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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模型可利用有限的观测资料估计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泄露强度及其泄露过程， 是制定地
下水污染修复方案的依据。 在阐明地下水污染源识别基本问题基础上， 综述了污染源识别研究的两大类数学方法，
一类为直接方法， 包括反向追踪法和基于正则化的方法； 另一类为间接方法， 包括基于优化的方法和基于概率统
计的方法。 同时指出了当前污染源识别数学方法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问题的复杂性、 地下
水有机污染问题和模型求解效率的低下性。 对土壤⁃地下水的联合管理、 基于物联网的地下水污染监测、 对非水相
流体（ Ｎｏｎ⁃ａｑｕｅｏｕｓ Ｐｈａｓ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ＮＡＰＬ） 类污染源识别以及基于图形处理器（ ＧＰＵ） 的异构并行计算将是未来研究的
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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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和危及人类健康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１⁃２］ 。 ２０１１ 年， 中国

环境保护部颁发的 《 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 旨在通过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 对重点污
染地区的地下水进行治理与修复。 地下水污染源调查是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工作的前提， 但是通过观测获取
污染物信息所需要的费用较高， 且观测的数据往往不足以确定污染源的位置以及污染羽的分布范围， 因此，
造成了地下水污染修复的困难 ［３］ 。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可以根据已有的调查数据， 对污染源的位置以及污染
物的泄露过程进行识别， 并以此来还原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转化过程，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 由
于地下水污染具有多源性和复杂性，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的理论和方法是热点和难点， 本文将综述地下水污染
源识别数学方法的研究进展， 并分析这些研究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中国正在开展的地下水
污染调查与修复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１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的基本问题
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迁移理论建立在地下水动力学基础上， 早期主要用于海水入侵问题研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应用， 数值模型开始被用来解决大规模水流、 溶质迁移问题， 而

且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人为污染问题。 一般地， 控制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运移的主要作用包括对流、 机械弥散、
分子扩散以及化学反应等。 以三维的地下水溶质运移为例， 其数学表达式为
Ｃ
＝ ∇［ Ｄ·∇Ｃ］ － ∇［ ｖＣ］ － Ｒ（ Ｃ） ＋ Ｅ
ｔ

（１）

式中： ∇为梯度算子， ［ Ｌ －１ ］ ； Ｃ 为溶质浓度， ［ Ｍ ／ Ｌ３ ］ ； ｔ 为时间， ［ Ｔ］ ； Ｄ 为弥散系数， ［ Ｌ２ ／ Ｔ］ ； ｖ 为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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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 ＬＴ －１ ］ ； Ｒ 为反应项， ［ ＭＬ －３ Ｔ －１ ］ ； Ｅ 为源汇项， ［ ＭＬ －３ Ｔ －１ ］ 。 当 Ｄ 或 ｖ 为浓度 Ｃ 的函数时， 模型为非
线性模型， 否则为线性模型。 在给定初始条件以及边界条件基础上， 通过解析法或数值法等对式（１） 进行求
解， 得到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时空分布。
假定已通过水文地质调查等手段获取到相应的水文地质参数信息， 在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泄露强度以及
污染物泄露的时间过程等信息已知的条件下， 求解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转化过程称之为正问题； 而在已
知污染羽在地下水中时空分布等条件下， 反求污染源的位置、 污染物泄露强度以及污染物泄露的时间过程问
题即为反问题，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即为反问题。 Ｎｅｕｍａｎ ［４］ 最早将反问题求解理论引入水文水资源领域， 并
将反演方法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 对于反问题， 如果同时满足解是存在的、 唯一的、 稳定的 ３ 个条件， 称该
问题是适定的， 但就大多数反问题而言， 往往是不适定的。 毛德强 ［５］ 概括了地下水流反演模型唯一解的约
束条件： ① 模型必须含有流量边界和源汇项； ② 模型中每个节点必须有 ３ 个时间点的观测数据， 其中一个

为初始水头， 不同时间点的水头变化不可为 ０； ③ 对于变饱和含水层， 还需要具备包括非饱和的压力观测数
据； ④ 渗透系数 Ｋ（ ｈ） 和孔隙度 θ（ ｈ） 的表达式已知； ⑤ 在估计饱和含水量 θ ｓ 时， 指定残余含水量 θ ｒ ［５］ 。 由
此可见， 对于一个理想的模型， 其反问题的求解尚且如此复杂， 在实际应用中， 很难获得污染物在每个节点
任意时间点的分布， 而且观测数据一般含有误差， 因此， 不适定性一直是反问题求解的难点。

地下水模型反问题一般分为 ５ 类， 即识别模型参数、 边界条件、 初始条件、 源汇项以及同时识别上述 ４

个条件中两个以上条件。 从代数方程的角度分析， 求解方程中的源汇项 Ｅ 比求解方程中的系数项（ 例如弥散
系数 Ｄ） 简单， 但是对于实际问题， 污染源存在的时间一般比较长， 且由于土地利用类型等变化， 污染物泄
露过程通常非恒定。 地下水污染物迁移模型多为非线性模型， 通过解析解求解反问题的偏微分方程很难实
现， 因而无法实现对污染源的很好识别。 自反演理论被引入该领域以来， 对反问题的求解方法的研究发展迅
速， 并被认为是未来环境模型发展过程中极具挑战性的内容 ［６］ 。

２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主要研究方法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方法最早源于热传导反问题的研究。 热传导问题的控制方程与不考虑对流项的对流⁃

弥散方程非常相似。 在污染源识别研究之初， 热传导反问题的研究已开展了几十年， 因此， 许多热传导反问

题的研究方法被直接借鉴用来解决地下水污染源识别问题 ［７］ 。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类：
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
２ １

直接方法

２ １ １

反向追踪法

反向追踪法是指在已知当前地下水中污染物分布条件下， 沿地下水流向的反方向， 估求之前某个时间点

的污染物分布， 从而确定污染源的位置和泄露强度。 Ｂａｇｔｚｏｇｌｏｕ 等 ［８］ 提出了一种基于反向粒子追踪的方法，
计算过程中通过将速度场变为相反的方向实现逆向的目的， 并通过算子分裂法将对流项进行逆向求解， 但是
对于弥散项保持不变。 弥散项包含了污染物迁移过程中的重要信息， 但弥散是熵增过程， 其物理过程具有不

可逆性， 因此， 该方法无法还原污染物泄露的真实过程。 Ｓｋａｇｓｓ 和 Ｋａｂａｌａ ［９］ 采用了拟反向追踪的方法（ Ｑｕａｓｉ⁃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ＱＲ） ， 该方法避开求解非适定性的对流弥散方程， 而是改求与对流弥散方程非常相似的适定性
方程， 研究发现该方法具有计算效率高的特点， 但是其精度相对较差。 根据逆梁方程法（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Ｂｅａｍ 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 ， Ａｔｍａｄｊａ 和 Ｂａｇｔｚｏｇｌｏｕ

［１０］

程， 发现该方法的结果优于 ＱＲ 法

提出了 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Ｊｕｒｙ 逆梁方程法， 用于求解反向追踪的一维对流弥散方

［１１］

， 但该方法无法扩展到二维或三维模型。 Ｎｅｕｐａｕｅｒ 和 Ｗｉｌｓｏｎ ［１２］ 提出了

一种基于泛函分析理论的伴随状态方法， 并认为该方法具有求解效率高的特点， 曹彤彤等 ［１３］ 通过二维均质、
非均质模型验证了该方法在地下水污染源识别中的适用性。
２ １ ２

基于正则化的直接求解法

不适定性是反问题固有的本质， 理论上来说无法对反问题进行直接求解， 在认识到反问题不适定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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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之后， 很多研究尝试通过正则化的方法进行求解， 即给定相应的数学假设， 将非适定问题转变为适定
问题， 从而可以对反问题直接求解， 但是， 正则化方法的应用是以牺牲解的精度为前提的。 目前比较常用的
方法包括奇异值分解法（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ＶＤ） 、 截断奇异值分解法 （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ＳＶＤ） 以及吉洪诺夫正则化（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 。 ＳＶＤ 用于解决线性反问题解的不

唯一性问题， 而 ＴＳＶＤ 用于解决线性反问题解的不稳定性问题。 ＴＲ 法不仅适用于解决线性反问题解的不稳

定性问题， 还可以解决非线性反问题解的不稳定问题。 Ｓｋａｇｇｓ 和 Ｋａｂａｌａ ［１４］ 在假定污染源位置已知的情况下，
通过一维的均质稳定流模型， 利用 ＴＲ 法反求了污染源释放的过程。 Ｌｉｕ 和 Ｂａｌｌ ［１５］ 将 Ｓｋａｇｇｓ 的方法成功应用
于 Ｄｏｖｅｒ 空军基地某低渗场地。

２ ２

间接方法

２ ２ １

基于优化的方法

最早被用于污染源识别的研究方法是基于优化算法的方法， 其基本原理是借助运筹学中的优化算法， 通
过反复调用地下水污染物迁移模型， 对模型参数进行优化， 使得模型的输出与观测数据尽可能拟合。 由于正
问题一般是适定的， 因此， 该方法克服了直接求解反问题的不适定性。 Ｇｏｒｅｌｉｃｋ 等 ［１６］ 最早将优化方法用于地
下水污染源识别问题， 在借助响应矩阵描述污染源对观测井处污染物浓度的影响基础上， 利用线性规划以及
最小二乘回归对模型参数进行优化， 识别了一维稳定流模型潜在污染源位置和污染物泄露强度以及二维非稳
定流模型潜在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泄露强度和泄露的时间过程。 线性规划适用于线性问题的优化问题， 但是
在面对复杂的非线性问题时， 很难求得最优解。
基于梯度的优化算法当前已被广泛用于非线性模型的优化问题。 如果初值选择比较好， 该类方法可以快

速地完成优化过程得到最优解。 Ｓｏｎｎｅｎｂｏｒｇ 等 ［１７］ 使用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算法识别了 Ｄｅｎｍａｒｋ 地区某污染场

地的污染源 强 度。 Ｓｃｉｏｒｔｉｎｏ 等 ［１８］ 认 为 基 于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法 建 立 的 反 演 模 型 对 弥 散 系 数 非 常 敏 感。
Ｍａｈａｒ 和 Ｄａｔｔａ ［１９］ 通过将地下水模型嵌入包含多种优化算法的优化模型， 提出了一种嵌入式的反演模型（ 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可以同时完成监测网设计、 污染源识别以及含水层等参数估计， 该方法区
别于外部调用方法， 可以自动完成反问题的多目标优化过程。

当非线性模型同时为非凸模型时， 如果待估参数的初值选择不当， 基于梯度的优化算法非常容易陷入局
部极小值， 而无法求得最小值， 因此， 被认为是局部优化算法。 启发式算法是相对于局部优化算法提出的，
不依赖于求解目标函数的梯度， 可以解决非凸模型的优化问题， 在污染源识别领域应用也非常广泛。 当前应
用于地下水污染源识别的启发式算法主要包括遗传算法、 模拟退火法、 人工神经网络以及差分进化算法等。
Ａｒａｌ 和 Ｇｕａｎ ［２０］ 提出了改进的遗传算法（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以及逐步遗传算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１］ ， 分别用于提高计算结果的精度和计算过程的效率。 Ｊｈａ 和 Ｄａｔｔａ ［２２］ 提出了一种自适应模拟退火

法（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 并与遗传算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发现当待估参数初值取值较好时，
自适应模拟退火法收敛更快， 但当观测数据存在较大误差时， 该方法也出现了计算效率低的问题。 人工神经
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Ｎ） 用于污染源识别， 实质是建立污染物迁移模型的输入⁃输出函数关系模
型， 在此基础上寻求最优解， 对函数方程进行计算求解的效率显然要高于迭代求解偏微分方程（ 组） 的数值

法 ［２３⁃２４］ 。 Ｇｕｒａｒｓｌａｎ 和 Ｋａｒａｈａｎ ［２５］ 通过设置不同程度的观测数据误差， 首次将微分进化算法用于地下水污染源
识别。

相对于局部优化算法， 启发式算法对污染物迁移模型进行调用次数更多， 因此， 计算效率一般比较低。
混合法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优化算法联合使用， 充分利用不同优化算法各自的优点。 根据各优化算法在优化
过程中的使用顺序， 混合法可分为序列式混合算法以及嵌入式混合算法 ［２６］ 。 Ｙｅｈ 等 ［２７］ 提出了一种基于模拟
退火法和禁忌搜索法的序列式混合算法， 并识别了理想模型中污染源的位置以及污染物释放历史过程， 其中
禁忌搜索法用于确定污染源的位置， 模拟退火法用于识别污染物的释放历史过程， 并证明该方法具有较强的
鲁棒性。 Ｍａｈｉｎｔｈａｋｕｍａｒ 和 Ｓａｙｅｅｄ ［２８］ 则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与局部优化算法的序列式混合算法， 不同于
Ｙｅｈ 等 ［２７］ 的方法， 其首先使用遗传算法快速获得一个接近全局最优解的结果， 然后使用局部优化算法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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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微调， 既克服了遗传算法求解速度慢的缺点， 也克服了局部优化算法难以求得全局最优解的缺点。
Ｎｅｗｍａｎ 等 ［２９⁃３０］ 将遗传算法与最小相对熵算法结合， 该方法的计算过程与 Ｍａｈｉｎｔｈａｋｕｍａｒ 的方法类似， 不同
之处在于并非将未知变量作为确定的值， 而是服从某种概率分布的不确定值， 最终不仅可以反演得到未知变

量的结果， 还兼具了不确定性分析功能。 Ｍｉｒｇｈａｎｉ 通过将 Ｈｏｏｋｅ⁃Ｊｅｅｖｅｓ′ Ｓｅａｒｃｈ 局部优化算法嵌入遗传算法，
并通过理想案例证明该方法在污染源位置已知的条件下， 可以高效识别污染物泄露过程 ［３０］ 。 特别地， 嵌入
式方法优于序列式方法在于嵌入式算法可以进行并行化处理。

基于优化算法的反问题求解效率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污染物迁移模型计算速度较慢， 并行计算 ［３１］ 和替

代模型 ［３２］ 即通过对污染物迁移模型进行改变来提高其计算效率。 Ｍｉｒｇｈａｎｉ 等 ［３３］ 结合遗传算法与并行化的污
染物迁移模型， 用于均质、 非均质模型的污染源识别， 结果认为该方法可以将计算效率提高 １００ 倍以上。 替
代模型实质是通过支持向量机、 神经网络等方法建立污染物迁移模型输入⁃输出之间的函数关系， 通过利用
已有的数据或实验设计生成的数据对替代模型进行训练，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污染物迁移模型等效的功
能， 因此， 替代模型是没有物理意义的数据驱动模型， 用其取代地下水污染物迁移模型进行污染源识别， 能
够大幅度减少基于空间网格剖分与时间离散的地下水数值模型所带来的计算负荷， 从而提高污染源识别的
效率 ［３４⁃３５］ 。

２ ２ ２

基于概率统计的方法

最先被应用于污染源识别问题的基于概率统计的方法包括多元非线性回归以及与其相关的极大似然
法

［３６］

等。 根据大数定律， 一般假定观测数据误差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由极大似然法建立观测数据与

模型输出之间的目标函 数， 从 而 将 问 题 转 化 为 最 小 二 乘 问 题， 但 是 最 小 二 乘 法 对 奇 异 值 非 常 敏 感， Ｓｕｎ

等 ［３７］ 提出了一种稳健的最小二乘法（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ＬＳ） ， 并用于污染源识别， 结果证明该方法可以
降低污染源识别结果对观测数据误差的敏感性， 当模型是非适定的或者观测数据误差较大时， 该方法展示出
了较强的稳健性。 回归法本身可以用于解决简单的污染源识别问题， 但是对于复杂的非线性模型， 回归法往
往与优化算法结合使用。
贝叶斯理论是数理统计的一个分支， 被广泛用于反问题求解， 与经典的统计理论中将分布参数 θ 作为确

定性的未知常量不同， 贝叶斯理论认为由于观测数据包含不确定性的信息（ 例如观测误差） ， 将 θ 看作随机
变量， 并以概率密度函数表示， 因此， 该方法求解反问题， 解是存在的且唯一的。 在获得样本之前， 对 θ 的

认识称为先验信息， 采用先验分布描述（ 先验概率密度函数） ； 获得样本后， 样本中又包含了 θ 新的信息，
采用似然函数描述； 通过贝叶斯公式将具有主观性的先验分布与具有客观性的似然函数结合， 得到 θ 的后验
分布（ 后验概率密度函数） ， 显然， 后验分布中包含了 θ 的先验和样本信息， 由后验分布对 θ 进行统计或推断
更合理； 而且， 获得新样本后， 原来的后验分布又变成先验分布， 与新样本综合又得到新的后验分布， 从而
不断更新对 θ 的认识， 这也是贝叶斯理论的精髓所在 ［３８］ 。

当待估参数的先验概率密度函数以及极大似然函数的形式比较简单时， 最终得到的后验概率密度函数形

式也相对简单， 比如高斯分布或类高斯分布， 因此， 可以通过点估计的方法直接求解得到最优估计值， 特别
是当污染物迁移模型为线性模型时， 通过后验概率密度函数估计最优值可以转化为线性回归问题。 此外， 基
于贝叶斯推理得到参数的概率密度函数， 可以直接对概率密度函数进行区间估计， 从而分析参数的不确定

性。 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 和 Ｋｉｔａｎｉｄｉｓ ［３９］ 最先将贝叶斯推理的方法用于地下水污染源识别问题， 基于一维的稳定流模型，
在只考虑一个位置已知污染源情况下， 识别了污染物的泄露过程， 但是该方法无法保证求解过程中污染物浓
度值是非负的。 Ｂｕｔｅｒａ 和 Ｔａｎｄａ ［４０］ 将该方法应用于有多个污染源存在的二维模型， 并考虑了观测数据含有不
同程度误差情况下对结果的影响。 Ｍｉｃｈａｌａｋ 和 Ｋｉｔａｎｉｄｉｓ ［４１］ 提出了一种基于反射布朗运动（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Ｂｒｏｗｎｉａｎ

Ｍｏｔｉｏｎ） 的严格统计方法， 保证了贝叶斯推理过程中污染物浓度为非负值， 还提出了一种基于地质统计的伴
随状态方法， 认为当待估参数维度较高时， 该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计算效率 ［４２］ 。 Ｓｕｎ

［４３］

提出一种鲁棒

地质统计法用于解决数学模型为线性模型的污染源识别问题， 认为该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地质统计方法， 在面
对模型与参数的不确定性问题时， 具有更强的鲁棒性。 最小相对熵法（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是一种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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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斯推理方法， 可以充分利用先验信息进行反问题的求解。 Ｗｏｏｄｂｕｒｙ 和 Ｕｌｒｙｃｈ

［４４］

通过只考虑对流和弥散

的一维污染物迁移模型， 在给定污染源释放强度的取值范围等先验信息条件下， 得到了污染物释放强度的后
验概率密度函数， 然后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得到其最优估计值。
基于贝叶斯推理的卡尔曼滤波技术是一种反问题的求解方法， 主要包括传统的卡尔曼滤波、 扩展的卡尔

曼滤波以及用于非线性问题的集合卡尔曼滤波。 Ｄｏｋｏｕ 和 Ｐｉｎｄｅｒ ［４５］ 结合蒙特卡罗抽样法与卡尔曼滤波技术，
识别了给定污染源位置的污染物泄露强度。 江思珉等 ［４６］ 提出一种基于卡尔曼滤波技术和模糊集合理论的地
下水污染羽识别方法。 崔尚进等 ［４７］ 提出一种基于 Ｕ⁃Ｄ 分解的卡尔曼滤波法， 用以解决卡尔曼滤波方程中协
方差矩阵可能出现的不对称或非正定的情况， 并通过二维稳定流模型验证了其可靠性。 Ｈｕａｎｇ 等 ［４８］ 采用了
基于集合卡尔曼滤波技术的数据同化方法， 识别二维稳定流模型污染物泄露强度。 卡尔曼滤波技术假定先验
分布为多维高斯分布， 因此， 在解决非高斯问题时精度不够好。
实际问题中， 先验分布的形式很多， 且由于数值模型的参数与模型输出多为非线性关系， 使得似然函数
解析式非常复杂， 因此， 即使服从高斯分布的变量在经过非线性系统转换后也会呈现非高斯分布特征， 最终

得到的后验概率密度函数也非常复杂（ 例如非凸函数） ， 导致反问题仍然是非适定的且无法通过点估计求解
最优值。 Ｘｕ 和 Ｇóｍｅｚ⁃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４９］ 采用了一种改进的集合卡尔曼滤波法用于污染源识别研究， 可用于待估
参数服从非高斯分布的问题， 同时也意识到该方法当前无法应用于实际问题。 基于蒙特卡罗随机采样的马尔
科夫链蒙特卡罗法（ ＭＣＭＣ） ， 根据抽样便可统计出参数的后验分布， 避开了求解似然函数的解析式， 已成为
贝叶斯计算最流行的方法 ［５０］ ，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算法和 Ｇｉｂｂｓ 算法是最著名的两种 ＭＣＭＣ 方法， 被广泛应
用于基于理想模型的污染源识别研究 ［５１⁃５２］ 。

基于 ＭＣＭＣ 的抽样方法往往需要充分的样本（ 通常为几千个） 才能获得相对准确的统计结果。 虽然当前

有大量研究通过优化 ＭＣＭＣ 取样方法来提高其效率 ［５３⁃５４］ ， 但与基于优化算法的地下水污染源识别问题类似，
其主要原因在于物理模型计算速度较慢， 因此， 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着求解效率较低的问题。 替代模型作为
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同样适用于基于贝叶斯推理的地下水污染源识别， 提高计算效率的同时， 也得到了精度
较高的结果 ［５５⁃５６］ 。

３
３ １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方法应用中的主要问题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问题的复杂性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问题的复杂性包括两个方面： 污染物泄露过程的复杂性和由此造成的观测数据的难以

获取性。 由于地下水特殊的赋存条件， 其污染过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长时间来难以被人类察觉， 在此期
间， 土地利用方式变更等使得污染物的种类和泄露强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利用有限且时间上不连续的观测数
据， 对泄露过程比较复杂的单一组分甚至多组分的污染源进行识别将变得非常棘手。 宋昕等 ［５７］ 认为由于中
国工业企业早期管理不具系统性， 大多数污染场地的运行记录没有备案， 使得场地污染源描述、 污染羽的迁
移转化规律分析非常困难。 对北京平原区地下水主要污染源进行解析的结果显示，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废
水排放对可能进入地下水的污染物量影响很大， 但涉及资料难以获取， 此外， 单一污染源释放的污染物往往
是多种的 ［５８］ 。 杨悦锁等 ［５９］ 综述了土壤和地下水中重金属和多环芳烃复合污染的研究进展， 认为中国当前复
合污染已经非常普遍， 且由于其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 为污染治理修复带来很大困难。

理想模型的研究一般假定地下水模型完全准确， 但实际中地下水模型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 其来源包括

了水文地质参数等驱动数据的不确定性、 观测资料的不确定性以及模型结构等的不确定性 ［６０］ 。 特别地， 弥
散度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 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将对污染源识别形成严重干扰。 此外， 地下水污染源识别依
赖于先验信息， 以贝叶斯推理为例， 在缺乏先验信息的情况下， 一般假定待估参数在某一区间内服从线性分
布， 这一主观假设与地下水模型本身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使得污染源识别得出错误的结论， 从而影响决策者制
定修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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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有机污染问题

由于人类早期的地下水污染问题主要针对溶解性污染物（ 海水入侵、 农业灌溉等） ， 因此， 污染源识别

研究大多建立在对流弥散方程基础之上。 近年来， 非水相流体（ Ｎｏｎ⁃ａｑｕｅｏｕｓ Ｐｈａｓ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ＮＡＰＬ） 类污染物被
广泛关注， 它与溶解性污染物相比， 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 作为一种独立的相态存在， 多相流理论的发展
为研究其在多孔介质中的运移提供了重要工具 ［６１⁃６２］ 。 当前对京津冀地区的地下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初步调查

表明， 该地区地下水中有机污染物种类高达 １３３ 种， 长期滞留于地下水中的有机污染以及经缓慢降解后的中
间产物， 一般毒性很强。 但单纯地通过取样检测其在水中的浓度等方法很难用于识别该类污染源的信息， 特
别对于重质非水相流体（ ＤＮＡＰＬ） ， 一旦进入潜水含水层后便持续向下运移， 累积于潜水含水层底板， 难以

对其量化。 由于含水层介质的非均质性以及不同种类 ＮＡＰＬ 类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迁移转化和归趋等的差异，
也使得对地下水有机污染问题的研究成为世界性难题。 Ｋａｓｈｕｋ 等 ［６３］ 认为在获取到部分观测资料基础上， 仅
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或数值模型等对有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过程进行研究， 无法对模型进行有效识别， 从而无
法保证其高仿真， 并提出了一种基于色彩空间表示有机污染物浓度的非侵入式地下水有机污染物监测方法。
其他用于可视化有机污染物在土壤、 地下水中等运移的方法可参考文献［６３⁃６５］ 。

３ ３

求解方法计算效率低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对地下水污染源识别方法的研究发展迅速， 但不难发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想模
型为主， 对于场地尺度的实际问题， 如何在保证模型精度的前提下， 高效地完成计算求解过程仍然是无法回
避的问题。 基于优化算法的方法需要反复调用正演模型， 该过程将非常耗时， 而且， 随着待估参数维度增
加， 其效率下降非常快； 基于概率统计的方法， 特别是基于贝叶斯推理的方法， 虽然 ＭＣＭＣ 方法在估计后
验分布时， 避免了直接求解积分的困难， 但将其应用于实际问题时是否有足够的计算效率， 能否满足实际要
求， 仍待进一步研究。 替代模型作为没有物理意义的数据驱动模型， 虽然求解效率非常高， 但其训练过程仍
需要通过实验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ＯＥ） ， 反复调用物理模型进行取样， 因此， 替代模型的训练过程
非常耗时。 直接求解法虽然不存在计算效率的问题， 然而， 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多用于求解理想模型的污
染源识别。 因此， 当前对于污染源识别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 可供实际应用的成果相对较少。
随着以贝叶斯推理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基于贝叶斯推理的方法用于地下水污染源识别已展现
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从数学角度分析， 基于优化的方法求解反问题更加严格， 但是考虑到当前观测数据的匮
乏以及模型、 数据等不确定性的存在， 通过贝叶斯推理所建立的学习系统， 从统计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求
解， 以数据同化的方式反复地将新的观测数据融入模型， 提高模型的仿真性， 因此， 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已
有的观测数据， 同时兼顾考虑数据等的不确定性。 特别对于地下水有机污染问题， 当前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
多以该方法为主 ［６６］ 。 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 同时也为环境、 水文相关模型反问题

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方向， 随着未来监测技术的提高， 大量的观测数据将很大程度上提高物理模型的仿
真性 ［６７⁃６８］ ， 因此， 如何提高物理模型的计算效率将成为反问题求解的主要障碍。

４

结论与展望
（１） 从污染物的传导过程来看， 地下水污染与土壤污染关系非常密切，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为同一问

题， 地下水主要存贮于地下含水层中， 与非饱和带直接连通， 二者之间发生着频繁的物质交换， 地下水污染
经常是由土壤污染转移造成的。 因此， 与当前地下水污染源识别只将饱和带作为研究对象相比， 未来将饱和
带和非饱和带进行统筹考虑， 其物理意义更具合理性。

（２） 大数据背景下， 数据的价值越来越被重视， 而地下水污染源识别作为污染物迁移问题的反问题，

所需的驱动数据更多， 而且数据的获取难度更大。 近年来，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使得地下水污染监测数据的
采集、 管理和实时分析成为可能。 因此， 全国范围内布设地下水监测网将成为中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的重
要数据来源， 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 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污染源识别的同时， 可以优化监测网的设计， 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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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观测井获取到的观测数据又可以进一步用于污染源识别。

（３） 将地球化学方法（ 比如同位素实验和污染物迁移可视化实验） 与数学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将是识别地

下水中有机污染物（ 特别是非水相流体） 比较可行的方法， 借助室内、 室外实验等获取足够数据的基础上，
利用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污染源识别， 可以保证模型的高仿真性和求解的精度。

（４） 基于 ＧＰＵ 的异构并行计算已在深度学习领域展现了较好的性能， 因此， 基于 ＧＰＵ 的并行方法对物

理模型进行并行化以及对构建替代模型的过程进行并行化将很大程度上提高地下水污染源识别这类反问题的
求解效率， 也是将当前的理论研究应用于实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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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３９ （２） ： １０３３．

［ ４２］ ＭＩＣＨＡＬＡＫ Ａ Ｍ， ＫＩＴＡＮＩＤＩＳ Ｐ 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 ４０（８） ： Ｗ０８３０２．

［４３］ ＳＵＮ Ａ Ｙ．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 ４３
（２） ： Ｗ０２４１８．

［４４］ ＷＯＯＤＢＵＲＹ Ａ Ｄ， ＵＬＲＹＣＨ Ｔ Ｊ．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 Ｊ］ ．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１９９８， １２（５） ： ３１７⁃３５８．

［４５］ ＤＯＫＯＵ Ｚ， ＰＩＮＤＥＲ Ｇ 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ＤＮＡＰＬ ｓｏｕｒ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３７６（３ ／
４） ： ５４２⁃５５６．

［４６］ 江思珉， 张亚力， 周念清， 等． 基于卡尔曼滤波和模糊集的地下水污染羽识别［ Ｊ］ ． 同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２０１４
（ ３） ： ４３５⁃４４０． （ ＪＩＡＮＧ Ｓ Ｍ， ＺＨＡＮＧ Ｙ Ｌ， ＺＨＯＵ Ｎ Ｑ， ｅｔ 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ｕｍ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
ｔ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２０１４（３） ： ４３５⁃４４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７］ 崔尚进， 卢文喜， 顾文龙， 等． 基于 Ｕ⁃Ｄ 分解的卡尔曼滤波法在地下水污染源识别中的应用［ Ｊ］ ． 中国环境科学， ２０１６， ３６
（ ９） ： ２６３３⁃２６３７． （ ＣＵＩ Ｓ Ｊ， ＬＵ Ｗ Ｘ， ＧＵ Ｗ Ｌ，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Ｄ 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 ３６（９） ： ２６３３⁃２６３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８］ ＨＵＡＮＧ Ｃ， ＨＵ Ｂ Ｘ， ＬＩ Ｘ，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ｏｌｕｔ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Ｊ］ ．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２３
（８） ： １１５５⁃１１６７．

［４９］ ＸＵ Ｔ， ＧÓＭＥＺ⁃ＨＥＲＮＮＤＥＺ Ｊ Ｊ． Ｊｏｉ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ｏｌｕｔｅ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ｑｕｉｆｅｒ ｖｉａ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５２（８） ： ６５８７⁃６５９５．

［ ５０］ ＹＵＳＴＲＥＳ Á， ＡＳＥＮＳＩＯ Ｌ， ＡＬＯＮＳＯ Ｊ，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ｉｎ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ｌｏｗ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 １６（１） ： １⁃２０．

［ ５１］ ＨＡＺＡＲＴ Ａ， ＧＩＯＶＡＮＮＥＬＬＩ Ｊ， ＤＵＢＯＳＴ Ｓ，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ｌｉｋ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
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ＭＣＭＣ ［ Ｊ］ ．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９６（５） ： ３４６⁃３６１．

［５２］ 顾文龙， 卢文喜， 张宇， 等． 基于贝叶斯推理与改进的 ＭＣＭＣ 方法反演地下水污染源释放历史［ Ｊ］ ． 水利学报， ２０１６， ４７
（６） ： ７７２⁃７７９． （ ＧＵ Ｗ Ｌ， ＬＵ Ｗ Ｘ， ＺＨ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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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２， ３７（１）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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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宋昕， 林娜， 殷鹏华． 中国污染场地修复现状及产业前景分析［ Ｊ］ ． 土壤， ２０１５， ４７（ １） ： １⁃７． （ ＳＯＮＧ Ｘ， ＬＩＮ Ｎ， ＹＩＮ Ｐ Ｈ．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ｉｔ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 Ｊ］ ． Ｓｏｉｌｓ， ２０１５， ４７（１） ： １⁃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 ５８］ 陆燕， 何江涛， 王俊杰， 等． 北京平原区地下水污染源识别与危害性分级［ Ｊ］ ．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２， ３３（５） ： １５２６⁃１５３１． （ ＬＵ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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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杨悦锁， 陈煜， 李盼盼， 等． 土壤和地下水中重金属和多环芳烃复合污染和修复研究进展［ Ｊ］ ． 化工学报， ２０１７， ６８（ ６） ：
２２１９⁃２２３２． （ ＹＡＮＧ Ｙ Ｓ， ＣＨＥＮ Ｙ， ＬＩ Ｐ Ｐ，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ｃｏ⁃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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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 ２０１０， ４８（５） ： ７０１⁃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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