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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生态系统动力学综

合模型对海湾环境容量的估算方法。本发明包括

首先采集、收集数据、选定环境容量控制示范点，

设置海湾环境容量对应的海洋环境水质标准，以

及准备数据、模拟海湾潮流和海水水位、使用海

洋生态模型来模拟海湾COD排放分布、通过水动

力学模型模拟排放COD的扩散及消亡过程以及最

后构建COD海域水质响应场，计算海湾最大允许

COD环境容量。本发明顾及海底地形及潮流水动

力特征下耦合上COD排放的情况，进行模拟海湾

的环境容量。本方法考虑到海湾地形的特殊性以

及潮落、潮涨的变化，并根据具体海湾环境监管

的需要设定控制阈值进行耦合模拟，该方法更便

于应用海湾环境监管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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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生态系统动力学综合模型对海湾环境容量的估算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1)首先采集、收集数据、选定环境容量控制示范点，设置海湾环境容量对应的海洋环

境水质标准，以及准备相应的数据；

(2)模拟海湾潮流和海水水位；

(3)使用海湾COD排放浓度序列数据，分析海湾COD分布情况；使用海洋生态模型来模拟

海湾COD排放分布，估算COD污染源响应场；

(4)利用海洋生态模型耦合海水动力学模型，通过海水动力学模型模拟排放COD的扩散

及消亡过程，使用 其中，c为COD浓

度，u、v和w是流速分量，Dx为扩散系数、Dy为消散系数和Dz为色散系数，Sc为输入的源，Pc是

过程项，质量传输方程模拟排放COD浓度的分布；

(5)最后构建COD海域水质响应场，计算海湾最大允许COD环境容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估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相应的数据为：海湾潮流

流速流向、海湾COD排放浓度序列数据、海湾COD年排放量。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估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考虑海湾海域复杂的海

底地形和边界，使用单元格为中心的有限体积法及动力学扩散方程、海水-底质交换动力学

方程模拟海湾潮流和海水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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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动力学综合模型对海湾环境容量的估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生态系统动力学综合模型估算海湾环境容量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生态环境受到人类活动和环境污染的胁迫越来越大，近年来生态系统健康

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已成为生态和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生态系统

为人类提供了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多种服务，维系地球生命的存在。保证生态系

统的健康是人类持续地获得多种服务的前提，也是人类关注生态系统健康的原因之一。

[0003] 我国自北向南有绵长的海岸线，近海海域资源丰富，但是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对

近海海域环境的影响日益严重，实时监测近海海域的生态环境并做出健康评估具有重要意

义。而对海洋环境容量的估算在其中是重中之重。

[0004] 当前针对海洋环境容量估算，有多种估算方法：例如2006年余静等采用线性迭加

法对宁波—舟山海域入海污染物的环境容量研究；采用均匀混合法通过海湾潮汐作用造成

的环境容量预测模型来估算；采用浓度场分担法来计算出海湾各排污口水污染物的最大允

许排污量，以此作为海湾可以利用的环境容量。而这些估算方法大都通过潮汐风场等数值

模型来模拟估算。但是由于某些具有特定海底地形地貌例如浅海(水深较低)和海湾型海域

所导致的波浪、风场的特殊性，如果继续沿用上述估算方法，最终难以得到相适应的估算结

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生态系统动力学综合模型对海湾环境容量的估算

方法，顾及特定海湾的海底地形及潮流水动力特征下，构建一种生态系统动力学综合模型

模拟海湾的环境容量。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具体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基于生态系统动力学综合模型对海湾环境容量的估算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8] (1)首先采集、收集数据、选定环境容量控制示范点，设置海湾环境容量对应的海

洋环境水质标准，以及准备数据：海湾潮流流速流向、海湾COD排放浓度序列数据、海湾COD

年排放量；

[0009] (2)考虑海湾海域复杂的海底地形和边界，使用单元格为中心的有限体积法及动

力学扩散方程、海水-底质交换动力学方程模拟海湾潮流和海水水位；

[0010] (3)使用海湾COD排放浓度序列数据，分析海湾COD分布情况；使用海洋生态模型来

模拟海湾COD排放分布，估算COD污染源响应场；

[0011] (4)利用海洋生态模型耦合海水动力学模型，通过水动力学模型模拟排放COD的扩

散及消亡过程，使用 其中，c为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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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u、v和w是流速分量，Dx、Dy和D为扩散/消散色散系数，Sc为输入的源，Pc是过程项，质

量传输方程模拟排放COD浓度的分布；

[0012] (5)最后构建COD海域水质响应场，计算海湾最大允许COD环境容量。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基于生态系统动力学综合模型针对海湾环境容量提供

一种高精度的估算方法，在顾及海底地形及潮流水动力特征下耦合上COD排放的情况，进行

模拟海湾的环境容量。本方法考虑到海湾地形的特殊性以及潮落、潮涨的变化，并根据具体

海湾环境监管的需要设定控制阈值进行耦合模拟，该方法更便于应用海湾环境监管及操

作，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实施例中观测与模拟水位比较结果图。

[0015] 图2为实施例中钦州湾海底水深图。

[0016] 图3为实施例中钦州湾大潮落急水位与流场。

[0017] 图4为实施例中钦州湾大潮涨急水位与流场。

[0018] 图5为实施例中钦州湾海水COD的含量范围在2007～2013年变化情况及空间分布。

[0019] 图6为实施例中利用本发明模型计算的钦州湾COD浓度分布图(大潮涨急)。

[0020] 图7为实施例中利用本发明模型计算的钦州湾COD浓度分布(大潮落急)。

[0021] 图8为本发明针对海湾环境容量的估算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0023] 实施例：

[0024] 本实施例以钦州湾为例展开实例验证，构建COD环境容量模型，估算出COD环境容

量，最终为海域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和海湾行业优化布局提供基础的支撑。

[0025] 如图8所示，一种基于生态系统动力学综合模型对海湾环境容量的估算方法，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首先采集、收集数据、选定环境容量控制示范点，设置海湾环境容量对应的海

洋环境水质标准，以及准备数据：海湾潮流流速流向、海湾COD排放浓度序列数据、海湾COD

年排放量；

[0027] (2)考虑海湾海域复杂的海底地形和边界，使用生态动力学模型来模拟海湾COD排

放分布，估算COD污染源响应场；

[0028] (3)使用单元格为中心的有限体积法及生态动力学扩散方程、海水-底质交换动力

学方程、全面分解过程方程计算海湾潮流和海水水位；

[0029] (4)利用生态模型耦合海水动力学模型，通过水动力学模型模拟排放COD的扩散及

消亡过程，通过 其中，c为COD浓

度，u、v和w是流速分量，Dx、Dy和D为扩散/消散色散系数，Sc为输入的源，Pc是过程项，质量

传输方程模拟排放COD浓度的分布；

[0030] (5)最后构建COD海域水质响应场，计算海湾最大允许COD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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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如图1所示，上部的曲线是观测值，在下的曲线是模拟值。钦州湾外海涨潮流向为

西南，进入湾区涨落潮主流向变为NS向，至龙门水道潮流方向渐转为NW-SE向，在茅尾海涨

落潮流方向大体呈NS向。无论大、小潮期，钦州湾水域落潮流速均大于涨潮流速，落急潮流

约比涨急潮流大15cm/s左右。涨潮流由湾口主要沿3条水道流向北，至青菜头附近折转为西

北向，经龙门水道进入茅尾海；落潮流从茅尾海沿相反方向经龙门水道3条水道出湾口。

[0032] 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钦州湾水深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茅尾海周边及近岸海域水

深较浅。较深处为从茅尾海至钦州港至外海的航道。这也为潮流运动及污染物扩散提供了

有利的途径。

[0033] 如图3所示，钦州湾大潮落急水位及流场情况来看，茅尾海内湾湾口流向湾底(茅

尾海正北方)，钦州湾外海潮流流向大榄江、及经钦州港流向茅尾海内海。从水位变化的情

况来看，茅尾海水位在1～1.5m之间，钦州湾湾口及外湾的水位在-0.5～0m之间。在整个大

潮落急期间，钦州湾流场为由外海流向湾口并流向湾底；水位则呈现由湾底至湾口至外海

层次递减的分布规律，且变化范围不大。

[0034] 如图4所示，钦州湾大潮涨急水位及流场情况来看，茅尾海内湾湾底流向湾口(茅

尾海正南方)，及经钦州港航道流向钦州湾外海。从水位变化的情况来看，茅尾海内海水位

在0.6～1m之间，钦州湾口及外湾水位在1.6～2.2m之间。总之，整个大潮涨急期间钦州港流

场为由湾底涌向湾口并流向外海；由湾底至湾口至外海，水位则呈现层次递增的分布规律，

且变化范围不大。

[0035] 从图5化学耗氧量(COD)时空分布图上可知：

[0036] 2010年在港口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海域化学耗氧量(COD)浓度较高在301～90.1mg/

L之间。从2010年数据来看，除去港口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外，钦州湾的其他海域COD浓度较

低。2011年钦州湾COD浓度空间分布图上看，港口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浓度最高，其次按照层

次递减依次为茅尾海东部农渔业区、休闲娱乐区。钦州湾外海保护区区海域溶解氧(DO)浓

度较低为0.80～5.0之间。2012年港口工业与城镇用海区COD浓度最高。次高区域为茅岭江

入海口区海域；化学耗氧量(COD)浓度最低区域为休闲娱乐区，其值在0.5～10.0之间。到了

2013年，钦州湾化学耗氧量(COD)浓度最高区域变化为港口工业与城镇用海区、钦州湾外湾

养殖区。这表明，从2013年开始海水养殖对钦州湾化学耗氧量(COD)浓度的变化起到主导作

用，其化学耗氧量(COD)浓度在15.1～31.5mg/L之间。从2010～～2013年钦州湾化学耗氧量

(COD)浓度区域空间变化情况来看，化学耗氧量(COD)浓度高海域由港口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到钦州湾外湾养殖区，反映出主要污染源从港口工业污染源到海水养殖污染源的第次变化

过程。

[0037] 如图6所示，大潮涨急期间，模型计算的钦州湾COD浓度分布。由图上设置的COD污

染源浓度情况来看，钦江入海口海域、茅尾海东部农渔业区部分COD的浓度最高，高值达到

30mg/L左右；其次为茅岭江入海口区域，其值为12mg/L左右；并向外扩算，到钦州湾及外海

海域则COD浓度减少，大部分值为5mg/L以下。COD分布情况成污染源向外层次递减。

[0038] 如图7所示，大潮落急期间，模型计算的钦州湾COD浓度分布。由图上设置的COD污

染源浓度情况来看，钦江入海口海域、茅尾海东部农渔业区部分COD的浓度最高，高值达到

30mg/L左右；其次为茅岭江入海口区域，其值为12mg/L左右；并向外扩算，到钦州湾及外海

海域则COD浓度减少，大部分值为5mg/L以下。COD分布情况成污染源向外层次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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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由上面计算值与实测结果相比，计算结果较为均匀。计算值与实测值极为接近，计

算值略高于实测值，但基本上还是吻合的。这不仅表明模型的基本模拟上符合钦州湾的动

力条件和化学生物作用的情况，而且说明污染源的统计和估算与实际情况差别不大。

[0040] 海湾环境容量估算结果，以下为钦州湾COD环境容量计算结果及分析：

[0041] 由钦州湾COD排放主要污染源及排放量数据可知，2011年COD排放总量为

120890.3t/a，由历史数据可知钦州湾COD浓度在10.30～53.50mg/L之间，COD浓度控制浓度

阈值均按照2mg/L代入模型中计算。根据水质现场调查结果，外海水中COD背景值为0.8mg/

L。本项目取COD增量ΔCOD为1 .2mg/L。使用模型计算值为65 .7t/d，则COD年排放量可为

23980.5t/a，与实测结果相比计算结果较为均匀。由于模型模拟的是平均状态，而实际情况

海域内COD含量波动较大，目前的COD含量出现大于2.0mg/L的频率已较高。鉴于钦州湾海域

的海湾地形地貌，按照预警预防原理，根据各海区的相对净化能力，适当考虑现状污染源的

分布和今后社会经济可能的发展，对海域的纳污量进行模拟，得出较大的纳污容量及其空

间分布。钦州湾外湾保护区迁移扩散能力较强，且紧邻外海，今后的发展潜力较大，因此可

加大安排较大的污染负荷。钦州湾外湾养殖区，迁移扩散能力较强，且规划有较大的水产增

养殖，因此可允许较大的负荷容量。茅尾海东部农渔业区为内湾，迁移扩散能力差，且现有

水产养殖源强已很大，不宜再增加水产养殖面源污染负荷，只能依靠加强水产养殖管理提

高养殖饲料转化率、削减水产养殖源强。茅岭江入海口区、钦江入海口区位于湾底部，迁移

扩散能力极差，现有污染源强已很大，必须削减，以确保内湾的COD含量略低于目前的水平，

降低赤潮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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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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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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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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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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