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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溯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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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快速准确地求解突发性水污染溯源问题，在微分进化与蒙特卡罗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溯源方法。该方

法将溯源问题视为贝叶斯估计问题，推导出污染源强度、位置和排放时刻等未知参数的后验概率密度函数；结合

微分进化和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对后验概率分布进行采样，进而估计出这些未知参数，确定污染源项。通过算例与

贝叶斯蒙特卡罗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使迭代次数有效缩减 ３／４，污染源强度、位置和排放时刻的

平均相对误差分别减少 １２３％、２２３％和 ４１５％，均值误差分别降低 ０３９％、０８３％和 １４９％，其稳定性和可靠性

明显高于贝叶斯蒙特卡罗方法，能较好地识别突发性水污染源，为解决突发水污染事件中的追踪溯源难点问题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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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工业生产领域和规模的日益扩大，各种化学品和危险品的生产、贮存、运输、使用等大量增

加，事故潜在危险源也随之增加，一旦出现事故性泄漏，不仅破坏当地的水域环境，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构成

威胁，甚至还影响到社会稳定
［１］
。如 ２０１３年山西长治苯胺泄漏、２０１２年广西镉污染、２０１１年浙江新安江苯

酚污染、２０１０年吉林松花江化工污染等等。为将损失降到最低，应在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掌握污染源相关信息，以便采取各种针对性的补救措施

［２］
。因此，能否迅速准确地掌握污染源的相关信息，

对于应急疏散和处置策略的制定十分重要。

目前，突发水污染溯源方法主要有确定性方法和概率方法。确定性方法是指用确定的数学物理方程对污

染物的运动进行分析，包括直接求解方法和模拟优化方法。直接求解方法是指通过利用正则变换将构造得来

的反问题转换为适定的问题后进行解析或数值求解的一种方法，如 Ｗｅｉ等［３］
设计了一种基于最佳摄动量正

则化的耦合方法对多点源分数阶扩散方程进行溯源分析；模拟优化法是根据测量值与模拟值之间的差异进行

调整得到最优解的一类方法，如 Ｊｈａ和 Ｄａｔｔａ［４］采用自适应模拟退火算法对地下水污染进行了溯源研究，牟
行洋

［５］
利用微分进化算法研究了单点及多点固定污染源项识别问题；概率方法着眼于对特定事件发生概率

的评估，如曹小群等
［６］
利用贝叶斯蒙特卡罗方法求解对流扩散方程的污染源项识别问题，陈海洋等［７］

采用

了贝叶斯蒙特卡罗方法研究水体污染源项识别问题，Ｃｈｅｎｇ和 Ｊｉａ［８］基于逆向概率方法对河流污染进行了溯
源研究。然而，确定性方法通常在求出污染源项参数后，通过对结果进行扰动分析的方式来考虑误差因素；

而概率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 “最优”参数失真带来的决策风险，但具有较强的随机性，且其计

算量会随着参数的增多而呈指数增长
［９１２］
。因此，单纯地依靠某一种方法已不能适应快速分析突发性水污染

事件追踪溯源的要求，基于此，本文在贝叶斯蒙特卡罗方法（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的基础上，结合微分进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的思想，提出了微分进化蒙特卡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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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ＤＥＭＣＭＣ），并运用到二维河道瞬时突发水污染溯源研
究中，考查该方法的精确性、稳定性和高效性。

１　模型介绍及问题的提出

广义的污染问题中，污染物通常遵循流体运动的基本物理规律并满足根据质量守恒推导出来的迁移转换

基本方程
［１３］
。对内陆浅水河流而言，主要考虑河流的纵向与横向的质量浓度变化，因此排入水体后污染物

浓度变化可表示为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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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ｘ

Ｃ
ｘ
＋ｕｙ

Ｃ
ｙ
＝Ｄｘ

２Ｃ
ｘ２
＋Ｄｙ

２Ｃ
ｙ２
－ｋＣ＋∑Ｓ　 （１）

式中　Ｃ为预测点（ｘ，ｙ）在ｔ时刻污染物的浓度，ｇ／Ｌ；ｔ为污染物排放后开始预测的时刻，ｓ；Ｄｘ、Ｄｙ分别为

纵向、横向的扩散系数，ｍ２／ｓ；ｕｘ、ｕｙ分别为纵向、横向的河水平均流速，ｍ／ｓ；ｋ为污染物的降解系数，

ｓ－１；∑Ｓ为污染物源、汇项。

然而实际河流由于受河岸和河底的约束，污染物在水流中的扩散受到边界限制并产生反射
［１４］
。假定初

始条件为：ｘ＝０时，Ｃ＝Ｃ０；ｔ→∞时，Ｃ＝０。考虑河流两岸的双边反射，同时以污染源排放位置为坐标原
点，则式（１）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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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Ｍ为污染物排放量，ｇ；ｂ为污染源距岸边的距离，ｍ；Ｂ、ｈ分别为河宽、平均水深，ｍ；ｎ为两岸边

界的反射次数；ｘ、ｙ分别为预测点离排放点的纵向、横向距离，ｍ；Ｃ１为污染源在点（ｘ，ｙ）处产生的质量浓

度增量；Ｃ２为近岸边反射在点（ｘ，ｙ）处产生的质量浓度增量；Ｃ３为远岸边反射在点（ｘ，ｙ）处产生的质量浓度

增量；Ｃｈ为河流本底质量浓度。
若突发点源为瞬时非岸边排放模式，并忽略河流本底质量浓度，结合文献［１５］和本文研究问题的实际，

距事故源下游河段中污染物浓度随时空变化规律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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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突发点源为瞬时岸边排放模式，式（３）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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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下游某断面污染物浓度的分布已知，则突发性水污染溯源问题的研究就是根据这些已知污染物浓度

分布来确定污染源强度、位置和排放时刻，进而依据式（２）、式（３）或式（４）对水体中的污染物进行追踪。鉴
于确定性方法和概率方法的局限性，单独用这些方法对这种溯源问题的求解存在着巨大困难，因此需要设计

一种新方法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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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溯源方法

由于测量误差的似然函数可以表示预测值与实测值的拟合程度，令θ为模型的未知参数，ｄｉ、Ｃｉ（ｘ，ｙ，ｔ｜θ）

和 ｐ（ｄｉ｜θ）分别为第ｉ个测点的测量值、预测值和似然函数，εｉ＝ｄｉ－Ｃｉ（ｘ，ｙ，ｔ｜θ）为测量误差，ｉ＝１，２，…，Ｎ。
假定εｉ服从均值为０、标准偏差为σ的正态分布且每个测量点相互独立，则

ｐ（ｄ｜θ）＝∏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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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ｉ｜θ）∝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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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σ２ ] 　 （５）

依据贝叶斯定理
［１６］
，模型未知参数的求解问题可以转化求未知参数的后验概率密度函数：

ｐ（θ｜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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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 Ｃｉ（ｘ，ｙ，ｔ｜θ）比较复杂或模型参数空间维数较大，使得 ｐ（θ｜ｄ）非常抽象并难以直观表示出
来。鉴于此，本文基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和 ＤＥ提出一种新的溯源方法，即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进行求解。该方法
的基本思想是：根据贝叶斯推理将溯源问题转化为各参数的后验概率密度函数，采用微分进化算法的繁殖思

想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模拟结合对后验分布进行采样，然后得到未知参数的后验边缘概率密度，进而在此

基础上得到溯源结果。具体求解步骤如下：

（１）通过给定污染源项的 “真值”计算出观测点上的浓度 “测量值”。

（２）根据变量个数确定种群规模 ＮＰ，设定 ｉ＝０，并在模型参数的先验范围内随机生成初始种群ｘ
（ｉ）
（１），

ｘ（ｉ）（２），…，ｘ（ｉ）（ＮＰ）。
（３）根据水质模型获得观测点上的浓度计算值，结合步骤（１）计算得到的 “测量值”获得模型参数的似

然函数。

（４）依据 ＤＥ的繁殖思想，将种群 ｉ的 ｘ（ｉ）（１）作为初始值，等可能从种群 ｉ其他 ＮＰ－１个数中取两个数

ｘ（ｉ）（ｒ１）和 ｘ
（ｉ）
（ｒ２），其中 ｒ１，ｒ２∈ＮＰ，且 ｒ１≠ｒ２，组成 ３个互不相同的随机数，按下式产生扰动向量：

ｘ（）＝ｘ（ｉ）（１）－ｃ（ｘ（ｉ）（ｒ１）－ｘ
（ｉ）
（ｒ２））＋ｄ　 （７）

式中　ｃ为某一给定的常数，ｄ为给定的扰动。
（５）利用水质模型计算出 ｘ（）对应的污染物浓度及条件概率密度。
（６）获得 Ｍａｒｋｏｖ链从 ｘ（ｉ）位置移动到 ｘ（）的接受概率为

Ａ（ｘ（ｉ），ｘ（））＝ｍｉｎ１，
ｐ（ｘ（））ｐ（ｘ（ｉ）｜ｘ（））
ｐ（ｘ（ｉ））ｐ（ｘ（）｜ｘ（ｉ））{ }＝ｍｉｎ１，ｐ（ｘ

（））

ｐ（ｘ（ｉ））{ } 　 （８）

（７）产生一个 ０～１间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Ｒ，如果 Ｒ＜Ａ（ｘ（ｉ），ｘ（）），则接受该测试参数并设定为当前模
型参数，即 ｘ（ｉ＋１）＝ｘ（）；否则不接收该测试参数，ｘ（ｉ＋１）＝ｘ（ｉ）。

（８）重复步骤（１）～步骤（７）直至达到预定迭代次数，获得污染源项参数的后验样本，进而可以得到各
参数的后验统计规律。

３　算例分析

为方便计算，本文以单个突发点源岸边排放为例对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进行验证。其中，
研究河段的已知和待求的水文水质参数如表 １和表 ２所示［７］

，设定观测日当天上午 ９：００发现污染带的时间
为初始监测时间，其后每隔 ０５ｈ监测 １次，直至下午 １３：００。



　第 １期 杨海东，等：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溯源方法 １２５　　

表 １　研究河流断面已知的水文水质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Ｋｎｏｗ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ｄｒｉｖｅｒ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参数
Ｄｘ／

（ｍ２·ｍｉｎ－１）
Ｄｙ／

（ｍ２·ｍｉｎ－１）
ｕｘ／

（ｍ·ｍｉｎ－１）
ｕｙ／

（ｍ·ｍｉｎ－１）
ｋ／ｄ－１ ｈ／ｍ

数值 １２２５ ３６ ２１６ ０１２ ０１ １

　

表 ２　研究河流断面待求的水文水质参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Ｕｎｋｎｏｗ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ｒ

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ｄｒｉｖｅｒ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参数
污染源强度

ｍ／ｋｇ
污染源排放

时刻 ｔ０／ｍｉｎ
污染源位置

ｘ０／ｍ

数值 １０６ １２０ ５０００

３１　溯源结果分析
利用表 １、表 ２可以得到观测点 Ａ１的污染物浓度分布，如图 １所示。由图 １得到测点 Ａ１污染物浓度的时

间序列近似正态分布，最高值大约发生在 １０：５０。以污染源位置为坐标中心，测点 Ａ１坐标为（ｘ０，０），待求
参数定义为 Ｒ＝（ｍ，ｘ０，ｔ０），并根据先验信息假定待求模型参数先验分布为均匀分布，设定观测误差 εｉ服从
均值 μ为 ０、标准偏差 σ为 ００１的正态分布，则模型参数的后验概率密度函数为

　 σＲ（ｍ，ｘ０，ｔ０）＝

０１０３７５×１０－１３

（２πσ２）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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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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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σ２[ ] }，０４×１０６ ＜ｍ ＜
　　　　１６×１０６，１０００＜ｘ０ ＜１００００，５０＜ｔ０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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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ｄｉ为测量值，设种群规模ＮＰ＝１０，常数 ｃ＝０１，按照 ＤＥＭＣＭＣ算法思路迭代１００００次，得到突发水
污染源项各参数的后验概率直方图，如图 ２所示。

图 １　测点 Ａ１污染物浓度 “观测序列值”

Ｆｉｇ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ｏｂｓｅｒｖｅｐｏｉｎｔＡ１

由图２可以看出，待求参数的后验概率密度分布均呈不太明显的正态分布。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最有可能于
初次监测前 ｔ０＝［１０８ｍｉｎ，１２４ｍｉｎ］时在距观测点的位置 ｘ０＝［５ｋｍ，６ｋｍ］之间发生，污染源强度约为１０

６ｇ。

图 ２　基于 ＤＥＭＣＭＣ污染源项未知参数的后验概率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ＭＣＭ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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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３可以看出，采用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大约经历 ５００次迭代后链值就接近参数的真值，并且收敛后的马
尔科夫链具有平稳和分段光滑的特征，溯源结果与真值的比较见表 ３。

表 ３　溯源结果与真值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ｓ

参数
污染源强度 ｍ 污染源位置 ｘ０ 污染源排放时刻 ｔ０

真值／ｇ 溯源结果／ｇ绝对误差／ｇ相对误差／％ 真值／ｍ 溯源结果／ｍ绝对误差／ｍ 相对误差／％ 真值／ｍｉｎ 溯源结果／ｍｉｎ 绝对误差／ｍｉｎ相对误差／％

数值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６６００ ６６００ ０６６ ５０００ ５０３６５ ３６５ ０７３ １２０ １２１６ １６ ０８

３２　溯源效果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的溯源效果，本文同时采用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求解，参数

的迭代曲线见图 ４。对上述两种方法分别进行以下操作：① 剔除不稳定的结果，对剩余稳定次数进行后验统
计分析，结果见表 ４；② 采取间隔性提取模型参数误差序列，见表 ５、图 ５。

图 ３　基于 ＤＥＭＣＭＣ模型参数的迭代曲线

Ｆｉｇ３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ＭＣＭＣ

图 ４　基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模型参数的迭代曲线

Ｆｉｇ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

表 ４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和 ＤＥＭＣＭＣ两种方法的迭代次数及各种统计量比较

Ｔａｂｌｅ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ＭＣＭＣａｎ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

项目

ＤＥＭＣＭＣ算法
（剔除前 ５００代的迭代结果）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算法
（剔除前 ２０００代的迭代结果）

均值 均值误差／％ 中位数 中位数误差／％ 均值 均值误差／％ 中位数 中位数误差／％

污染源强度 ｍ／ｇ １００２９００ ０２９ ９９４４００ ０５６ １００６８００ ０６８ １００５７００ ０５７

污染源位置 ｘ０／ｍ ５０２０６ ０４１ ４９６６９ ０６６ ５０６１８ １２４ ５０６１４ １２３

污染源排放时刻 ｔ０／ｍｉｎ １２０９１３ ０７６ １１８６ ０３１ １２２７ ２２５ １２２７３ ２２８

表 ５　基于 ＤＥＭＣＭＣ和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两种方法的溯源结果误差比较

Ｔａｂｌｅ５ 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ＭＣＭＣａｎ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

项目
污染源强度 ｍ 污染源位置 ｘ０ 污染源排放时刻 ｔ０

ＤＥＭＣＭＣ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 ＤＥＭＣＭＣ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 ＤＥＭＣＭＣ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

最大误差／％ １０９３ ２２８５ ９１５ ２６９５ １８０１ ５１２３

最小误差／％ ０４１ ００６ ０４４ ０４２ ０８７ ０５９

平均误差／％ １６２ ２８５ １８１ ４０４ ３４１ 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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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基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和 ＤＥＭＣＭＣ的溯源结果的相对误差分析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ａｎｄＤＥＭＣＭＣ

　　通过分析表 ４、表 ５和图 ３～图 ５，ＤＥＭＣＭＣ方法相对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１）有效缩减迭代次数　采用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和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方法分别迭代约 ５００次和 ２０００次后，

溯源结果接近于 “真值”且相对误差在 ４％以内。显然，ＤＥＭＣＭＣ方法有效缩减 ３／４的迭代次数。
（２）估计精度更高　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所得结果的均值误差、中位数误差和标准差均较小，而以污染

源强度 ｍ最小。相较而言，采用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所得结果的均值误差分别降低了 ０３９％、０８３％和 １４９％；
中位数误差分别降低了 ００１％、０５７％和１９７％；标准差分别降低了０００３６、００１６３和０６９２５。因此，ＤＥ
ＭＣＭＣ方法的估计精度更高。

（３）稳定性更好　采用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的平均相对误差均在４％以内，分别为１６２％、１８１％和３４１％，
相比采用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方法分别降低了 １２３％、２２３％和 ４１５％。其中污染源排放时刻 ｔ０的误差起伏较
大，位于［０８７％，１８０１％］；污染源项强度 ｍ的误差起伏次之，在［０４１％，１０９３％］之间；污染源位置 ｘ０
的误差起伏最小，在［０４４％，９１５％］之间。可见，采用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综上所述，采用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能更好地对河流突发性水污染事件进行溯源研究，它不仅大大缩减了迭
代次数，而且较大地提升了估计精度和稳定性。

４　结　　论

（１）利用 ＤＥＭＣＭＣ方法能准确地对突发水污染事件进行溯源，溯源结果的估计精度较高，能有效解决
突发水污染溯源问题。

（２）在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方法的基础上，结合 ＤＥ的繁殖思想，构造未知参数的 Ｍａｒｋｏｖ链能快速向参数
的真实值靠近，即采用 ＤＥＭＣＣＭ方法能有效缩减迭代次数。

（３）ＤＥＭＣＭＣ方法可以方便地将各种先验信息和误差信息融合到问题求解过程中，从而减小问题的不
确定性，获得全局最可能解，即它在某种程度上将一种带有随机性的概率算法改造成了一种相对确定的

算法。

因而，将 ＤＥ思想引入到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方法中可以较好地用来实现突发污染事件的溯源研究，一方面
可实现对高维空间无明确数学表达式概率分布密度函数的数值计算，另一方面也缩减了算法的迭代次数，相

比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方法，ＤＥＭＣＭＣ方法更精确，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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