然现象认识的不足与数学描述的误差。非点源污染模型一般包括降
雨径流模型、侵蚀和泥沙输移模型、污染物转化模型及受纳水体水质模型４个子模块［１７］，用数学公式描述
每个模块所涉及的自然规律时，进行合理的假设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为求解数学微分方程也不得不进行一些
概化和假定，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不可忽略。模型的结构（即各部分组成的方式）概念化不合理是影响复杂
模型稳定性的主要原因［１８］。研究表明，即使输入数据与参数优化做得比较好，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依然可
能极大地影响模拟效果［１９］，也就是说模型结构不确定性比输入数据不确定性和参数不确定性要重要［２０２１］。

２　 多模型方法在非点源污染负荷应用中的可行性
２ １　 多模型方法在水文预报中的应用

迄今为止，国内外开发了很多水文模型，不同的模型在针对不同的水文过程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
没有任何一个模型能够肯定其在任何条件下应用都优于其它模型［２２］。应用单一模型得到的预测结果往往具
有不确定性［１１］。Ｌｉｕ等［２３］认为理解、定量和减少模型的不确定性是模型正确模拟的前提，而减少模型不确
定性的方法有３种：获取高质量和高信息量的水文数据；通过组合物理过程和应用更好的数学方法来改进水
文模型；使用更有效的技术从现有数据来提取和模拟信息。多参数集合和系统水文强迫输入集成组合可以有
效地提高模型的不确定性估计［２４２６］，但是这种集成组合方法很难克服任何一个单一模型内部的结构误差［１１］。
研究表明，模型结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多模型组合的方法来解决［２７］，很多科学家将多模型方法应用到水文
预报中，提高了水文预报精度［１１１２］。在中国，多模型组合在水文预报中也有广泛应用，张弛等［２８］开发了关
于基于贝叶斯分析的水文组合预报模型，并在嫩江流域成功应用，结果表明多模型的预报精度明显高于单一
模型的预报精度；苏君希［２９］将多模型方法引入水文预报方案，利用现代水文预报方法开发了一套适合湟水
流域的水沙预报模型，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冉笃奎［３０］等为解决多个流量预测模型得到的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通过分析各种丹江口入库径流量预测模型计算结果的变化特点，以求最短距离的思想为基础，以精度、稳定
度等为评价指标分配各模型的权重，构建综合分析模型，并用最小二乘法对综合分析结果进行优化，得到唯
一解，为决策参考提供了方便；梁忠民等［３１］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的水文模型合成预报，实现了洪水过程
的概率预报。
２ ２　 非点源污染模型与水文模型的相通性

水是自然界中物质迁移转化的重要介质，环境物质（包括营养物、污染物、泥沙等等）随着水循环过程的发
生发展而发生迁移与转化［３２］。非点源污染模型是采用以方程为主要形式的数学手段，模拟各种不同类型的非点
源在水文循环的作用下，对水体所造成的污染负荷，以及污染物在水文循环的各个环节迁移、转化的过程。一
般地，在水文模型的基础上叠加上模拟污染物负荷的组件，即构成了非点源污染模型的基本框架。因此，大部
分用来模拟非点源污染负荷的模型，基本上都是水文模型，或者是与水文模型紧密相关的模型［３３］。

流域水文模拟旨在应用物理数学和水文学知识在流域尺度范围内，对降雨径流形成过程进行局部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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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从而达到确定流域水文响应的目的。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与预测则是应用物理数学、水文学、土
壤学和环境化学等知识，在流域尺度内，对降雨径流、泥沙及污染物负荷进行综合模拟。非点源污染模型与
水文模型一样，都是基于物理过程的概念化得到，并且需要一系列的参数输入来进行，它们具有相同的物理
机制及不确定性来源。多模型方法在水文模拟中的成功应用及其在减少模型不确定性方面显示的优越性对非
点源污染负荷模拟具有重要意义。
２ ３　 多模型方法在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中的应用思路

根据多模型方法在水文模型中的应用，多模型方法在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中应用的基本思路是：使用单
一模型对不同类型非点源污染流域单元的水量和污染负荷模拟输出变量，基于多模型控制理论和多模型数据
融合算法，来识别选定各自的最适宜模型，并同时用选定的最适宜模型和多模型组合的方法模拟典型非点源
污染流域单元的水量及各类污染物负荷。具体的建模步骤包括：

以ｙ代表多模型组合对变量的模拟值，Ｄ为所模拟变量，Ｄ ＝｛Ｄ１，Ｄ２，Ｄ３，…，Ｄｔ｝为实测样本序列，Ｍ
＝｛Ｍ１，Ｍ２，Ｍ３，…，Ｍｋ｝代表所选用的非点源污染模型集，而最佳模型不确定，即模型的选择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贝叶斯平均理论，给定实测样本序列下，多模型组合的模拟结果可用贝叶斯后验概率分布函数表示。

Ｅ（ｙ ｜ Ｍ１，Ｍ２，…，Ｍｋ，Ｄ）＝ 
ｋ

ｊ ＝ １
Ｅ（ｙ ｜ Ｍｊ，Ｄ）·ｐ（Ｍｊ ｜ Ｄ） （１）

式中　 Ｅ（ｙ ｜Ｍ１，Ｍ２，…，Ｍｋ，Ｄ）为多模型组合对于某项变量的模拟结果；Ｅ（ｙ ｜Ｍｊ，Ｄ）是第ｊ个模型对变量的
模拟结果；ｐ（Ｍｊ ｜Ｄ）是第ｊ个模型的概率值，也就是该模型在组合模型中的权重。

ｐ（Ｍｊ ｜ Ｄ）＝
ｐ（Ｄ ｜ Ｍｊ）·ｐ（Ｍｊ）

ｐ（Ｄ） （２）
式中　 ｐ（Ｍｊ ｜ Ｄ）是模型Ｍｊ 的似然函数；ｐ（Ｍｊ）是该模型的先验概率，对于所选的总共ｋ个模型，满足


ｋ

ｊ ＝ １
ｐ（Ｍｊ）＝ １ ，而ｐ（Ｄ）＝ 

ｋ

ｊ ＝ １
ｐ（Ｄ ｜ Ｍｊ）·ｐ（Ｍｊ）是对于数据序列Ｄ所有模型的概率总和。

ｐ（Ｍｊ ｜Ｄ）的计算方法有很多，Ｄｕａｎ等［１１］和梁忠民等［３１］在应用多模型方法模拟径流量时，采用亚高斯模
型对实测和模型计算的时序样本进行正态分位数变换，并建立变换后的实测与模型计算值之间的线性关系，
由此构建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的高斯混合模型，实现不同水文模型的合成预报。Ｈｓｕ［１２］等和Ａｊａｍｉ等［１９］

在模拟径流量的过程中，则应用序列模型的合并方法来计算ｐ（Ｍｊ ｜Ｄ），另外，Ｈｓｕ等［１２］还提出了计算ｐ（Ｍｊ ｜
Ｄ）的其它３种方法：算术平均法，加权平均数法和连续最大后验概率选择模型。

除了贝叶斯平均理论之外，也有其它基于贝叶斯理论的方法，比如基于贝叶斯分析方法的多模型组合方
法。该方法与贝叶斯平均理论不同的是，贝叶斯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已知多个单模型模拟结果前提下，
将问题转化为将ｋ个确定模型的预报结果为条件，模拟在此条件下变量问题。该方法属于没有任何先验概率
分布，应用专家经验建立后验分布函数，求出分布密度函数的表达形式，利用马尔可夫蒙特洛方法求出的该
密度函数的期望值，即为模拟结果。张弛［３１］等使用贝叶斯分析的多模型组合方法对中国的嫩江流域进行径
流模拟，取得了良好效果。

３　 多模型方法在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中面临的挑战
通过多模型方法来提高模型预测精度是建立在参数选择对于每个模型是独立的假设基础上的［１０］，如果

参数选择对于单个模型是不相关的，那么多模型方法就可以消除部分误差，从而提高预测精度。但是这个假
设本身有其局限性，给多模型方法带来了挑战。在多模型使用的过程中，以下３点应需注意和思考。

（１）模型独立性问题　 多模型方法能够消除模型不确定性和提高模型预测精度是建立在每个模型相互
独立的假设基础上的，因此模型是否独立，是多模型方法使用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模型是由世界上
不同科研小组独立开发出来的，但是模型在很多方面具有共性。首先很多模型使用了相同的假设或者理论参
数作为其模型输入，比如：ＳＷＡＴ模型、ＡＧＮＰＳ模型和ＧＷＬＦ模型中关于水文学计算均采用了ＳＣＳ曲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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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组合的多个模型的参数或者结构不确定性是相同的，多模型组合很可能就达不到提高精度的目的。另
外，率定参数或验证模型时往往使用了相同的观测值，那么即使多模型有效组合，模型结构中的参数缺陷或
者观测值误差也将无法消除。其次，很多模型都是应用相同的数值方法来计算模型方程的解，而且每种方法
都有其不足。总之，现有的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不能认为是完全不相关的，在使用多模型方法时应考虑各个
模块使用的参数及其原理，尽量选择一些相对独立性强的模型来进行组合。

（２）如何选择模型　 对于多模型组合，目前还没有科学的依据来决定究竟使用哪些模型来组合更合适，
而我们往往是按着自己的主观判断或数据准备情况来选择模型，这意味着用来组合模型的模型集不具有随机
性和系统性。因此，每个模型在多模型组合中的贡献每次都是不同的，甚至会差别很大。因此，在进行多模
型组合预测的时候，如何选择模型也需要慎重考虑。

（３）数据选择与模型率定及验证　 多模型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模型结构和模型参数不确定性问题，从
而提高模拟精度。但在模型的使用过程中，还存在输入数据不确定性问题，尤其在模型率定和验证过程中，
数据的选择非常重要。模型率定是一个主观过程，很多模型在率定时，改变一些不相关的参数仍然能够使用
模型，例如，对于ＳＷＡＴ模型来说，如果模型对于径流的预测值总是偏大，那么我们修改ＣＮ值或土壤参数
都能够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但往往出现模拟效果好的时候，土壤参数的赋值却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模
型的模拟效果可能是一种假象。另外，如果用来率定模型的数据与评价模型的数据和计算多模型组合中模型
权重的数据一样，多模型组合中的数据有效性也会降低。

４　 结论与展望
在中国，非点源对于水体污染的贡献比重也已接近甚至超过了点源，某些流域的非点源污染已成为水环

境的首要威胁［３４］，准确估算和预测非点源污染负荷对流域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随着ＧＩＳ的发展，数据获取
技术的提高，和参数优化方法的不断改进，非点源污染负荷的不确定性逐渐降低。但是也必须清楚认识到，
由于模型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制约非点源污染负荷预测的原因之一。

本文在广泛文献调研的基础上，认识到水文模型与非点源污染模型的相通性，明确了非点源污染模型不
确定性来源，提出了多模型方法在非点源污染负荷中的应用思路，并分析了其可行性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然
而，与水文预报不同的是，流域污染负荷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而且非点源污染类型和负荷水平具有显著
的差异，如何有效地组合多个不同模型思想、不同复杂程度、不同模型结构的非点源污染负荷数学模型，并
对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及显著非点源污染类型与负荷水平差异的流域进行模拟，是多模型方法在流域非点源
污染负荷模拟中研究的难点。

针对流域的显著空间异质性及显著非点源污染类型与负荷水平差异，不同模型思想、不同复杂程度以及
不同模型结构的非点源污染负荷的适宜性不同，如何通过贝叶斯理论来识别这些适宜性，并选择各类情况下
的最适宜模型，从而有效地联合多模型减小模型结构差异引起的模拟结果不确定性，是多模型方法在非点源
污染负荷应用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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