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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空间尺度上，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可用分为田块尺度、流域尺度和区域尺度。国家尺度属于区域尺
度范畴，是掌握整个国家种植业源污染负荷概况、检验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措施成效、预测面源污染发展趋势
的重要尺度。本文综述了国家尺度上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输出系数法、改进输出系
数法、多元回归法、贝叶斯递归回归树模型、过程模型模拟法等，并利用以上方法对我国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
进行估算。其中氮素径流损失估算结果在 0.30~2.40 Tg 之间，氮素淋洗损失为 0.36~2.03 Tg，磷素径流损失为
3.5~6.37 Mg。指出了我国国家尺度种植业面源污染流失量估算方法存在以下主要问题：源头排放未区分背景排
放和肥料排放，也未考虑南方一年多熟制排放差异，过程削减未充分考虑沿程消纳。为此，提出我国国家尺度
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方法应进一步明细各土地利用输出系数、区分背景排放和肥料排放，考虑我国熟制的
区域差异、考虑田块到流域出口的沿程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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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stimation method of nation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loading from pla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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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spatial scal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load estimation of planting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field
scale, watershed scale, and regional scale. The national scale belongs to regional scale, which is an important sca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from the planting system in the entire country,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and predicting the trend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load estimation from planting system at the
national scale. These methods mainly include export coefficient method, improved export coefficient method, multiple
regression method, Bayesian recursive regression tree, and progress module. Then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se methods
were compared. The estimated nitrogen runoff was between 0.30-2.40 Tg, nitrogen leaching was between 0.36-2.03 Tg,
and phosphorus runoff was between 3.5-6.37 Mg in planting system of China. There are two main problems existed:
1) for source emissions process, these methods do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background emissions and fertilizer
emissions, and between multiple crops a year in South China; 2) for retention process, these models do not fully
consider removal process along the pathway.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load estimation
for planting system at national scale should further detail the output coefficients of each land use, distinguish between
background emissions and fertilizer emissions,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ripening system, and
consider removals along the pathway from field to watershed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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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研究

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溶解态或固态污染物，
在降雨径流的冲刷和淋溶作用下进入受纳水体，形
成农业面源污染 [1]。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水
环境质量急剧恶化，面源污染日趋成为水体富营养
化的主要原因。有关研究表明，农业源氮磷污染对
太湖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77% 和 33.4% [2]，对巢湖贡
献率分别为 53% 和 42% [3]。然而，面源污染因其形
成过程受区域地形、气候、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等
多种因素影响，具有随机性、分布范围广和产生机
理复杂等特点 [4]，这些特点使得面源污染在监测、
模拟与控制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
空间尺度上，面源污染估算可用分为田块尺度、
流域尺度和区域尺度。田间尺度种植业面源污染负
荷估算研究大多是以典型田块为基础，开展典型田
块的径流动态特征观测，基于管理措施如施肥、灌
溉等田块理化性质与作物生长、降雨强度等进行估
算 [5]。流域尺度上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是基于
代表性流域为研究对象，开展流域尺度的河流断面
与流域出口水质水量观测，基于流域土地利用、景
观格局、土壤、管理和气象等因子空间变异进行估
算 [6]。区域尺度上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是通过
调查区域典型水体水质时空变异，将区域划分成网
格、行政单元和流域，基于种植制度、气候条件和
人类活动等因子空间变异进行估算 [7]。因此，区域
尺度是掌握整个地区或国家种植业源污染负荷概
况、检验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措施成效、预测面源
污染发展趋势的重要尺度 [8]。
目前，面源污染的量化研究大多基于田块尺度
和流域尺度，由于面源污染负荷有很强的时空变异
性，将小尺度估算结果放大到区域污染负荷估算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 [9]。随着面源污染损失规律研究不
断深入，越来越多全国尺度上的估算方法出现。从
早期经典输出系数法到考虑土地利用变化、水文等
因素的改进系数法，从经验统计模型到复杂机理模
型。本文简要综述了国家尺度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
的估算方法，结合研究结果分析了我国种植业面源
污染防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面源污染发展
的优先研究领域和重要方向，可为种植业面源污染
控制和管理的定量化研究提供参考。

1 估算方法
1.1 输出系数法
输出系数法是指利用一个单一的系数或系数
集来表征区域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强度。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美国和加拿大在研究土地利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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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负荷—湖泊富营养化关系的过程中，首次提出并
应用输出系数法，这种方法为人们估算面源污染提
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10-11]。但早期的输出系数法土地
利用分类简单，精度不高，只能用于估算土地利用
类型较为单一区域内的面源污染。针对这一不足，
Johnes [12] 对不同作物类型提出不同的输出系数，并
利用它对英国 Windrush 流域的氮磷损失量进行估
算。这种改进方法丰富了输出系数模型的内容，提
高了模型对土地利用状况变化的灵敏度，因此被广
泛应用于面源污染负荷研究。在我国，朱兆良 [13]
开展了长期定位试验，借鉴 Johnes 经典输出系数法，
建立了我国 1979 年和 1998 年农业生态系统氮素损
失的输出系数，其中氮素淋失系数约为化肥氮投入
量的 2%，径流系数约为化肥氮投入量的 5%。
1.2 改进系数法
传统的输出系数法假定农田输出系数固定不
变，这种假设导致估算结果和现实状况差异很大 [14]。
为提高估算精度，胡玉婷 [15] 在输出系数模型中将
农田区分为水田和旱地，对两种典型土地利用方式
的径流和淋洗损失采用不同的输出系数，其中水田
氮素淋失率和径流率分别为投入化肥氮的 3.39% 和
5.15%，旱地氮素淋失率和径流率为投入化肥氮的
9.97% 和 5.15%。第一、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16-17]
进一步将 37 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径流和淋失区分开，
在全国不同地区选取代表性地形地貌，设置数百个
地表径流和地下淋溶监测试验点，从而得出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的径流和淋失系数。上述输出系数模型
都不考虑面源污染负荷的滞后性，为此，Worrall 和
Burt [18] 提出考虑土地利用变化对污染物输出系数影
响的氮流失动态模型，减小了预测误差。面源污染
除随水迁移之外，还随泥沙进行迁移，尤其是易被
泥沙吸附的磷素 [19]。由于泥沙输移率在迁移过程中
逐渐减小，泥沙颗粒中吸附态磷在泥沙输移过程时
无法全部进入受纳水体。为此，Soranno 等 [20] 提出
考虑磷迁移损失的改进输出系数法来预测和评价面
源磷负荷。
1.3 多元回归法
尽管输出系数法经过不断的扩充和发展，但只
是在土地利用方式上的细化，而农田氮磷流失过程
十分复杂，只考虑施肥量单一影响因子，忽略气象
条件、地形地貌、土壤性质和作物管理等众多因素，
在估算上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基于此，杨旺鑫 [21]
通过收集不同区域关于农田氮磷损失的文献，提出
氮磷流失量与土壤全氮 / 磷含量、黏粒含量、氮磷
施用量和降雨量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夏永秋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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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我国大量农田氮素径流和淋洗损失数据，应
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提取影响种植业面源氮负荷
量的气候、地理、作物管理和土壤等因子，构建基
于氮肥用量、降雨量和土壤黏粒含量的多元回归模
型。结果表明，与仅考虑化肥施用量的输出系数模
型相比，增加降雨量因子或土壤黏粒含量因子后的
多元回归模型可大大提高国家尺度种植业面源污染
负荷估算的准确性。
1.4 贝叶斯递归回归树模型
由于区域尺度上面源污染负荷变异大，影响因
素众多，通过一个或几个系数的模型很难解释面源
污染负荷的空间变异。贝叶斯递归树的思想是，将
大问题分解为小问题来求解，然后再将小问题分解
为小小问题。这样一层一层地分解，直到大变异被
分解得足够小，在每一个小的变异范围内，都可以
通过简单的因子进行充分解释，不用继续递归分解
为止 [23]。基于这种思路，周丰和周怀成 [24] 提出“多
输入—单输出”的国家尺度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贝
叶斯递归回归树模型（Bayesian Recursive Regression
Tree, BRRT）
（式 1）
，用来弥补输出系数模型和多
元回归模型的不足。

p (T X , Y ) ∝ p (T ) ∫ p (Y X , θ , T ) p (θ T )dθ （1）
式中 ：p(T | X, Y) 为面源负荷的响应决策树，X 为影
响因素，Y 为面源负荷，θ 为模型参数，p(T) 和 p(θ | T)
分别为决策树和参数的先验分布，p(Y | X, θ, T) 为似
然函数。
BRRT 原理是通过随机搜索和局部贪婪搜索，
以似然函数值最大为目标，建立因变量和自变量
之间的时间或空间线性分段函数。Hou 等 [25] 和高
硕硕等 [26] 基于大量站点农田氮素负荷与影响因素，
利用 BRRT 分别拟合氮素径流和淋溶损失的分段函
数模型（PKU-NLEACH 和 PKU-NRUNOFF）
。
1.5 过程模型模拟法
上述全局或者分段回归模型，都是建立面源污
染负荷与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经验关系，仅代表区
域内面源污染负荷的平均水平，缺乏对污染物负荷
的机理表达 [27]。为克服这一方法的局限性，Fu 等 [28]
在大量田间观测和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将土壤—水
界面的氮磷动态过程纳入面源污染负荷过程模型
（Rice Paddy Runoff Module, RPR）中，并得到全国
主要水稻产区 11 个地点 127 场降水径流事件田间
观测的验证。RPR 模型主要包括水分动态平衡、氮
磷传输过程和灌溉施肥管理三个部分，采用水文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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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作物物候学的耦合方程进
行建模，用于模拟网格单元或农田尺度上的氮磷日
径流通量，最后根据模型参数如气候、土壤、土地
覆盖、移栽和收获日期、肥料施用率以及施肥和灌
溉方案等数据在全国尺度上的分布，模拟了我国中
稻、早稻和晚稻不同种植制度的稻田氮磷径流流失
时空格局和减排潜力。

2 估算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方法，众多研究者在全国尺度上对我
国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进行了研究（表 1）
。结
果表明，我国总氮径流损失估算结果在 0.30~2.40
Tg 之间，总氮淋洗损失为 0.36~2.03 Tg，总磷径流
损失为 3.5~6.37 Mg，由于总磷易被土壤吸附，总磷
淋洗损失一般很低，很少有关于全国尺度总磷淋洗
损失的估算。面源污染排放过程较为复杂，受地形、
地貌、气候和水文等因素影响，同时，估算方法、
数据来源和影响因素选择等的不尽相同，导致核算
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2.1 全国尺度种植业氮素径流损失比较
对于全国尺度种植业氮素径流损失，朱兆良 [13]
通过输出系数模型，估算出全国种植业氮素径流负
荷为 1.2 Tg。胡玉婷 [15] 基于改进的输出系数法对全
国 224 组农田氮素损失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氮
素径流损失量为 1.31 Tg。Wang 等 [29] 根据地表水
系统各个流域农田输入的空间分布，采用改进输出
系数法计算农田径流，得到 2017 年全国总氮径流
输出量为 2.4 Tg。Cui 等 [30] 对 462 篇已发表文献和
3 374 个观测值组成的数据集进行分析，建立氮素
损失与施氮量之间的指数模型，估算全国稻田氮素
径流损失量为 0.17 Tg。Sun 等 [31] 通过分析全国 232
个监测点的测量数据，获取 2004 年至 2017 年我国
氮肥的流失系数和流失量，研究发现，地表径流氮
肥排放量从 0.33 Tg 降低至 0.30 Tg。夏永秋等 [22] 应
用逐步回归方法对全国 187 组文献数据进行多元
回归分析，模拟得到 2011 年全国种植业氮素径流
损失量为 0.96 Tg。杨旺鑫 [21] 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
2011 年我国各省水田和旱地化肥使用的氮素损失
进行研究，模拟全国水田旱地总氮径流总损失合计
2.37 Tg。Hou 等 [25] 基于 BRRT 算法校验后的经验
模型对环境因素作用于氮素径流损失进行模拟，估
算 2008 年中国农田总氮径流量为 1.09 Tg。Fu 等 [28]
建立我国稻田施肥、灌排和耕作制度数据集，通过
开发的 RPR 模型估算全国稻作系统中氮素径流流失
量为 0.27 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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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国家尺度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方法及结果对比
Estim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mparison of nation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loading from planting system

方法名称

模型类型

研究对象

输出系数法

经验模型

改进系数法

多元回归法

经验模型

统计模型

贝叶斯递归
回归树模型

统计模型

稻田径流流失
过程模型

机理模型

污染流失量

来源

径流

淋洗

总损失量

TN

1.2

0.5

1.7

朱兆良 [13]

TN

1.31

2.03

3.34

胡玉婷等 [15]

TN

-

-

0.71

TP

-

-

37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 [16]

TN

-

-

0.72

TP

-

-

76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 [17]

TN

2.4

-

-

Wang 等 [29]

TN

0.17（水田）

-

-

Cui 等 [30]

TP

3.5

-

TN

0.30

0.36

0.66

Sun 等 [31]

TN

0.96

1.01

1.97

夏永秋等 [22]

TN

2.37

1.80

4.17

TP

6.37

-

-

TN

1.09

-

-

Hou 等 [25]

TN

-

0.88

-

高硕硕和周丰 [26]

TN

0.27（水田）

-

-

TP

1.70（水田）

-

-

Sun 等 [32]

杨旺鑫 [21]

Fu 等 [28]

注 ：表中 TN 和 TP 的单位分别为 Tg 和 Mg。

2.2 全国尺度种植业氮素淋洗损失比较
对于全国尺度种植业氮素淋洗损失，朱兆良 [13]
基于输出系数法，估算出全国种植业面源氮素淋洗
负荷为 0.5 Tg。胡玉婷 [15] 区分稻田和旱地的损失系
数，
得到全国氮素淋溶损失总量为 2.03 Tg。Sun 等 [31]
通过改进输出系数模型对全国氮素淋洗损失进行估
算，结果表明，淋溶损失的氮肥排放量从 2004 年
的 0.38 Tg 降低至 2017 年的 0.36 Tg。夏永秋等 [22]
构建氮素损失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计
算得到 2011 年全国种植业氮素淋洗损失量为 1.01
Tg。杨旺鑫 [21] 利用农田实验数据对我国 2011 年种
植业源氮素损失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估算我国种植
业总氮淋洗损失为 1.80 Tg。高硕硕和周丰 [26] 通过
BRRT 模型检验并量化了我国农田氮素淋溶损失与
施肥量的关系，计算出 2008 年我国农田上因施肥
量引起的总氮淋溶量为 0.88 Tg。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 [16] 对 2007 年我国内地 31 个省市自治区种植
业氮素流失潜力进行估算，得到全国农田氮素损失
量为 0.71 Tg。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17] 得到 2017
年我国种植业氮素总损失量为 0.72 Tg。
2.3 全国尺度种植业磷素径流损失比较
对于全国尺度种植业磷素径流损失，Sun 等 [32]
通过改进输出系数法对全国尺度种植业磷素径流损
失进行估算，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我国种植
业磷素损失量分别为 3.5 Mg、3.8 Mg 和 4.6 Mg。杨
旺鑫 [21] 基于多元回归法估算 2011 年我国水田和旱

地磷素径流总损失合计 6.37 Mg。Fu 等 [28] 采用过程
模型模拟法对中国稻田总磷径流损失的空间格局和
缓解潜力进行模拟研究，估算全国稻作系统中总磷
径流流失量为 1.70 Mg。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16]
估算 2007 年我国种植业总磷损失量为 37 Mg，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17] 得到 2017 年我国种植业总磷
损失量为 76 Mg。

3 估算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沿程消纳过程模拟
种植业面源污染的成污过程是农田中的氮磷营
养元素以径流、淋洗等形式到达地表、溪流、沟渠、
池塘、下水道和地下水等，经输移到达河流、水库、
湖泊和海洋，成为污染 [33]。一般来说，田块产生的
面源污染物无法全部到达流域出口，污染物在向下
游输移过程中由于土壤植被的截留、泥沙沉淀、地
下渗漏和微生物分解等过程逐步消纳 [34-36]。现有国
家尺度面源污染负荷模型，由于数据源大多基于田
块流失量的监测，对污染物伴随径流产生与汇集时
向流域出口迁移过程中的损失考虑不足，未能综合
流域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覆盖和土地利用等
因素的影响，因此计算出的结果严格上仅为流域面
源污染物发生量 , 并非流域出口的实际污染负荷。
Khadam 和 Kaluarachchi [37] 提出考虑水文因素和流域
损失的改进输出系数模型，并将此模型应用于美国
华盛顿州，发现该模型模拟准确性明显提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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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算我国种植业面源污染总氮和总磷负荷量的研
究中，应对区域污染物在输移过程中的损失加以考
虑，进一步提高核算结果准确度。
3.2 未区分背景排放和肥料排放

未被淋失的养分可在后续作物季释放出来。因此，
在估算全国尺度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时，应充分考
虑种植制度的影响。
3.4 缺乏氮磷流失过程建模

农田土壤氮磷流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施用化
肥会显著增加氮磷流失量 [38]。在不施肥情况下土壤
本身也会因有机态氮磷矿化作用释放出未被作物吸
收的无机态氮磷污染物，以径流或淋洗形式流失，
称为背景排放 [39-40]。许多学者在计算全国面源污染
负荷时通常不区分背景排放和肥料排放，从而未能
客观评价施肥对面源污染的贡献。倪玉雪 [41] 对旱
地农田氮素径流和淋洗损失的研究表明，把握背景
排放的影响因素规律对准确评估施入氮在农田径流
和淋洗损失中的贡献有重要作用。土壤背景排放影
响因素众多，其排放变异大。研究发现，土壤理化
性状对土壤背景排放有较显著影响，作物生育期土
壤水分、温度和养分矿化等情况的不同，导致土壤
背景排放产生差异，其变化范围为 11.4~12.9 Mg，
进而使得背景排放对全国农田氮素排放总量的贡献
率在 20%~53% 内变化 [42-44]。此外，在气候、地理
和土壤等多种因素影响下，部分肥料在固定—矿化
等氮循环过程下转变为土壤氮库，以背景排放的形
式流失。因而区分出土壤背景排放，把握背景排放
和肥料排放的转化规律，为获得更为准确的土壤养
分背景排放因子和化肥源排放因子提供依据，对开
展全国尺度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研究具有重要
的意义。
3.3 未考虑南方一年多熟制

由于强烈的时空变异特征，现有国家尺度面源
污染负荷模型大都基于容易获取的气候、地理、作
物管理和土壤等因子建立模型，缺乏对污染物流失
过程的机理描述，使得模型预测性能较弱，只能对
纳入模型的因子做简单的预测。此外，基于历史数
据建立的统计模型仅限于参数分布在其建模时的参
数范围内应用，一旦参数超过这个范围，模型将无
法适用 [51]。过程机理模型从土壤活性氮磷损失的
过程和机理出发，阐述气候、地理、作物管理和土
壤等因子的时空变异对面源氮磷损失的影响，得到
用数学公式表达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 [52]，能
够科学地描述农田污染排放的时空差异性，并通过
设置不同环境条件预测不同情景下区域污染损失情
况 [53]。然而过程机理模型所需参数较多，且要求详
细明确，大量输入资料获取困难，参数选择和模拟
精度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测试和相关费用较大，
且必须通过长期和多点实测数据校验 [54]，因而在我
国区域尺度上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如何
根据研究区域特征模拟非点源产排污机理，建立方
法简便但估算准确性较高且适合我国面源污染特点
的预测模型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由于农业气候带的多样性，我国种植制度种
类繁多，从一年一熟、两年三熟、一年两熟、两年
五熟到一年三熟不等 [45-47]。当前，全国尺度种植业
面源污染估算大多基于田块尺度下一年一熟进行估
算，对于南方一年多熟考虑较少，导致估算结果偏
低。实际上，相比作物一季氮磷流失量，一年多熟
种植制度下化肥投入量成倍数增加，污染物流失量
也应成倍增加，因此用作物单季排放量不能准确描
述污染全年排放规律。Xing [48] 通过对已发表文献中
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探讨旱地和水田氮素排放规律。
结果表明旱地一年一熟、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排放
量表现出明显差异，水田单季稻、双季稻和稻麦轮
作排放量同样存在较大差别。Liu 等 [49] 通过对我国
亚热带丘陵区双季稻作系统径流过程进行 1.5 年连
续高频监测，研究发现早稻季水田氮磷浓度较高，
氮磷径流损失大于晚稻生长季。朱兆良 [50] 研究也
同样发现，氮素淋洗过程是一种累进过程，在当季

4 结语
面源污染是导致水体和农田生态系统遭受破坏
的重要因素。经过多年探索，种植业面源污染负荷
研究已从定性化分析转向定量化核算，研究尺度由
田块尺度和流域尺度扩展到国家尺度。纵观目前国
家尺度面源污染负荷估算方法，已经形成输出系数
法、改进输出系数法、多元回归法、贝叶斯递归回
归树模型、过程模型模拟法等模型方法。各方法之
间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国国家尺度种植业面源污染流失量估算方法
总体上存在以下主要问题，源头排放未区分背景排
放和肥料排放，也未考虑熟制，过程削减未充分考
虑沿程消纳。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尺度种植业面源
污染负荷模型应进一步明细各土地利用输出系数、
区分背景排放和肥料排放、考虑我国熟制的区域差
异、考虑田块到流域出口的沿程削减。为了同时兼
顾模型的实用性和机理性，还应加强国家尺度面源
污染半经验半机理模型研发，推进我国种植业面源
污染负荷本土化模型开发和应用研究，为区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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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源污染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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