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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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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点源污染是亟待解决的水环境问题之一，确定非点源污染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区和风
险路径是解决非点源污染问题的关键。引入景观生态学中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以高污染负
荷的耕地、建设用地为“源”，运用表示下垫面产流性质的地形湿度指数和 CN 值构建阻力面，对
五华河流域的非点源污染高风险区和风险路径进行可视化识别和分析。结果显示：① 在下垫
面产流作用下，五华河流域低产流区主要分布在流域西南部，高产流区呈“人”形贯穿全流域。
②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能够有效识别流域内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五华河流域非点源
污染高风险区分布于迥龙、田心、龙母、铁场、登云、通衢、鹤市、紫市、岐岭、华城、转水、潭下、水
寨等地的河道两岸，以耕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与建设用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风
险路径在空间分布上差异较大。③ 耕地对五华河水质的影响大于建设用地对五华河水质的影
响，耕地中的富营养物质和沉积物更容易随地表径流进入受纳水体。④ 流域尺度上治理以耕
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应在邻近耕地的河流两岸建立一定宽度的植被缓冲区，治理以建设用
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宜围绕关键源区进行治理。本研究为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的
识别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为进一步开展非点源污染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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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非点源污染对水体污染的贡献日益显著[1-3]。非点源污
染具有随机性、模糊性、分布广泛等特点，导致其治理点位难以确定[4-5]。研究发现流域
的某些小范围区域上会产生流域内绝大多数的污染负荷[6]，如果这些区域还易于产生地表
径流，就会使大量富营养物质和沉积物随地表径流快速迁移进入受纳水体，从而对水体
造成严重污染，这部分对水体污染有决定性作用的区域被定义为关键源区 （Critical
Source Areas, CSAs） [7]。关键源区是严重威胁水体安全的风险区，治理关键源区能以最
小成本达到最大程度遏制非点源污染的目的，这成为当前治理非点源污染的重要思路之
一[8-10]。以关键源区为代表的非点源污染风险区的识别有效划定了非点源污染治理的面状
范围，但在非点源污染发生的过程中，富营养物质和沉积物随地表径流发生迁移是呈线
状流动的。要进一步精确判断非点源污染的治理地点和治理方式，就必须探究富营养物
质随径流迁移形成的线状风险路径。目前，对于非点源污染风险区识别的研究较多[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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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缺乏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识别的研究。
为此本文引入景观生态学中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用以识别流域非点源污染风险区
及污染物迁移的风险路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是基于“源”和阻力表面研究物质可达性
的一种方法，能有效提取区域内的线状生态流，在识别构建线状生态廊道方面得到了广
泛运用[14-17]。近年来最小累积阻力模型逐渐被用于非点源污染研究中，如 Wang 等用相对
高程、相对坡度等 7 个自然影响因子构建阻力基面，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三峡库区
的耕地面源污染源—汇风险格局进行了识别[18]；付永虎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营养物
质的迁移能力构建阻力面，用最小累积模型划设非点源污染重点阻控区，从而实现对非
点源污染控制[19]。但是现有研究仍然局限在面状非点源风险区的识别上[20-21]，缺乏线状风
险路径识别研究。
1978 年以来，五华河流域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非点
源污染成为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之一。本文以五华河流域为例，以流域下垫面产流性质
构建阻力表面，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五华河流域的非点源污染高风险区和风险路径
进行识别和分析，以期为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的识别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为进
一步开展非点源污染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五华河为韩江一级支流，发源于广东省龙
川县回龙乡亚鸡寨，经龙川县与桥头水河汇合
后流入五华县，在岐岭镇与岐岭河汇合，流经
华城镇、转水镇，在大坝镇与琴江河相汇流入
梅江，是五华县境内主要河道之一 （图 1）。五
华河全长 105 km，流域面积为 184335 hm2，流
域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形以丘陵为主，为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 20 ℃，年平均降水量
1500 mm。五华河流域土壤类型以赤红壤为
主，因常年种植水稻，于河流两岸分布着较大
范围的水稻土。流域内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
主，耕地沿河分布，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流域
图 1 五华河流域区位图
南部。随着区域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化水
Fig. 1 Location of Wuhua River Basin
平的不断提高，五华河流域的环境问题也日益
突出，尤其是流域水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使非点源污染成为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之
一。识别研究五华河流域的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土壤数据和 DEM 数据。① 土地利用数据：选取 2015
年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比例尺为 1∶10 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的遥感解译数据。② 土壤
数据：土壤类型数据为 2010 年广东省土壤类型数据，比例尺为 1∶10 万，来源于中国科学
院。土壤属性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 《广东土种志》 [22]。③ DEM 数
据：采用 GDEM V2 数字高程数据，分辨率为 30 m，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
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http://www.gscloud.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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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由“源”和阻力表面构成 [23]。在景观生态学“源—汇”的理论
中，“源”是一个过程的源头，通过对景观类型与非点源污染负荷相关性研究发现，氮、
磷污染高负荷区主要集中在农业用地和城镇用地[24-27]，这两类景观是发生非点源污染的源
头，即非点源污染中的“源”景观。大量的富营养物质和沉积物质随地表径流从“源”
景观发生迁移，下垫面越容易产流，污染物迁移所遇下垫面阻力就越小[28]。用下垫面产
流性质构建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阻力表面，能够反映污染物从“源”到目标地的迁移力
度和迁移方向。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中的“源”可以反映风险区定义中的高负荷源区，下
垫面产流性质构建的阻力表面能够反映风险区定义中的污染物迁移难易程度，其中污染
物迁移累积阻力最小的路径为风险路径。因此，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来识别区域非点源
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是合理可行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29-31]：
MCR = f min∑(Dij × Ri)
（1）
式中：MCR 为最小累积阻力；f 表示累积阻力值与 Dij 和 Ri 间的函数关系，表达从源到空
间某一点的相对易达性；min 表示取函数的最小值；Dij 是源 j 到景观单元 i 的实地距离；Ri
是景观单元 i 对运动过程的阻力值。
3.1.1 源 在流域生态过程中，“源”斑块直接影响区域中生态流的大小[32-33]，携带污染物
质的地表径流作为生态流之一，大小同样受到“源”斑块的制约。如果“源”斑块面积
小污染负荷不足，污染物质在迁移过程中极有可能被下垫面截留和转化，最终不会进入
到受纳水体中。所以要根据流域的实际情况对“源”斑块设定面积阈值，选取大于阈值
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作为“源”。结合已有的研究[34-35]和五华河流域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取
流域中所有大于 1000 hm2 的耕地和大于 50 hm2 的建设用地为“源”
。
3.1.2 阻力表面 用下垫面产流性质来构建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阻力表面。下垫面产流性
质用地形湿度指数和 CN 值来表示。
（1） 地形湿度指数
地形湿度指数能够准确反映地形变化对地表径流的影响，其大小由区域的坡面汇流
面积和水力坡降两要素决定，地形湿度指数越大表示坡面汇流面积越大、水力坡降越
低[36]，则该区域的饱和带发展潜力越大，土壤就越容易达到饱和而产生地表径流。地形
湿度指数的表达式为[37-38]：
TWI = ln (α tan β )
（2）
式中：TWI 为地形湿度指数；α为等高线长度的汇流面积；β为该点的坡度。对于以栅格
形式 DEM 表示的流域，α为网格单元汇水面积与 DEM 栅格尺寸的比值；β为对单元网格
起作用的局部坡度角。
（2） CN 值
CN 值是表示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类型对地表产流影响的函数，可以较好的反映下垫
面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类型差异对汇流过程的影响。CN 值越大，径流深越大，降雨量转
为径流量越多[39]。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持局总结了常见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水文分组条
件下的 CN 值，对 CN 表进行查找即可得到相应的 CN 值 （表 1）。
但国内缺乏相应的土壤水文分组数据，需要使用美国农业部开发的 SPAW 软件对现
有的土壤质地数据进行处理。SPAW 中输入的土壤粒径数据采用的是美国制标准，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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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二次土壤普查采用的是国际制标
准，因此必须将国际制标准土壤粒径
转为美制标准土壤粒径。两种标准土
壤粒径的差异如表 2 所示。
在进行土壤质地转换时，三次样
条插值的结果相对误差最小[40]。基于
Matlab 平 台 ， 对 研 究 区 的 土 壤 质 地
进行三次样条插值转换。将转换后的
各土壤类型中的 Sand 和 Clay 的百分
比按要求依次输入到 SPAW 软件中，
得到各土壤的饱和导水率，根据陈腊
娇 [41] 和贺维 [42] 所修订的水文分组标准
（表 3），最终获得土壤水文分组数据。
3.2 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识
别方法
本文提取五华河流域中所有大于
1000 hm2 的耕地和大于 50 hm2 的建设
用地为“源”，将 TWI 栅格数据和 CN
值栅格数据进行叠加作为阻力表面，
基 于 ArcGIS 的 cost weight 工 具 和
cost path 工 具 分 别 获 得 污 染 物 从
“源”到河道的累积阻力距离和最小
累积阻力路径，由此得到流域非点源
污染的风险区和风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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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五华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及相应的 CN 值
Tab. 1 CN value of each landuse type in Wuhua River Basin
不同土壤水文类型的 CN 值

土地利用类型

A

B

C

D

水田

58

69

77

80

旱地

60

72

79

83

有林地

30

55

70

77

灌木林地

35

56

70

77

疏林地

45

66

77

88

其他林地

43

65

76

82

高覆盖度草地

39

61

74

80

中覆盖度草地

49

69

79

84

水域

100

100

100

100

城乡居民点用地

57

72

81

86

工交建设用地

81

88

91

93

表 2 国际制和美制土壤粒径对比
Tab. 2 Contrast of International and USA standard in soil
texture systems
国际制标准
分类

美制标准

分类标准(mm)

分类

分类标准(mm)

黏粒

< 0.002

Clay (黏粒)

< 0.002

粉砂

0.002~0.02

Silt (粉砂)

0.002~0.05

细砂粒

0.02~0.2

粗砂粒

0.2~2

Gravel (砾石)

>2

>2

—

—

石砾

Sand (砂土)

0.05~2

表 3 水文分组标准及流域土壤水文分组
Tab. 3 Hydrologic groups criteria and soil classification in Wuhua River Basin
水文
分组
A
B
C

D

性质
在完全湿润的条件下土壤具有较高的渗透率。此类土壤主要
由砾石组成，排水、导水能力强，因此产流低。
在完全湿润的条件下土壤具有中等的渗透率。此类土壤主要
由砂壤组成，排水、导水能力中等。
在完全湿润的条件下土壤具有较低的渗透率。此类土壤大多
在一定深处有不透水层，下渗和导水能力较低。
在完全湿润的条件下土壤具有很低的渗透率。此类土壤主要
为黏土，涨水能力强，大多有永久水位线，导水能力很低。

饱和导水率
(mm/hr)
> 110

对应流域土壤类型
——

14~110

页黄壤、麻红壤、片赤红壤、
酸性紫色土

1.4~14

潴育水稻土、页红壤、麻赤红
壤、页赤红壤、侵蚀赤红壤、
赤红壤

< 1.4

——

4 结果分析
4.1 下垫面对地表产流影响
本文选取坡度、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类型 3 个要素来表征五华河流域下垫面的基本
情况 （图 2）。从图 2 看出，五华河流域下垫面条件较为复杂。从地形上看 （图 2a），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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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坡度大部分在 0°~15°之间，少量的较陡坡 （15°~25°）、陡坡 （25°~35°） 主要分布
在流域西南侧的登云、通衢、紫市、潭下及长布一带的山地，极少量大于 35°的急陡坡分
布于长布镇西南地区，流域地形整体呈现东北平缓、西南陡峭的趋势。从土地利用类型
上看 （图 2b），五华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林地面积共占流域面积的 77%，其
中有林地占流域面积的 62%，灌木林地、疏林地和其他林地分别占流域面积的 1%、6%
和 8%。耕地面积次之，约占流域面积的 19%，其中水田、旱地分别占流域面积的 15%、
4%，耕地主要沿河道分布。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较小，分别仅占流域面积的
2%、1%和 1%，空间分布上草地和水域在流域内呈零星状分布，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流
域的南部并靠近河流。从土壤类型上看 （图 2c），流域的土壤类型主要以赤红壤为主，占
流域面积的 71%，其中赤红壤、片赤红壤、页赤红壤、麻赤红壤和侵蚀赤红壤面积分别
占流域面积的 5%、3%、22%、18%和 23%，在通衢、潭下及其以东的地区广泛分布。水
稻土、红壤面积次之，分别占流域面积的 16%和 9%，空间分布上水稻土靠近河流分布，

图2

五华河流域下垫面条件

Fig. 2 The conditions of underlying surface in Wuhua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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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主要分布于登云、黄布、紫市、长布一带。页黄壤和酸性紫色土数量较少，面积仅
占流域面积的 3%和 1%，页黄壤主要分布于黄布与鹤市边界、紫市与长布边界地区，酸
性紫色土主要分布于潭下、转水、华城三镇交界处。
下垫面对地表产流的影响用 TWI 和 CN 值来评价。从图 3a 可见，五华河流域 TWI 主
要集中在 5.09~8.05 的范围内，TWI 在-23.67~5.09 范围内的地区较少且分布分散，TWI 在
8.05~44.87 范围内的空间分布与河道的空间位置基本一致，呈“人”形贯穿整个流域。
由图 3b 可见，五华河流域 80%以上的区域 CN 值在 70~77 之间。CN 值为 55 的低值区域主
要分布于登云、岐岭、黄布、紫市、长布等地，为有林地、中等渗透率土壤覆盖区域。
CN 值大于 80 的区域在流域内呈小范围零散状分布，为建设用地和水域、较低渗透率土
壤覆盖区域。由图 3c 可见，五华河流域在下垫面 （地形、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 的
影响下产流差异较大，低产流区主要分布在流域西南部的登云、岐岭、黄布、紫市、长
布一带，与 CN 值低的区域基本吻合，表现出林地和透水性较好的土壤类型对地表产流
的强烈抑制作用，地形因素的抑制作用不明显。高产流区与地形湿度指数在 8.05~44.87

图 3 五华河流域下垫面性质影响下地表产流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noff yield affected by underlying surface in Wuhua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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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区域基本一致，呈“人”形分布，表
现出地形因素对地表产流的强烈促进作用，土
地利用、土壤因素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4.2 非点源污染风险区识别
按照 3.2 小节的方法，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流
域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分为 5 级 （图 4）。高风险
区 （阻力距离为 0~3195） 分布于迥龙、田心、
龙母、铁场、登云、通衢、鹤市、紫市、岐
岭、华城、转水、潭下、水寨等地的河道两
岸，区内大面积的耕地、建设用地形成极高的
污染负荷，加上水文现象活跃，大量的污染物
质经快速迁移后进入河流，对河流水质形成决
定性的影响。次级风险区 （阻力距离为 3195~
7918） 邻近高风险区分布，这部分区域与大面
积的耕地和建设用地有一定的距离，污染负荷
图 4 五华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风险区
产出程度有所降低，但下垫面产流丰富，污染
Fig. 4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isk area
in Wuhua River Basin
物迁移活跃，少量污染物质会进入河流对水体
造成污染。过渡区 （阻力距离为 7918~13613）
距高污染负荷地区较远，水文现象相对不那么活跃，为污染风险区和生态安全区的过渡
地带。弱生态安全区 （阻力距离为 13613~20699） 和生态安全区 （阻力距离> 20699） 主
要分布于远离高污染负荷区或河流的长布、潭下北部、横陂西部及铁场与叶塘、登云交
界等部分地区，这些区域产生的污染负荷量极小，且水文现象不活跃，地表产流能力
低，污染物迁移受到抑制，或污染物迁移至河流的距离较远，污染物质能够到达河流并
对河流水体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极小。
4.3 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识别
由于耕地污染以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污染为主，建设用地污染以工业、生活垃圾
污染为主，不同源地造成的污染差异较大，在进行实际治理时，需要针对不同的污染情
况采取不同的方案，为此须将不同源地类型的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分开，逐一进行研究
分析。
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别获得两种不同类型源地到河道的最小累积阻力路径，即
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计算每一条路径的通过阻力，将通过阻力按从小到大分为 1~5 级，
断点依次为 0、500、5000、10000，计算每一级风险路径的数量和数量百分比 （表 4）。
由表 4 可知，以耕地为“源”的风险路径有 3080 条，以建设用地为“源”的风险路径有
2855 条，可见耕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的数量要大于建设用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的数
量。耕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通过阻力最大值为 38632.7，建设用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
通过阻力最大值为 65109.8，可见在路径通过阻力最大值上，耕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要
小于建设用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由此表明，以耕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不仅
数量多，而且入河阻力小，耕地形成的非点源污染更容易对水体造成污染。以建设用地
为源的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数量相对较少，且入河阻力相对较大，建设用地形成的非点
源污染对水质影响相对较小。
从各等级风险路径数量及百分比分布情况来看，以耕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风险
路径中，1 级路径数量最多，有 1516 条，占耕地总路径数量的 49.22%。2 级路径、3 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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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最小累积阻力值
Tab. 4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value
最小累积阻力值(C)

耕地为源
百分比(%)

路径数

1516

49.22

34

2 级(0＜C≤500)

427

13.86

68

2.38

3 级(500＜C≤5000)

385

12.50

628

22.00

4 级(5000＜C≤10000)

342

11.11

527

18.46

5 级(C＞10000)

410

13.31

1598

55.97

100.00

2855

1 级(C=0)

总计
路径阻力最大值(Cmax)

路径数

建设用地为源

3080
38632.7

百分比(%)
1.19

100.00
65109.8

径 、 4 级 路 径 数 量 依 次 为 427 条 、 385 条 、 342 条 ， 各 占 耕 地 总 路 径 数 量 的 13.86% 、
12.50%、11.11%。1~4 级的耕地风险路径数量共占了总数的 86.69%，5 级路径的数量为
410 条，比例仅占 13.31%。可见近半的耕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通过阻力为零，化肥、
农药等农业污染物质基本不受下垫面作用直接进入水体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绝大多数
的耕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通过阻力较小，仅少数路径受到阻力较大，表明耕地形成的
非点源污染极易迁移进入水体对水体造成显著影响。与耕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相反，
以建设用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中数量比例最大的为 5 级路径，共 1598 条，
其比例达 55.97%。2 级路径、3 级路径、4 级路径数量分别为 68 条、628 条、527 条，占建
设用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总数的 2.38%、22.00%、18.46%。1 级路径数量最少，只有
34 条，比例仅占 1.19%。表明建设用地形成的大部分非点源污染在迁移过程中受下垫面
阻碍作用强烈，随着路径阻力等级的降低，相应的路径数量也不断减少，而完全不受下
垫面阻力的建设用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数量极少，建设用地形成的非点源污染对水体
的影响相对较小。
由图 5a 可见，大面积的耕地呈长条发散状邻近河道分布，耕地越邻近河流产生的 1
级路径越多，其通过阻力值为 0，这部分河流极易直接遭受周边农业污水的侵入，且因
耕地沿河分布，使污水的可能入河地点沿河流紧密分布，治理此类污染不应采取对关键
源区进行面状整治的措施，而应在邻近耕地的河道两岸建立一定宽度的植被缓冲区，防
止农业污水直接进入河流。从图 5b 可看出，在以建设用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的影响
下，以登云、岐岭、华城为界，南部产生的建设用地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主要为 2~3
级，而北部产生的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主要为 4~5 级，表明由于流域南部大规模城镇的
聚集，南部更易形成进入河流的低阻力风险路径，南部河流比北部更易受到建设用地污
染物质的影响。总体来看，建设用地形成的 1 级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极少，绝大部分污
染物质经受下垫面作用之后才会进入河流，对此类非点源污染可以就关键源区展开污染
物拦截、转化等措施，从而达到遏制非点源污染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紫市、长布、岐岭分布有长距离的 1 级耕地风险路径，在华城、
叶塘两处存在长距离的 1 级建设用地风险路径，这些区域的污染物极有可能会跨过距离
较长的下垫面后进入河流，所产生的污染物质不仅会影响附近河道，还会随地表径流到
达其他支流河道，造成对其他河道水质和迁移路径下垫面环境的污染。尤其是位于长布
镇的长距离污染物质迁移路径，因其处于生态安全区而极易遭到忽略，导致长布镇很大
程度上面临一系列生态水体安全问题。而建设用地易发生重金属污染，在建设用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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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五华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
Fig. 5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isk path in Wuhua River Basin

路径上不宜种植食用作物，防止作物对重金
属物质的吸收进而危害人体，可以在该路径
上种植利于污染物降解转化的植被，从而阻
止污染物迁移。
4.4 结果验证
为验证本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根据 4.3 小
节的结果，在耕地污染物入河阻力小的河子
口和建设用地污染物入河阻力小的五华河口
分别取水样进行水质检测 （图 6），检测内容
包括电导率、悬浮物、硫酸盐、溶解氧、六
价铬和总磷。使用雷磁 JPB-607A 便携式溶解
氧测定仪现场进行溶解氧的检测，使用 XZ图 6 五华河流域水样采集点
0142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当天在实验室进行悬
Fig. 6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points
浮物、硫酸盐、六价铬和总磷的检测。检测
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水样检测结果(mg/L)
由表 5 分析可得，河子口的总磷含量是
Tab. 5 The test results of water samples (mg/L)
0.06 mg/L，五华河口的总磷是 0.02 mg/L，河 水样采集点 溶解氧 悬浮物 硫酸盐 六价铬 总磷
子口的总磷含量比五华河口的总磷含量高。 河子口
5.5
16.06 22.5
0.09
0.06
而河子口的溶解氧、悬浮物、硫酸盐和六价 五华河口 5.4
27.71 87.58
0.18
0.02
铬 的 含 量 分 别 是 5.5 mg/L、 16.06 mg/L、
22.5 mg/L、0.09 mg/L，五华河口的溶解氧、悬浮物、硫酸盐和六价铬的含量分别是 5.4
mg/L、27.71 mg/L、87.58 mg/L、0.18 mg/L，除溶解氧外，河子口的悬浮物、硫酸盐和
六价铬的含量均比五华河口的悬浮物、硫酸盐和六价铬的含量低。耕地因为化肥的施
用，所造成的非点源污染主要以总磷含量过高为主，而建设用地因为工厂及生活垃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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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所造成的非点源污染则以悬浮物、含硫盐类和重金属为主。可见，在河子口处水
质主要受到了耕地的影响，而五华河口处水质则主要是受到了建设用地的影响。这一结
果与模拟的结果吻合。

5 结论与讨论
现有的研究对于非点源污染风险区识别的研究较多[12, 20]，而对于非点源污染风险路
径的探究较少，为此，本文运用了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以高污染负荷的地区为“源”，下
垫面产流性质为阻力面，对五华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进行识别研究，得
出以下结论：
（1） 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数据量要求低，操作
简单，能够有效的对流域内的风险区和风险路径进行提取和分析。
（2） 五华河流域下垫面条件差异较大造成其产流性质差异较大，受林地和透水性较
好的土壤类型对地表产流的强烈抑制作用，低产流区主要分布在流域西南部的登云、岐
岭、黄布、紫市、长布一带；在地形因素对地表产流的强烈促进作用下，高产流区贯穿
流域呈人字形长条状分布。
（3） 五华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高风险区分布于迥龙、田心、龙母、铁场、登云、通
衢、鹤市、紫市、岐岭、华城、转水、潭下、水寨等地的河道两岸，在地形、土地利用
类型和土壤类型的共同作用下，随着与耕地、建设用地及河道距离的增加，高风险区逐
渐过渡为生态安全区。
（4） 五华河流域范围内耕地中的富营养物质和沉积物更容易随地表径流进入受纳水
体，耕地对五华河水质的影响要大于建设用地。
（5） 以耕地为“源”的风险路径和以建设用地为“源”的风险路径在阻力、长度、
形态和污染物质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对不同源地的非点源污染治理应采取不同的措
施。治理以耕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宜在紧挨耕地的河流两岸建立一定宽度的植被缓
冲区，治理以建设用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则宜围绕关键源区开展治理。
本研究对五华河流域进行风险区和风险路径识别，有利于今后对五华河流域非点源
污染进行针对性治理，为五华河流域进一步进行景观格局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流域
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的识别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但是本研究对这一方法的应用
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对于“源”的选取，本研究是基于流域的实际情况和已有的
相关研究设定阈值，选取大于阈值的水田、旱地和建设用地作为“源”，在阈值的设定上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另外，CN 值是基于美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在中国范围内直接运
用会不可避免的造成误差。在资金和实验室设备的限制下，只采集了两个典型地区的水
样进行了主要的水质检测，实地验证不够全面，有待于以后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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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risk areas and risk path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Wuhua River Basin
CHEN Yuchan1, ZHANG Zhengdong1, WAN Luwen2, ZHANG Jie1,
YANG Chuanxun3, YE Chen1, LI Qingpu1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MI 48823, USA;
3.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Guangzhou 510070,China)

Abstract: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 one of the most severe problems impacting water
environments. Identifying potential risk areas and risk paths contributing to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 the soution to this problem.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of landscape ecology, which is based on land use and soil mapping at a scale
of 1∶100000 and DEM data with a resolution of 30 m. The model takes high pollution-loaded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as the main sources and uses the 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 and Runoff Curve Numbers, which can describe the underlying resistance surface runoff
yield characteristics, to visually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risk areas and risk paths of the Wuhua
River Bas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lying surface runoff production results in low- yield
flow areas that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basin, while high- yield flow
areas herringbone throughout the study area. The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risk areas and risk paths in this basin. The high-risk area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Jionglong, Tianxin, Longmu, Tiechang, Dengyun,
Tongqu, Heshi, Zishi, Qiling, Huacheng, Zhuanshui, Tanxia and Shuizai, which are located
along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risk paths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on water quality of
the river a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construction land on it, and the nutrients and sediments from
cultivated land are more likely to run into the receiving water via surface runoff. Vegetation
buffer zones should be set up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adjacent to cultivated land when we
deal with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at originates from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harnessment
of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originating from construction land should be monitored around
major source area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ovel metho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urce areas
and risk paths of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a theoretical basis to formulate future
manage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isk areas identification; risk paths identification;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Wuhua River Ba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