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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厘清中国地表水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演变历史， 探讨计算方法发展趋势， 在系统调研大量水环境容量研

究文献基础上， 详细梳理水环境容量从概念引入到研究至今的过程， 归纳出中国地表水水环境容量研究过程中产

生的五大类计算方法： 公式法、 模型试错法、 系统最优化法（线性规划法和随机规划法）、 概率稀释模型法和未确

知数学法。 解析了各类方法的基本思路、 产生过程及应用进展， 评述了各类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通过与国

外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的比较， 基于水环境系统复杂性及中国水资源管理特点与应用需求， 认为中国应强化对概

率稀释模型法、 未确知数学法及随机规划法等 ３ 种方法的研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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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容量是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 是环境管理的重要实际应用问题之一［１］。 水环境容量是环

境容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容量总量技术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随着中国水环境管理体系从浓度控制、 目标

总量控制向容量总量控制的转变， 实现流域水质目标管理［２］ 与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３］， 水环境容量

理论及计算方法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 随着环境容量概念的引入， 中国学者即开始了对水环境容量的研究［４］。 在经

过短时期的对水环境容量基本概念的强烈争论后， 迅速实现从基本理论到实际应用， 从定性研究到定量化计

算的转变［５］； 同时注重吸收欧美等国的研究成果［６］。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特别是水环境数学模型应用及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 逐渐形成了公式法［７］、 系统最优化法［５］、 概率稀释模型法［６］、 模型试错法［８］ 等计

算方法， 盲数理论等不确定性数学方法也引入其中［９］。 在地表水方面， 水环境容量计算中所用的水环境数

学模型从 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Ｐｈｅｌｐｓ 简单模型［５］发展到 ＷＡＳＰ、 Ｄｅｌｆｔ ３Ｄ 等大型综合模型软件［１０］， 计算区域从河段、 河

流发展到河口、 湖库、 河网、 流域［１１］， 计算维数从一维发展到二维和三维［１２］， 计算条件从稳态发展到动

态［１３］， 所针对的污染物从易降解有机物、 重金属发展到营养盐等［７］。
近年来， 常见关于水环境容量总体研究进展的文献［１４⁃１５］， 然而未有专门系统论述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研究进展的文献； 同时， 文献中通常将中国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分为 ３ 类或 ４ 类［８， １０］， 笔者认为这难以对水

环境容量计算方法作全面概括， 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一不足。 以地表水水环境容量为重点， 兼顾海洋水环境容

量， 大量调研中外文献， 系统研究中国在地表水水环境容量计算方面从起步到当前的各种方法； 同时对照欧

美国家的计算方法， 对中国地表水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进行重新归类。 在解析各类计算方法研究及应用情况

的基础上， 对各类计算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作了评述。 在比较分析国内外计算方法特征的基础上， 结合

各类计算方法对复杂水环境系统的适应性及中国水资源管理特点对水环境容量计算的需求， 对中国今后地表

水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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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研究进展

关于中国 “水环境容量” 或 “环境容量” 概念的起源， 一般认为不在中国， 而是引自日本 “環境容量”
概念［１６］。 从含义上讲， 欧美国家使用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１７⁃１８］ （同化容量）、 “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ａｉｌｙ
ｌｏａｄｓ” ［１９］（ＴＭＤＬ， 最大日负荷总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２０］（环境容量）与中国使用的水环境容量含义

类似。 中国台湾地区使用的 “涵容能力” 也有类似的含义［２１］。 关于水环境容量的定义， 一般认为， 水环境

容量是指水体环境在规定的环境目标下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数量， 容量大小与水体特征、 水质目标及污染物特

性有关， 同时还与污染物的排放方式及排放的时空分布有密切关系［１］。 水环境容量从概念上讲， 并不是一

个独立提出的概念， 而是在研究环境容量的过程中， 由于定量化计算的需要， 将环境要素解析为大气、 水

体、 土壤等组成部分， 亦即将环境容量的概念分别应用于大气、 水体和土壤， 于是自然有了大气环境容量、
水环境容量、 土壤环境容量的概念。

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 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体系。 例如： 根据所采用的数学方法， 可

分为确定性数学方法和不确定性数学方法； 确定性数学方法主要包括公式法、 模型试错法和线性规划法； 不

确定性数学方法主要包括随机规划法、 概率稀释模型法和未确知数学法。 根据所计算的水体类型， 可以分为

河流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湖库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河口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和海洋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等。 根据计算过程中所使用的水环境数学模型的维数， 可以分为零维模型方法、 一维模型方法、 二维模型方

法和三维模型方法。 根据预设的水体达标范围， 可以分为水体总体达标法和控制断面达标法［２２］。 根据所选

取的控制断面的位置， 可以分为段首控制法、 段尾控制法和功能区段尾控制法［２３］。 根据污染源的类型， 可

以分为点源污染计算法和非点源污染计算法［２４］。
对于地表水体水环境容量的计算， 截至目前， 中国发展了公式法、 模型试错法、 系统最优化法（主要是

线性规划法和随机规划法）、 概率稀释模型法和未确知数学法等五大类计算方法。 当然， 上述方法有的也适

用于地下水、 海洋等其他类型水体。
１ １　 公式法

中国最初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之一是从定义出发而直接建立其计算公式的［２５］， 可以称这种计算方法

为公式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 又结合了水环境数学模型公式， 即基于水环境容量定义及水环境数学模型， 推

导一定条件下的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 基于水动力模型和水质模型计算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中所需各项参

数， 进而代入公式计算水环境容量。 由于所推导的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也被称为水环境容量模型 （周密

等［２６］最早使用了 “水环境容量数学模型”、 “水环境容量模型” 的概念）， 故公式法又名水环境容量模型法。
１ １ １　 研究概况

方法提出时， 由于水环境容量（或环境容量）定义本身即存在争议， 因而基于定义的公式必然难以统一。
王华东和夏青［５］将环境容量定义为： 相对于某种环境标准， 某环境单元所容许承纳的污染物的最大数量，
同时认为环境容量是一个变量， 且由基本环境容量（差值容量）和变动环境容量（同化容量）两部分组成， 基

本环境容量指拟定的环境标准与环境本底值之差， 变动环境容量指该环境单元的自净能力。 余顺［７］ 将环境

容量定义为： 环境容量是环境本底值和环境标准值之浓度差范围内区域环境所能允许容纳污染物的量。 以上

两定义即存在明显差别， 后者没有考虑同化容量， 亦即水体自净作用而产生的水环境容量部分。
水环境容量的计算模型（计算公式）很多， 但其基本形式均为： 水环境容量 ＝稀释容量＋自净容量＋迁移

容量。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 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逐步完善， 且根据不同的污染物、 不同的水体而建立不同

的计算公式。 刘天厚和施为光［２７］ 从水体稀释、 自净和输移能力、 水域生态系统转化能力和流域 ３ 个层次，
分别研究了沱江 ＢＯＤ 和氨氮的水环境容量； 高兴斋［２８］利用建立的重金属水环境容量公式计算了湘江重金属

水环境容量。 曲衍华等［２９］在建立水质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单独计算稀释容量和自净容量而后加和的方法，
计算了东母猪河不同水期（枯水期、 平水期和丰水期）下 ＣＯＤ 和 ＢＯＤ 的水环境容量。 刘兰芬等［３０］ 基于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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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特点， 提出针对中小河流的系统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周孝德等［２３］ 提出基于一维稳态水环境容量计

算模型的 ３ 种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段首控制法、 段尾控制法及功能区段尾控制法， 并用所提出的方法计算

了渭河干流 ＣＯＤ 的水环境容量。 此 ３ 种方法充分考虑了控制断面位置选择对水环境容量大小影响的问题。
徐贵泉等［３１］推导了感潮河网水环境容量计算模型， 以上海浦南东片河网为例进行了 ＣＯＤ 水环境容量计算实

例研究。 蒲迅赤和赵文谦［３２］针对当时计算水环境容量对自净容量部分不考虑污染物进入水体后输移扩散特

性的问题， 提出考虑污染物浓度在河流断面分布不均匀性的计算水环境自净容量的精确方法。 刘芬等［３３］ 基

于建立的湘江霞湾段二维水环境容量模型， 计算了湘江霞湾段平水期和枯水期汞的水环境容量； 韩龙喜

等［３４］给出了不同功能区组合情况下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李永军等［３５］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方法建立了水环

境容量的地理信息模型， 以漓江桂林段 ＣＯＤ 水环境容量为例进行了验证。 董飞等［１１］在计算水环境容量公式

参数时， 将进口断面污染物浓度取为上游水功能区达标浓度， 因而只建立了水动力模型， 而未建立水质

模型。
近期研究中重视水环境容量安全性问题。 姚国金等［３６］最早提出考虑不均匀系数的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

探讨了河流、 湖泊、 水库等不同类型水体不均匀系数的取值范围。 孙卫红等［３７］ 在文献［３６］的基础上， 应用

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求解不均匀系数。 于雷等［３８⁃３９］ 提出考虑设计河段水质达标比例、 设计断面水质超标幅

度和设计河段计算单元长度的一维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并计算了广西左江某河段水环境容量； 应用二维水

质模型对一维水环境容量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基于混合区不均匀系数修正， 使得计算结果更加符合实际， 并能

与二维水环境容量计算结果合理衔接。
公式法可以认为是各类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 其他各类方法的计算也以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为基础。 常

用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见表 １。

表 １　 常用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污染物类型 计算公式 符号含义 适用条件

可降解污染物 Ｗ ＝ ８６ ４Ｑ０（ＣＳ － Ｃ０） ＋ ０ ００１ｋＶＣＳ ＋ ８６ ４ｑＣＳ
［２２］

ＣＳ为污染物控制标准浓度；Ｃ０为污染
物环境本底值；Ｖ 为区域环境体积；ｋ
为污染物综合降解系数。

零维公式，适用于均匀混合
水体（河段） 或资料受限、
精确度要求不高的情况。

可降解污染物 Ｗ ＝ ∑
ｍ

ｊ ＝ １
Ｑ ｊＣＳ － ∑

ｎ

ｉ ＝ １
ＱｉＣ０ｉ( ) ＋ ｋＶＣＳ

［４０］

Ｑｉ为第 ｉ 条入湖（库） 河流的流量；
Ｃ０ ｉ为第 ｉ 条河流的污染物平均浓度；
Ｑ ｊ为第 ｊ 条出湖（库）河流的流量；其
余符号意义同前。

零维公式，适用于均匀混合
湖库。

可降解污染物 Ｗ ＝ ８６ ４ （Ｑ０ ＋ ｑ）ＣＳｅｘｐ［ｋｘ ／ ８６ ４００ｕ］ － Ｃ０Ｑ０[ ]［２２］
Ｑ０为河道上游来水流量；ｑ 为排污流
量；ｕ 为河水平均流速； ｘ 为河段长
度；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一维公式，适用于资料较丰
富的中小河流。

可降解污染物
Ｗ ＝ １

２
ＣＳ － Ｃ０( ) ｕｘｈ ４πＤｙｘ∗ ／ ｕｘ( )·

ｅｘｐ － ｕｘｙ２ ／ ４Ｄｙｘ∗[ ] ｅｘｐ － ｋｘ∗ ／ ｕｘ[ ]［４０］

ｕｘ为河流纵向平均流速；ｈ 为平均水

深；Ｄｙ为横向离散系数；ｘ∗为给定混
合区长度；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二维公式，适用于污染物在
河道横断面非均匀分布，污
染物恒定连续排放的大型
河段。

营养盐 Ｗ ＝
ＣＳｈＱａＡ
１ － Ｒ( ) Ｖ

［４０］
Ｑａ 为湖 （库） 年出流流量； Ａ 为湖
（库）水面面积；Ｒ 为营养盐滞留系
数；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基于狄龙（Ｄｉｌｌｏｎ）模型，适
用于水流交换条件较好的
湖库。

重金属 Ｗ ＝ ＣＳＱ０ ＋ Ｃｓｏ ｑ１ ＋ ｑ２( ) ［２８］
Ｃｓｏ为底泥质量标准，ｑ１ 为底泥推移
量；ｑ２为底泥表观沉积量；其余符号
意义同前。

适用于一般河流，考虑了水
体及底泥的重金属容量。

重金属 Ｗ ＝ ＣＳｈ πＤｙｘｕ ［３３］ 符号意义同前。
适用于污染物连续排放的
宽浅河流，只考虑水体的重
金属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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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方法述评

由于不同工况下公式概化方法存在差别， 正如表 １ 所示， 公式法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也会使得水环境

容量的计算结果有所不同； 特别是早期阶段， 由于水环境容量定义本身即差别较大， 则计算结果必然存在差

别， 故早期阶段只能对水环境容量进行粗略估算。 但由于公式法概念清晰、 计算简便， 同时还可以与水动力

模型、 水质模型相结合， 借助模型工具使得计算结果更加吻合实际情况。 目前来看， 公式法已成为中国应用

最广泛的方法， 《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 ［４０］和 《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 ［４１］中所采用的即为公式法。
１ ２　 模型试错法

模型试错法求解水环境容量的基本思路为： 在河流的第一个区段的上断面投入大量的污染物， 使该处水

质达到水质标准的上限， 则投入的污染物的量即为这一河段的环境容量； 由于河水的流动和降解作用， 当污

染物流到下一控制断面时， 污染物浓度已有所降低， 在低于水质标准的某一水平（视降解程度而定）时又可

以向水中投入一定的污染物， 而不超出水质标准， 这部分污染物的量可认为是第二个河段的环境容量； 依此

类推， 最后将各河段容量求和即为总的环境容量［４２］。
韩进能［４３］提出计算水环境容量的模型试错法， 但未进行实例计算。 曾思育等［４４］基于建立的平原河网非

稳态水质模型， 采用模型试错法估算了温州市河网地区 ＣＯＤ 和氨氮的水环境容量。 栗苏文等［１０］计算了大鹏

湾 ＢＯＤ、 ＴＮ、 ＴＰ、 氨氮、 磷酸盐的水环境容量。 Ｚｈａｎｇ 等［４５］ 计算了红旗河 ＣＯＤ、 氨氮、 ＴＮ、 ＴＰ 的水环境

容量； 张红举等［４６］基于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 采用试错法计算了太湖各湖区相应环湖河道的水质控制浓度，
可视为水环境容量的间接计算。

模型试错法本质上同公式法类似， 计算中仍需以水环境数学模型为工具。 其最大的缺点在于计算过程中

需多次试算， 计算效率低［１３］， 最初一般只适用于单一河道或计算条件简单的其他类型水体的计算； 后期随

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及高效数学方法的引入， 也在河网等复杂水体得到应用。 但相对于其他方法而言，
模型试错法的研究及应用较少。
１ ３　 系统最优化法

环境科学中所采用的系统最优化方法有线性规划、 非线性规划、 动态规划及随机规划等［４７］。 水环境容

量计算中所采用的主要是线性规划法和随机规划法。 方法基本思路是： ① 基于水动力水质模型， 建立所有

河段污染物排放量和控制断面水质标准浓度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 ② 以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为目标函数

（或者基于其他条件建立目标函数）， 以各河段都满足规定水质目标为约束方程（或者增加其他约束条件）；
③ 运用最优化方法（如单纯形法、 粒子群算法， 等）求解每一时刻各污染物水质浓度满足给定水质目标的最

大污染负荷； ④ 将所求区段内的各污染源允许排污负荷加和即得相应区段内的水环境容量。
１ ３ １　 研究概况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年， 夏青与王华东［５， １６， ２６］提出将污染物分为易降解耗氧有机物、 难降解有机物和重金属 ３
类而计算水环境容量， 其中， 计算易降解耗氧有机物水环境容量的方法即为线性规划方法， 当时采用的求解

方法为单纯形法。 金海生和郑英铭［４８］ 建立了计算潮汐河流 ＣＯＤ 水环境容量的一维动态水环境容量数学模

型， 并以黄浦江河段为例进行了实例研究； 宿俊英等［４９］ 基于椭圆形偏微分方程在第Ⅰ类边界条件下满足叠

加原理的原则， 计算了太湖各主要入湖河道的主要污染物（ＣＯＤ、 ＴＮ、 ＴＰ、 酚类）输入响应矩阵， 而后利用

改进的单纯形法解算输入响应矩阵， 进而计算出太湖的水环境容量。 陈燕华等［５０］ 建立了污染负荷与水体水

质的响应关系， 提出了近岸区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并计算了长江九江段不同水文条件和不同空间限制范围

的水环境容量。 郑孝宇等［１３］基于 “河道⁃节点⁃河道” 法的河网水动力水质模型， 引入节点污染物允许进入

量概念， 建立了求解大型河网非稳态水环境容量的 “河道⁃节点⁃河道” 计算方法。 李适宇等［５１］ 提出计算海

域及感潮河段的二维水环境容量的分区达标控制法， 并计算了汕头市海域的水环境容量。 刘晓波等［５２］ 提出

基于污染分担率和湖泊水质水动力模型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周刚等［５３］ 采用粒子群算法求解线性目标函

数和非线性约束方程组成的规划模型， 计算了赣江下游 ＣＯＤ 和氨氮的水环境容量。
系统最优化法计算水环境容量， 多数学者采用了上述的线性规划方法， 亦有少量学者采用随机规划方



　 第 ３ 期 董飞， 等： 地表水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回顾与展望 ４５５　　

法， Ｌｉ 和 Ｍｏｒｉｏｋａ［５４］建立了考虑支流引起干流横向混合不均匀性的随机优化模型。 林高松等［５５］建立了考虑污

染源强随机变化及感潮河流感潮周期内动态水文变化的随机规划模型， 采用遗传算法进行求解。
１ ３ ２　 方法述评

系统最优化方法的优点在于： ① 自动化程度高、 精度高、 对边界条件及设计条件的适应能力强［１３］； ②
方法适用范围广， 无论是非感潮的河流、 湖库， 还是感潮河网、 河口均有广泛应用。 其缺点在于： ① 较之

公式法， 系统最优化法计算复杂； ② 在不增加约束条件情况下， 经常会出现某些排污口被 “优化掉” 的现

象， 亦即某些排污口的允许排放量为 ０， 这在数学上可以取得极值， 但是与客观实际不符［５６］； ③ 优化的结

果可能不可行， 如可能忽略了公平问题、 效率问题等。
系统最优化法在中国学者研究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初期即已提出， 然而由于计算机计算能力及水环境数

学模型发展所限， 当时只用于计算边界条件比较简单的水体， 如小型河流或大型河流的局部河段； 然而由于

其上述优点， 随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和大型综合水环境数学模型的出现， 系统最优化法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 并成为计算水环境容量最主流的方法。
１ ４　 概率稀释模型法

概率稀释模型（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法最早由美国 ＥＰＡ 在 １９８４ 年［５７］ 提出， 中国学者在 １９８９ 年引

入并加以改进［６］。 概率稀释模型法是根据来水流量、 排污量、 排污浓度等所具有的随机波动性， 运用随机

理论对河流下游控制断面不同达标率条件下环境容量进行计算的一种不确定性方法， 是目前从不确定性角度

计算河流水环境容量的主要方法之一。 方法的基本思路如下： ① 基于特定的基本假定， 建立污染物与水体

混合均匀后下游浓度的概率稀释模型； ② 利用矩量近似解法求解控制断面在一定控制浓度下的达标率； ③
利用数值积分求解水体在控制断面不同控制浓度、 不同达标率下的水环境容量。
１ ４ １　 研究概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提出了改进的概率稀释模型法， 当时的改进是基于中国与美国

的环境背景值的差异， 考虑了上游来水污染物浓度而推导计算体系［５８］。 曾维华和王华东［５９］ 提出风险水环境

容量的概念， 并建立其计算方法， 此计算方法与概率稀释模型法类似； 王有乐等［６０］ 利用简化的概率稀释模

型法计算了黄河兰州段 ＣＯＤ、 石油类和挥发酚的水环境容量。 胡炳清［５８］ 应用概率稀释模型法计算了滏阳河

邯郸市段 ＣＯＤ 的水环境容量， 然而在计算过程中并未考虑 ＣＯＤ 的降解。 尤作亮和蒋红花［６１］ 应用概率稀释

模型法计算康慧河 ＣＯＤ 在不同水质控制目标下的达标率（未进一步计算在不同达标率下的水环境容量）。 韩

国新和刘明华［６２］利用概率稀释模型法计算了淮河干流息县和和淮滨县两个区段的水环境容量。 陈顺天［６３］ 应

用概率稀释模型法计算了引水工程对东溪及晋江 ＣＯＤ 水环境容量变化的影响， 计算过程中同样并未考虑

ＣＯＤ 的降解。 王有乐等［６４］应用概率稀释模型法计算了黄河兰州段 ＣＯＤ、 氨氮、 挥发酚、 石油类、 铅、 锌的

水环境容量。
１ ４ ２　 方法述评

概率稀释模型法有如下优点： ① 与确定性计算方法相比， 概率稀释模型法直接考虑了河流流量、 背景

浓度、 排污流量、 排污浓度等输入项的随机波动过程， 从而使水质达标率和水环境容量等输出项也具有了随

机波动过程， 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更接近于水体的真实情况［５８， ６５］； ② 可以避免一般单一设计水

文条件下， 利用稳态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得出的计算结果的 “过保护” 问题， 从而更加充分地利用水环境

容量［５９］。 概率稀释模型方法的最大缺点在于数据需求量大， 计算中所涉及的水文、 水质数据一般均需长系

列监测数据。
概率稀释模型法目前的应用存在如下问题： ① 方法提出之初， 仅考虑了单污染源（单排污口）的情况，

未涉及计算区段内有多个排污口情况； ② 只考虑了水环境容量中的稀释容量部分， 亦即只考虑了水体的稀

释作用， 而未考虑水体的自净作用； 虽然经过处理也可以考虑降解、 沉降等衰减过程［６］， 然而许多研究者

在计算易降解有机物的水环境容量时， 也未考虑污染物的降解过程； ③ 方法仅用于小河或大河的局部河段

的计算， 而未用于湖库、 河网、 流域的计算； ④ 方法只考虑了点源污染情况， 未考虑非点源污染的处理；



４５６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５ 卷　

⑤ 概率稀释模型法是基于对数正态分布建立的， 存在着固有缺陷， 即当流量较小时将造成错误传递， 这将

导致流量较大时的计算值偏大［５７］。
１ ５　 未确知数学法

采用未确知数学法计算水环境容量是一种较新的方法。 未确知数学法计算水环境容量是在将水体水环境

系统参数（流量、 污染物浓度、 污染物降解系数等）定义为未确知参数的基础上， 结合水环境容量模型， 建

立水环境容量计算未确知模型， 然后计算水环境容量的可能值及其可信度， 进而求得水环境容量。
１ ５ １　 研究概况

１９９０ 年， 中国学者王光远［６６］提出未确知信息的概念， 早期类似研究成果还有美国学者 Ｓｈａｆｅｒ［６７］ 提出的

信度函数理论和 Ｚａｄｅｈ［６８］提出的可能性测度理论。 李如忠等［６９⁃７０］将未确知数学中的盲数理论引入水环境容量

计算中， 并应用此方法进行了河流及河道型水库水环境容量的研究； 后来又建立了盲信息下湖泊水环境容量

计算模型及湖库水环境容量计算未确知模型， 并以长江下游某浅水湖泊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李如忠和范传

勇［７１］在已有的盲数理论计算水环境容量方法基础上， 用三角模糊数代替盲数中的区间数， 构造了可以综合

处理随机信息、 模糊信息、 灰信息和未确知信息等信息的延拓盲数， 进而将水环境系统参数定义为延拓盲参

数， 建立了河流水环境容量计算延拓盲数模型， 并以某假想河段进行了计算， 但未进行实例研究。
１ ５ ２　 方法述评

未确知数学法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计算水环境容量的最新方法。 其优点在于： ① 可以更加充分地考虑

水环境系统中各类参数的不确定性； ② 较之概率稀释模型法， 无需对水环境系统参数作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的假设， 故计算相对简便； ③ 对少资料情况适应期较强。 然而迄今未有应用此方法进行潮汐河流、 大型湖

泊等水动力情况复杂水体的报道。
未确知数学法研究时间相对较短， 应用相对较少， 然而由于其对水环境系统参数不确定性的考虑最为充

分， 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１ ６　 方法特征比较

基于前文对各类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的解析， 将各类计算方法所涉及的水域类型、 污染物类型、 数学方

法归纳总结见表 ２。

表 ２　 地表水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特征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ｓ

计算方法 应用水域 污染物类型　 　 　 　 　 数学方法

公式法 河流、湖泊、水库、（感潮）河网、流域、河口 可降解有机物、营养盐、重金属 确定性方法

模型试错法 河流、河网、海湾、湖泊 可降解有机物、营养盐 确定性方法

系统最优化法 河流、湖泊、水库、（感潮）河网、流域、河口 可降解有机物、营养盐、酚类 线性规划、随机规划

概率稀释模型法 河流 可降解有机物、重金属、营养盐、石油类、酚类 随机数学、数值积分

未确知数学法 河流、湖泊、水库 可降解有机物、营养盐 未确知数学

２　 水环境容量计算研究若干问题讨论

２ １　 国外水环境容量计算研究概况

欧美国家对于水环境容量的计算， 在考虑非点源污染之前， 除少数计算方法外， 通常是在优化分配排污

口（点源）污染物的同时， 得到各排污口或不同区段的允许排污量及水体水环境容量， 亦即将水环境容量计

算和污染物总量分配在同一过程中实现。 其研究过程大致可分为确定性方法（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７０ 年代）和不

确定性方法（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今）两个阶段。
早期， 一般采用确定性方法进行研究。 Ｌｉｅｂｍａｎ 和 Ｌｙｎｎ［７２］基于污水处理费用最小， 研究了 Ｗｉｌｌａｍｅｔｔｅ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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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 的优化分配问题。 Ｔｈｏｍａｎｎ 和 Ｓｏｂｅｌ［７３］、 Ｒｅｖｅｌｌｅ 等［７４］将目标函数（污水处理费用）线性化后， 计算了约束

条件为污水处理费用最小的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 Ｅｃｋｅｒ［７５］将流量等参量作为确定性变量处理， 然后

同样采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基于污水处理费用最小情况下的水体允许排污量。 可见， 这段时期的计算方法有

如下特点： ① 未考虑河流水文、 水动力及水质条件的随机波动性， 采用确定性方法进行研究； ② 基本上是

采用最优化方法中的线性规划方法。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意识到必须考虑水文、 水动力及水质参数的随机波动性才能使得计算结果更

加接近真实情况， 这使得人们将随机理论引入水环境容量研究中。 Ｌｏｈａｎｉ 和 Ｔｈａｎｈ［７６］、 Ｆｕｊｉｗａｒａ 等［７７］分别将

河流流量作为已知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 以区域污水处理费用之和最小为目标函数， 用概率模型对特定超标

率下的污染负荷分配进行了研究。 美国 ＥＰＡ［５７］提出计算污染负荷分配的概率稀释模型方法（ＰＤＭ⁃ＰＳ， 详见

１ ４ 节）， 方法不仅将河流流量作为随机变量， 同时将排污口排污流量、 排污浓度、 河流污染物背景浓度等

量也作为随机变量， 且都假定为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Ｂｕｒｎ 和 ＭｃＢｅａｎ［７８］在考虑了污染物浓度等的随机波动性

基础上， 采用一阶不确定分析方法将随机变量转化为等价的确定性变量， 通过优化模型计算排污口允许排放

量。 Ｅｌｌｉｓ［７９］在将河流流量、 排污口排污流量、 排污浓度、 河流污染物背景浓度作为随机变量基础上， 将耗

氧系数、 复氧系数也作为随机变量， 采用嵌入概率约束条件的方式构建了随机水质优化模型。 Ｂｕｒｎ 和

Ｌｅｎｃｅ［８０］研究了基于气象、 水文和污染负荷等不确定性因子多重组合的污染负荷及其分配的计算方法。 Ｃａｒｄ⁃
ｗｅｌｌ 和 Ｅｌｌｉｓ［８１］基于模型不确定性， 研究了多点源的污染负荷分配问题。 １９９０ 年开始， 随着美国对 ＴＭＤＬｓ 理

念的重新重视， 为了适应不同时空特点的各个 ＴＭＤＬ 计划的实施， 许多新的方法或改进的方法不断提出。
２００２ 年， Ｂｏｒｓｕｋ 等［１９］基于概率方法， 建立了预测控制断面一定超标率下的水质模型， 这实质是不确定性方

法的进一步发展。
２ ２　 国内外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研究比较

分析可知， 国外水环境容量计算研究存在以下显著特点： ① 在经历了短暂的确定性计算方法研究阶段

之后， 迅速转入不确定性方法的研究， 且目前基本采用不确定性方法； ② 当前的研究多采用随机规划法；
③ 水环境容量计算与污染物总量分配同时进行， 且一般从经济优化角度以环境治理投入最小为约束。

同国外相比， 国内水环境容量计算存在如下显著特点： ① 许多学者已经开展随机规划方法、 未确知数

学方法等不确定性方法的研究， 然而管理实践中仍以公式法、 线性规划法等确定性方法为主。 ② 水环境容

量计算与污染物总量分配同步进行或分步进行情况并存， 但以分步进行为主。
２ ３　 中国水环境管理应用需求与水环境容量计算可能发展方向

同国外相比，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水环境管理体制、 水污染现状等存在着自己的特征； 同时， 中国水污

染控制工作起步相对较晚， 同水文数据相比， 多数地区缺乏长系列水质监测数据。 这决定了国外先进方法不

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水环境容量计算与分配体系中。 然而， 中国监测计量体系正不断完善， 这为概率稀释模

型法、 随机规划法等不确定性数学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水环境容量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到管理实践中， 这便要求水环境容量计算结果及与其密切相关

的容量总量分配结果要具备落实到管理工作中的可操作性。 传统的基于单一设计水文条件的水环境容量计算

结果虽然便于管理操作， 然而却不能充分利用水体的环境容量； 以逐日流量为设计水文条件的动态水环境容

量理论上可以充分利用水体的环境容量， 然而却要求污染源必须按照水环境容量计算值适时调节排污量， 实

际操作性差。 从管理角度考虑， 最具备可操作性的方式是污染源排污可以以控制排污量为中心上下波动， 这

便要求在水环境容量计算时需考虑污染源排放的随机波动特征。 而概率稀释模型法、 随机规划法和未确知数

学方法具备了这一优势。
随着中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成为水资源、 水环境管理重要目标指

数［８２］。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可分为单次水功能区达标率和水期（年度）水功能区达标率［８３］， 相对于其他水环

境容量计算方法所得到的单一确定性结果而言， 概率稀释模型法的结果可以方便地与水期（年度）水功能区

达标率结合。 对概率稀释模型法加以改进以计算水环境容量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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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中国在地表水体水环境容量计算方面， 形成并发展了公式法、 模型试错

法、 系统最优化法（包括线性规划法和随机规划法）、 概率稀释模型法和未确知数学法等五大类水环境容量

计算方法， 各类计算方法均有其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２） 在中国， 公式法是各类计算方法基础， 也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方法； 系统最优化法， 尤其是其中的

线性规划法成为中国计算水环境容量的主流计算方法； 不确定性方法研究不够充分与中国资料不足等条件限

制有关。 而欧美国家以随机规划法为研究应用的主体， 由于随机规划法可以充分考虑水环境系统参数的随机

波动性， 更加符合真实情况， 中国应重视其应用研究。
（３） 中国最新发展起来的未确知数学法是现有方法中对水环境系统不确定性考虑最充分的方法， 应在

强化实例验证研究基础上， 扩展其适用范围。
（４） 概率稀释模型法虽然提出时间早， 然而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随着中国近年来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实施， 概率稀释模型法成为与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结合最密切、 最方便的方法， 也应加强研究， 改

进其不足之处， 扩展其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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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ｏ，ｅｔ 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４５（２）： ２２７⁃
２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４］ ＬＩ Ｓ，ＭＯＲＩＯＫＡ 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ｌｏａｄｓ ｉｎ ａ ｒｉ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ｆｌｏｗ ｕｎｄｅｒ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ｍｉｘｉｎｇ［Ｊ］．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 ７１（２）： １５６⁃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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