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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确定性模型难以描述含水层非均质空间分布的问题， 提出基于随机理论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方法。
以矩形场地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为例， 采用蒙特卡罗法生成大量渗透系数随机场， 模拟含水层参数各种可能的非

均质空间分布， 在此基础上建立场地地下水流模型与溶质运移模型， 分别计算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转化情况。
统计大量随机模拟中污染事故发生的频率， 当模拟次数足够多时， 污染频率收敛于污染概率， 污染风险即通过污

染概率体现出来。 该方法将模型参数设为满足一定分布特征的随机变量， 避免了确定性方法得出的武断的评价结

果， 可为工厂的选址、 水源地的选址等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关键词： 非确定性模型； 环境风险评价； 数值模拟； 渗透系数随机场

中图分类号： Ｐ６４１ 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００⁃０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８⁃２４；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６⁃０１⁃２２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６０１２２ ２２４８ ０１０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５７２２１６）
作者简介： 张博（１９７１—）， 男， 吉林长春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地下水数值模拟方面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ｈｏｎｇ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ｂｏ＠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 程品，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ｇｐｉｎｉｄ＠ １２６ ｃｏｍ

地下水环境风险可以理解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通过环境介质传播、 能对地下水环境产生破坏作用的概

率及后果， 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是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１］。 目前

比较流行的评价方法有指数法与数值模拟法等等， 指数法适用于区域大尺度宏观层面的评价［２］， 而模拟法

侧重于研究污染物进入地下水后， 会对周围地下水环境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３⁃４］。 由于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

迁移转化过程缓慢而复杂， 要想得到定量化的预测和评价结果， 数值模拟几乎是唯一的研究手段［５］。 长期

以来， 大量数值模拟工作中采用的都是确定性方法， 即模型对水文地质条件的概化和参数的选取都是确定

的。 但由于含水层的岩性和地质构造固有的复杂性， 无法完全掌握真实的水文地质信息， 这给地下水问题的

研究带来了大量不确定因素， 包括模型参数、 边界条件等等［６⁃８］，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含水层参数的非均质空

间分布问题。 真实的含水层往往不是单一均质的， 而是常常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黏土透镜体和砂砾石透镜体，
砂砾石透镜体常常成为地下水的优势渗流路径， 而黏土透镜体处不但水流滞缓， 还对污染质有着显著的吸附

作用［９］。 可见， 含水层的非均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地下水的渗流路径和污染质的迁移转化过程［１０］。
要获取含水层参数较为精确的空间分布信息， 需借助密集的物探、 钻探和水文地质试验等， 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 实用性不强。 但如果不考虑含水层的非均质性， 在建模时将含水层简单笼统地概化为均质或者分区均

质， 势必降低了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由此凸显出传统确定性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
随着随机水文地质学［８，１１］的发展， 非确定性模型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新思路。 与确定性方法不同的

是， 非确定性模型引入统计学方法， 用随机变量来描述模型参数， 能够较形象地刻画含水层的非均质性与随

机特征。 不少学者根据相似介质理论， 采用蒙特卡罗方法， 模拟出与实际含水层相似的渗透系数随机分布

场， 类似的方法在大量研究中得到应用并不断发展［１２⁃１５］。 本文根据随机理论， 结合渗透系数随机场的算法，
提出一种考虑含水层非均质性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方法， 旨在推广非确定性模型的应用， 丰富和发展利用

数值模拟解决地下水环境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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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理论和方法

部分学者［１６］认为地下水流模型和溶质运移模型中综合体现了水文地质条件与污染源的类型和源强等信

息， 而各类水质标准（如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已经包含着各种污染物的毒理危害与浓度之间的关系， 因

此， 将二者结合起来便能综合评价特定污染源对地下水的环境风险水平。 本文基于这种观点， 做出如下两点

假设， 作为本次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方法的前提：
（１） 定义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超过水质标准中浓度限值的区域为水质超标区域； 未超过这一浓度限值

的区域视为水质未超标区域。
（２） 观察模拟结果， 当水质超标区域的范围（污染晕）扩展到环境敏感区时， 视为发生了一次污染事故；

如果仅仅是污染源附近的地下水受到了污染， 而水质超标区域的范围不能扩展到区内的环境敏感地带， 则视

为污染事故没有发生。 后一种情况在污染物排放量较少或没有持续排放， 且污染物存在适当的降解和排泄方

式时， 是完全有可能的。
具体实施步骤为： 先识别研究区内的污染源与环境敏感区， 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建立地下水流与溶质运移

随机模型。 与传统确定性模型不同的是， 随机模型中含水层参数为满足一定统计规律的随机变量。 采用蒙特

卡罗法生成若干个参数随机场， 将每一组参数场代入模型中， 定量模拟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转化过程，
根据每次模拟得到的污染后果判定是否发生污染事故， 重复随机模拟若干次， 统计污染事故发生的频率。 根

据大数定律， 多次独立重复试验下， 随机事件的频率近似于它的概率。 因此， 当模拟次数达到一定数量时，
污染事故发生的频率就能近似代表概率， 污染风险大小就能合理地通过污染概率的大小反映出来。 为了阐明

方法， 本文以矩形场地的地下水污染为例来介绍上述评价方法的应用。

２　 实例分析

２ １　 问题描述

假设矩形场地位于某河谷平原地带， 场地长 ５００ ｍ， 宽 ２５０ ｍ， 地下水赋存在冲洪积层的砂砾石中， 整

体自西向东流动， 含水层厚度在 ５ ｍ 左右， 底部为不透水的基岩。 假设场地中 ａ 处是一个化工厂， 由于设备

陈旧损坏， 产生的部分废水开始往外泄露， 污水进入地下水中， 对下游的居民区 ｂ 处的地下水环境构成威

胁， 现对该环境风险进行预测评价，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场地概念模型

Ｆｉｇ １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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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建立地下水模型

为了简单起见， 假设含水层为非均质各向同性， 且 ＡＢ 与 ＣＤ 边界跟区域地下水等水位线近似平行， ＡＣ
与 ＢＤ 边界与等水位线近似垂直， 则可将 ＡＢ 与 ＣＤ 边界概化为定水头边界， 水位值设为多年平均水位，
ｈＡＢ ＝ ５５ ００ ｍ， ｈＣＤ ＝ ５４ ２５ ｍ， ＡＣ 与 ＢＤ 边界可概化为零流量边界， 将场地地下水流概化为二维潜水稳定流。
假定 ａ 处进入地下水中的废水含有大量有机物， ＣＯＤ 浓度约５ ０００ ｍｇ ／ Ｌ， 泄漏量约 ８０ Ｌ ／ ｄ， 且研究区地下水

中 ＣＯＤ 浓度本底值为 ０， 同时忽略地下水中发生的吸附作用与化学反应， 只考虑对溶质运移过程起主要控制

作用的对流弥散作用。 在对场地作上述概化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式（１））， 进而建立 ＭＯＤＦＬＯＷ 地下水流

模型与 ＭＴ３Ｄ 溶质运移模型， 并对模型参数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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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ｈ 为地下水位； ｃ 为污染物浓度； Ｋ 为渗透系数； ｕｘ、 ｕｙ为 ｘ、 ｙ 方向上的实际平均流速； Ｄｘ为纵向弥

散系数； Ｄｙ为横向弥散系数； Ｗ 为地下水源汇项； ｆ 为污染物源汇项； ｎ 为 ＡＣ、 ＢＤ 边界的法向量。
模型中的水文地质参数有 Ｋ、 Ｄｘ、 Ｄｙ。 理论上， 这些空间变量都存在不确定性， 但考虑到砂砾石含水层

中地下水流速较大， 对流迁移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弥散作用， 在溶质运移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１７］， 为简单起

见， 本文只考虑对地下水渗流过程影响最大的渗透系数 Ｋ 的不确定性， 将 Ｋ 作为随机变量， 采用蒙特卡罗

法模拟其随机空间分布， 其余参数看做常数， 取实测值或者经验值进行计算。 本例中取 Ｄｘ ＝ ０ ５ ｍ２ ／ ｄ， Ｄｙ ＝
０ ２５ ｍ２ ／ ｄ。
２ ３　 渗透系数随机场的生成

已有大量理论和实验研究证明， 渗透系数符合对数正态分布［１１，１８⁃２０］。 许多学者基于这一统计规律， 提出

了渗透系数随机场的算法公式和计算程序［２１⁃２３］， 这里参考 Ｔａｓｋｉｎｅｎ 的思路给出生成渗透系数随机场的计算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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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Ｘ、 Ｓ２和 ＣＶ分别为场地渗透系数的均值、 方差和变差系数； ε为满足 Ｎ（０， Ｃ）的 ｎ 维正态分布随机向

量， ε＝（ε１， ε２， …， εｎ） Ｔ， ｎ 为随机场剖分的网格个数； Ｃ 为 ｎ 阶对称正定矩阵， 其元素 Ｃ ｉｊ表示随机场 Ｚ 中

Ｚ ｉ与 Ｚ ｊ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Δｘｉｊ和 Δｙｉｊ分别表示随机场中第 ｉ 个网格与第 ｊ 个网格在 ｘ 方向和 ｙ 方向上的坐标

之差， 即 Δｘｉｊ ＝ ｘｉ－ｘ ｊ， Δｙｉｊ ＝ ｙｉ－ｙ ｊ； Ｌｘ与 Ｌｙ分别表示研究区渗透系数在 ｘ 方向和 ｙ 方向的相关距离［２２］。
上述公式中需要的输入变量有 ４ 个， 分别为场地渗透系数的平均值 Ｘ、 方差 Ｓ２、 ｘ 方向相关长度 Ｌｘ、 ｙ

方向相关长度 Ｌｙ。 通常这些水文地质参数不容易获取， 可以采用经验值代替。 本文例子中含水介质为砂砾

石， 假设 Ｘ＝ ２０ ｍ ／ ｄ， Ｓ２ ＝ １００， Ｌｘ ＝ １５ ｍ， Ｌｙ ＝ １５ ｍ。 采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到渗透系数随机场， 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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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渗透系数随机场（组次 １）
Ｆｉｇ ２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ｓｅ １）

２ ４　 结果评价

将上述随机生成的渗透系数场代入到 ＭＯＤＦＬＯＷ 模型中， 计算地下水流场， 在该地下水流场中运行

ＭＴ３Ｄ 模型。 从模拟结果中可以看到， 污染物从 ａ 处进入地下水， 随着水流迁移扩散， ＣＤ 边界为水流与污

染物的排泄边界。 当模拟时间足够长时（２０ 年左右）， 可以观察到污染晕的形状大致稳定， 不再有明显变化。
图 ３ 为稳定下来的 ＣＯＤ 浓度分布图。 采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 ［２４］ 对 ＣＯＤ 的浓度限值 ２０
ｍｇ ／ Ｌ 为阈值， 判断是否超标， 圈出地下水水质超标的范围。 从图 ３ 中可以简单明了地看到居民区 ｂ 处地下

水 ＣＯＤ 超标， 将模拟结果定性为发生了污染事故。
当改变随机数种子时， 运行程序可以得到新的渗透系数随机场， 代表了含水层参数分布的另一种可能情

形， 如图 ４ 所示。 将新的随机场代入模型中， 得到第二次模拟试验的水质超标范围， 如图 ５ 所示， 该次模拟

结果可以定性为未发生污染事故。 重复运行随机场程序， 生成大量渗透系数随机场， 反复代入地下水模型中

计算各自稳定时的污染范围， 根据污染范围与环境敏感区的位置关系， 判定各种非均质情况下是否发生污染

事故。 统计发生污染事故的频率， 当模拟次数达到 ５０ 次时， 发生污染事故的频率为 ４２％， 当模拟次数增加

到 １００ 次时， 污染频率为 ４０％。

图 ３　 ＣＯＤ 浓度分布（组次 １）
Ｆｉｇ 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Ｄ （ｃａｓｅ １）

图 ４　 渗透系数随机场（组次 ２）
Ｆｉｇ ４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ａｓ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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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 多次重复试验下频率收敛于概率， 但模拟结果的收敛性如何， 还需要具体分析。 将污染频率计

算值序列绘制成散点图（图 ６）， 从图 ６ 可以看出， 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 污染频率呈现震荡收敛特征， 当模

拟次数接近 １００ 次时， 震荡幅度已经非常小了， 假定污染风险评价工作对精度的要求为误差＜５％， 则可以认

为 ４０％就是污染概率的近似值。

图 ５　 ＣＯＤ 浓度分布（组次 ２）
Ｆｉｇ 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Ｄ （ｃａｓｅ ２）

图 ６　 污染频率分析

Ｆｉｇ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污染概率本质上是对污染风险大小的一个量化， 可以直接用来衡量污染风险水平。 有时需要一个定性的

评价结果， 则可以根据污染概率的大小将污染风险划分为若干个级别。 当污染概率小于 ３０％时， 污染风险等

级较低， 当污染概率在 ３０％～７０％时， 污染风险等级中等， 当污染概率大于 ７０％时， 污染风险等级高。 上述

场地地下水受污染的概率风险水平就是中等。

３　 分析与讨论

以上是利用非确定性模型评价地下水环境风险的全过程示范。 与确定性方法相比， 该方法简单实用， 只

需了解水文地质参数的平均值或者经验值就能计算， 简化了繁琐费时的模型调参过程， 更重要的是， 它能够

通过对含水层非均质分布的大量随机模拟， 获得各种可能的污染后果， 综合可能的各种情况对地下水环境进

行概率风险评价， 可以避免确定性方法得出的武断的评价结果， 使风险评价结果更为科学可靠。
按照本文所提出的方法来评价地下水污染风险水平时， 最终的评价结果不仅仅取决于研究区的水文地质

条件、 污染物的释放量和危害性等因素， 还与污染源附近的环境敏感区密切相关。 显然， 如果污染源较偏

远， 周围广大区域内都没有环境敏感区， 那么即便污染源强再大， 评价结果也是零风险或者低风险； 反之，
如果污染源紧邻环境敏感区， 即便污染源强再小， 评价结果也可能是高风险。 因此， 该方法本质上是在评价

污染源对环境敏感区地下水的污染威胁大小， 这一点区别于当前部分以地下水系统本身为风险受体的风险评

价方法， 也是在选择评价方法时需要认真考虑的。
有学者讨论过在由不同岩性结构单元组成的含水层内生成渗透系数随机场的问题， 先依据岩性和构造条

件对含水层进行参数分区， 在各个分区内分别独立生成渗透系数随机场［２５］， 该思路可以用于空间尺度较大、
岩性变化明显的含水层。 本文重点介绍使用随机模型评价地下水环境风险， 故为了简单起见， 采用总体岩性

单一、 厚度不大的单层含水层展开论述。

４　 结　 　 论

（１） 在地下水数值模拟中， 传统的确定性模型难以处理含水层的非均质性问题， 而非确定性模型中，
由于参数是随机变量， 能够较好地刻画参数的非均质空间分布， 从而更加合理地反映真实水文地质情况。

（２）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非确定性模型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方法， 该方法根据统计学原理， 采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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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随机模拟来评价地下水的概率风险大小， 方法简单实用， 物理意义明确， 适用于场地或者小尺度范围地下

水环境风险评价， 能够为工厂的选址、 水源地的选址等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３） 文中举的是二维稳定流场的例子， 该方法同样可应用到三维流和非稳定流的情况中， 其适用面更

广。 只需在空间相关系数 Ｃ ｉｊ的计算中引入三维空间坐标， 就能生成三维渗透系数随机场。 需要注意的是，
在非稳定流情况中， 除了渗透系数外， 还需要考虑含水层其他参数的不确定性， 如给水度和弹性释水系数，
方法与渗透系数类似， 但要根据岩性特征处理好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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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ａｌｌ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ｓ： 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４， ３０（２）： ５３５⁃５４８．

［２３］ ＴＡＳＫＩＮＥＮ Ａ， ＳＩＲＶＩÖ Ｈ， ＢＲＵＥＮ 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ｏｒｙ，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８， ３４（８）： ８７６⁃８９０．

［２４］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 ５７４９—２００６［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Ｂ ５７４９—２００６［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陆乐， 吴吉春， 王晶晶． 多尺度非均质多孔介质中溶质运移的蒙特卡罗模拟 ［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０８， １９（３）： ３３３⁃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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