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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模型本身及其参数的不确定性使其模拟结果的可靠性备受争议，科学地认识模型的不确定性并对其进行定量的评价一

直是环境模型研究的前沿，也是环境模型构建和应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通过 敏感性分析，研究模型输入参数的变化对

模型输出结果的影响程度，有助于了解并简化模型结构、提高参数率定效率、增进模型精度并增加模型应用的可靠性． 本研

究 总结了敏感性分析在环境模型中的作用，并对常见的敏感性分析方法的原理、应用范围和优缺点进行了综述． 最后，阐述

了敏感性分析在环境模型模拟决策中应用的现状和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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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models have been regarded as a key method to study the complex conditions of environmental systems．
Sensitivity analysis ( SA) is a vital step，whi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odel inputs on model outputs． During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dels，SA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implifying the mode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the precision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imulation． Consequently，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sensitivity parameters in environmental model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SA in environmental models． Mathemat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used for SA are
summarized，and their applications，advantages，and limits． On this basis，development trends for the use of SA for environmental
model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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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是为了特定目的而根据研究对象特有的内

在规律，做出一些必要的简化假设，运用适当的数学

工具得到的原型替代物［1］． 模型有助于人们理解复

杂系统，并对不同情景模拟下的管理决策进行评

估［2］． 环境模型是研究复杂环境系统的重要工具，

在土地利用、气候变化情景分析、洪水预报、水质

管理和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

转化与风险等方面均有应用［3］． 由于环境模型需要

对环境系统进行概念化和抽象化，进而采用经验性

的数学公式或物理方程描述各种环境系统的行为，

往往存在“失真”现象，经验参数的定义和获取充满

不确定性［4，5］． 随着对环境系统认识的加深，环境模

型愈趋复杂［6］． 复杂模型虽然能更好的模拟真实系

统过程，但其所需参数也越来越多，参数获取困难，

导致参数不确定性增加，模型输出误差也随之增加．
因此，研究模型输出对输入参数的敏感性极为必要．

在环境模型的构建和应用中引入敏感性分析能

够确定敏感参数、帮助数据挖掘和情景设置、降低

模型模拟的误差水平，从而提供更好的辅助决策支

持． 因此敏感性分析成为了环境模型研究的前沿和

热点，已经成为现代环境模型应用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环节．
一些学者就某一类型环境模型敏感性分析方法

开展了综述研究［7，8］，其研究侧重于介绍各种敏感

性分析方法的数学原理以及在模型中的应用，而没

有阐明敏感性分析方法在模型应用中的具体作用．
另一方面，尽管不同环境模型结构不同，研究的问题

不同，但其敏感性分析方法是类似的，也是可以互相

借鉴的． 因此，本文对敏感性分析在环境模型应用

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并对常见的敏感性分析方法

的原理、应用范围和优缺点进行了综述． 最后，阐

述了敏感性分析在环境模型模拟决策中应用的现状

和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研究人员使用某一特定模

型时根据敏感性分析的目标选用具体敏感性分析方

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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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敏感性分析概述

由于研究系统属性的可变性 ( 如不同物种、气

象条件、水文条件) 及观察与实验室分析的不确定

性，模型参数具有较大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 敏感

性分析是研究模型参数、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等

输入的变化对模型输出的影响程度［9］． 对于仅有

少量参数的简单环境模型，模型输出与各参数呈

线性响应关系，且参数间互不影响，因此可以快速

分析各独立参数对模型输出的影响． 而随着模型

结构复杂度增加，模型所需参数和状态变量随之

增加． 模型输出与模型输入参数间可能存在非线

性响应关系或者参数间存在相互作用，模型输入

对模型输出的影响愈加难以定性或量化，从而敏

感性分析难度也随之增加［10］． 如图 1 所示，随着

模型复杂性增加，模型敏感性亦增加，在保证各模

型输入参数的准确性的前提下模拟结果的准确性

也随之增加，但现实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难以保

障一些参数的准确性甚至难以获取，因而，并非使

用越复杂模型越好．

图 1 敏感性与模型复杂性关系［10］

Fig． 1 Uncertainty-sensitivity relationship model

敏感性分析是环境模型构建及应用中不可缺少

的环节，应贯穿于模型开发前、开发中以及开发后

应用于特定问题的整个过程中［11，12］． 敏感性分析的

作用通常包括以下 7 个方面．
( 1) 简化模型结构． 开展敏感性分析可以识别非

敏感参数，从而将其固定为常量． 在一些结构复杂的

环境模型中，由于模型参数众多且在高维空间表现出

了复杂的相关性，可能会出现参数冗余现象． 而通过

敏感性分析可以识别并移除这些冗余参数［13］．
( 2) 提高参数率定的效率． 通过敏感性分析可

以筛选出对模型输出贡献较大的敏感参数，再对这

些敏感参数进行率定，从而可以减少率定过程的计

算量［14，15］．
( 3) 分析模型输出不确定性与模型输入参数不

确定性的关系，从而增加模型应用的可靠性［16，17］．
( 4) 提高模型的精度． 敏感性分析能够筛选出

不确定性较大的输入参数，而这有助于确认数据收

集或实验( 实地) 研究的优先顺序，进而减少这些输

入参数和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18，19］．
( 5) 用于确定环境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指

导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 6) 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中，敏感性分析可

用于确定主要环境污染物，识别主要暴露途径等关

键因子［20］．
( 7) 环境决策管理模型中，应用敏感性分析有

助于决策者在综合考虑环境效应、经济效益和社会

影响等因素下选择合适的决策［21，22］．

2 敏感性分析的数学方法

敏感性分析分为局部敏感性分析和全局敏感性

分析［23］． 局部敏感性分析是研究单个输入参数在

局部范围内变化时对模型输出响应的影响． 最常见

的局部敏感性分析方法是一次一个变量法 ( one-
variable-at-a-time approach，OAT ) 和 微 分 分 析 法

( differential analysis，DA) ． 局部敏感性分析方法简

单、计算量小、便于应用，但其缺点是无法充分描

述模型参数的空间分布形态，并且忽略了参数之间

的相互作用［24］． 而全局敏感性分析研究的是多个

模型变量同时变化对模型响应的影响，从而可以克

服局部敏感性分析的缺点． 常用的全局敏感性分析

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法、Morris 筛选法、Sobol 方法、
FAST 方法和 ＲSA 方法等．
2. 1 一次一个变量法

一 次 一 个 变 量 法 ( one-variable-at-a-time
approach，OAT) 的基本原理是分别计算每个参数在

其最佳估计值附近进行微小变化 ( 如增减 10% ) 所

导致模型输出的变化率，其变化率的绝对值代表了

该参数的敏感性［25］． 一次一个变量法方法简单、计

算量小、便于应用，适合识别并筛选重要的参数．
但其缺点在于:① 目标参数的变化引起的输出结果

的灵敏度大小依赖于模型其他参数值的选取，如果

其他参数的基准值存在误差的话，则分析结果也将

存在误差． ② 当模型输出对目标参数呈非线性响

应时，则一次一个变量法无法有效揭示目标参数值

变化对模型输出变化的影响． ③一次一个变量法也

忽略了参数间的相互作用． ④无法分析目标参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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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取值范围的变化如何影响模型输出．
2. 2 微分分析法

微分分析法( differential analysis，DA) 首先将模

型进行泰勒展开，然后根据泰勒展开式计算模型输

出对目标参数的一阶偏微分函数值，则各参数的一

阶偏微分函数值代表了该参数的敏感性［26］． 微分

分析法仅在模型局部可微的条件下适用，偏微分函

数的计算难度大，需要特定的软件．
2. 3 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 regression analysis，ＲA) 通过随机

采样生成参数样本序列，计算每个样本对应的模型

响应，然后进行线性回归． 建立多元线性模型［27，28］:

y = b0 + Σ
k

i = 1
bixi + ε

式中，y 为模型响应，xi 为模型参数，k 是变量数，ε 是误

差项，bi 为对应于 xi 的线性回归模型系数，则可以用标

准回归系数、皮尔逊相关系数、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

数或偏相关系数等指标表示各参数的敏感性［29，30］．
回归分析法计算相对便捷，并且可以同时计算

多个参数的敏感性． 但是敏感性分析结果受回归模

型本身的影响，如果回归模型由于参数变化范围过

窄以致于没有产生明显的模型响应，则分析结果无

法揭示真实情况［31］． 此外，如果数据间呈现非线性

关系或者参数间存在相互作用，分析结果也将与真

实情况存在巨大误差．
2. 4 Morris 筛选法

Morris 筛选法由 Morris 于 1991 年提出，随后经

Campolongo 等进行改进，是目前应用较广的一种全局

敏感性分析方法［32，33］． Morris 筛选法的基本思想是

选取模型中某一变量在整个变化范围内进行微小扰

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评估该变量微小变化量引起

的输出响应变化，即其提出的基效应概念． 记y( x) =
y( x1，x2，…，xn ) ，其中 xi 为模型某一输入变量，y( x)

为运行模型得到的目标函数，n 为参数个数，用 di ( j)
表示第 i 个参数第 j 组样本的基效应，则:

di ( j) = ( y* － y) /Δi

式中，y* 为参数变化后的输出值; y 为参数变化前

的输出值; Δi 为参数 i 的变幅; j = 1，2，…，t( t 为重

复抽样次数) ．
则可以用 di ( j) 的修正后的均值 μ*

i 和标准差

σi 来判断参数的敏感性:

μ*
i = 1

t Σ
t

j = 1
| di ( j) |

σi = 1
t － 1Σ

t

j = 1
［di ( j) － μi］槡

2

式中，μ*
i 表征参数的敏感度，确定参数的排序，其值

越大，说明参数的敏感性越强; σi 表征参数之间的

非线性效应或相互作用的强弱，其值越高，参数相互

作用越强． Morris 筛选法结果可以用散点图表示，

μ* 为横坐标，σ 为纵坐标［17］． Morris 筛选法可以简

单快速地筛选出敏感性高的参数，但无法量化这些

参数对模型输出变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Morris
筛选法形式上和一次一个变量法相似，但鉴于它可

以最大化地研究参数空间，因此仍被视为一种全局

敏感性分析方法［34］．
2. 5 Sobol 方法

Sobol 方法最早由 Sobol 于 1993 年提出，其核心

是将模型输出的总方差可分解为每个参数的方差和

参数相互作用的方差之和，然后通过参数对输出方

差的贡献比例进行敏感性分级［35］． 假设模型 y =
f( xi，x2，…，xn ) ，xi 服从 ［0，1］均匀分布，则有:

f( x1，x2，…，xn ) = f0 + Σ
n

s = 1
Σ

n

i1 ＜… ＜ is

fi1…is ( xi1，…，xis )

Sobol 证明了该分解式具有唯一性且每一分解

项均可以通过多重积分求得． f( x) 总方差为:

D = ∫ f 2 ( x) dx － f 2
0

偏方差为:

Di1，i2，…，is = ∫
1

0
…∫

1

0
f 2

i1，i2，…，is ( xi1，…，xis ) dxi1…dxis

其中 1≤it ＜… ＜ is≤n 且 s = 1，2，…，n．
则敏感度系数 Si1，i2，…，is为:

Si1，i2，…，is =
Di1，i2，…，is

D
式中，Si 为 xi 的一阶敏感度指数，表示参数单独对

模型输出的影响，也称为主要影响; Si1，i2，…，is 叫做因

素 xi1，xi2，…，xis的 s 阶敏感性指数，用于定量描述这

s 个参数共同作用于 f( x) ． 因此对于有 s 个参数的

模型来说，变量 xi1总敏感性指数 TSi1可表示为:

TS i1 = Si1 + Si1，i2 + … + Si1，i2，…，is

Sobol 方法不仅可以定性地分析不同模型参数

敏感性程度，也可以定量地分析各参数的敏感性大

小． 但对于拥有大量参数的复杂环境模型而言，

Sobol 方法需要消耗巨大的计算资源． 此外，Sobol
方法没有考虑模型参数间的相关性［36］．
2. 6 FAST 方法

FAST( fourier amplitude sensitivity test) 理论来源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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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傅里叶变换 ( fourier transform ) 和方差分析方法

(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 FAST 通过计算指

定参数造成的模型输出方差在整个模型方差中的贡

献，来衡量参数的一阶敏感性［37 ～ 39］． FAST 方法采

样速度大于 Monte Carlo 方法，不受模型结构的影

响，单调、非单调模型均可适用［40］． 此外，FAST 方

法对参数的变化范围没有限制，且优于一些基于相

关系数 和 回 归 系 数 的 全 局 敏 感 性 分 析 方 法［41］．
FAST 方法的缺点在于: ①通常需要大量取样、计算

资源消耗量大; ②忽略参数间的相互作用影响，无

法计算参数的高阶敏感性; ③不适合计算离散参数

的敏感性［31］． 耦合 FAST 和随机平衡设计 ( random
balance design) 建立的 ＲBD-FAST 方法将所有参数

设置成相同的频率，取样后做随机重组，模型输出的

结果可以根据上一步重组的次序再做傅里叶分解，

从而极大地减少了计算所需要的资源． 而由 Saltelli
等结 合 Sobol 法 和 FAST 的 优 点 提 出 的 EFAST
( extended fourier amplitude sensitivity test) 可以得到

每个参数及参数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模型结构的方

差，从而计算参数的高阶敏感性［42］．
2. 7 ＲSA 方法

ＲSA 方 法 ( regional sensitivity analysis ) 是 由

Young 等 于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80 年 代 初 提

的［43，44］． 其步骤为: ①按照多元一致分布的原则在

可行参数空间内利用蒙特卡罗采样生成参数集;

②利用生成的参数进行模型模拟，并按照事先设定

的条件，进行基于行为和非行为的二元划分原则的

参数识别; ③利用 K-S 检验或者边缘累积分布函数

等方法判断参数对模型的影响程度［45］． 参数的边

缘累积分布离原始分布越远，则说明该参数对目标

函数的影响越显著，其灵敏度度越高［46］． ＲSA 方法

所需假设条件较少无需修改模型，分析结果直观，同

时还具有参数识别的功能． 但是没有考虑参数间相

互作用的影响，无法量化分析参数敏感性．
2. 8 各敏感性分析方法综合比较

在以上总结的 7 种敏感性分析方法中，一次一

个变量法( OAT) 和微分法( DA) 属于局部敏感性分

析方法，回归分析法( ＲA) 、Morris 筛选法、Sobol 指

标法、FAST、ＲSA 属于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 ( 表

1) ． 就计算成本而言，一次一个变量法最为方便，微

分法数学原理复杂且需要借助于特定软件计算，计

算成本高． 回归分析法、Morris 筛选法、Sobol 指标

法、FAST、ＲSA 使用过程中均需要利用蒙特卡罗法

或者拉丁超立体采样等方法进行取样进行模拟，因

此对计算资源的占用较大． 而这 5 种方法相互比

较，则回归分析法、Morris 筛选法、ＲSA 的计算成本

较低，FAST 次之、Sobol 指标法最高． 一次一个变量

法以比率或百分比的形式度量敏感性，直观简单，但

没有考虑参数间的相互作用，因而适合在参数较少

的模型( 如经验模型或者半经验模型) 中寻找并研

究重要参数对模型的影响． 回归分析法原理较为简

单，可以用标准回归系数、皮尔逊相关系数、斯皮尔

曼等级相关系数或偏相关系数等多种指标衡量参数

敏感性． 回归分析法适合对参数重要性排名，寻找

重 要 参 数 并 进 行 参 数 校 正，在 环 境 风 险 评

价、水 文模型和大气模拟中均有应用． Morris筛选

表 1 各敏感性分析方法综合比较

Table 1 Summary of sensitivity analysis methods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方法 优点 缺点 应用

OAT 简单、计算成本低，便于应用
不适用于非线性模型，无法计算高阶敏
感性1)

经验或半经验模型( 如环境风险评价) 对
参数重要性排名、参数校正、

DA 适合筛选潜在重要参数
不适用于非线性模型，无法计算高阶敏感性，
需要使用特定软件，计算成本高

参数重要性排名、识别潜在重要参数、
参数校正

ＲA 相对简单、计算成本相对较低
不适用非线性模型，参数相互作用强时效果
差，参数采样范围过窄时分析结果可能较差

参数重要性排名、模型校正、不确定性
分析

Morris 适用于非线性模型，计算成本相对较
低，便于应用，适合筛选潜在重要参数

无法定量分析敏感性
多参数条件下筛选潜在重要参数、模型
校正、不确定性分析

Sobol 适用于非线性模型，可量化一阶 /高阶
敏感性，参数高度相互作用时效果显著

对样本量要求高，计算成本高，没考虑参数相
关性

复杂模型( 如水文模型、生态模型) 的参
数敏感性排名、参数相互作用对模型影
响研究、参数校正、不确定性分析

FAST 适用于单调 /非单调模型，计算成本相
对较低，可量化一阶敏感性

不适合计算高阶敏感性，不适合离散参数，没
考虑参数相关性

复杂模型( 如水文模型、生态模型) 的参
数敏感性排名、参数相互作用对模型影
响研究、参数校正、不确定性分析

ＲSA 所需假设条件较少无需修改模型，分析
结果直观，适合筛选重要参数

无法计算高阶敏感性，无法量化敏感性，对于
敏感性一般的参数识别能力弱，分析结果受
参数采样空间的影响

复杂模型参数敏感性识别、参数校正、
不确定性分析

1) 高阶敏感性指目标参数因与其他参数相互作用的部分对模型输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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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果可以用散点图的方式表达，直观明了． Morris
筛选 法 适 合 在 结 构 复 杂、参 数 众 多 的 模 型 ( 如

AGNPS、SWAT 等水文模型) 中进行初步敏感性分

析筛选潜在重要参数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对非敏

感参数进行固定． Sobol 指标法和 FAST 均以参数对

模型输出方差的贡献比例衡量敏感性，适合量化复

杂模型中参数的敏感性，帮助模型选择、数据收集、
模型校正和不确定性分析．

3 敏感性分析在环境模型中的应用

敏感性分析在环境模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可

概括分析如下．
( 1) 用于在环境风险评估中确定主要环境污染

物、暴露途径，以及识别各风险因子对总风险的贡

献大小． 环境风险评估由于参数数量通常较少，参数

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小，且多为经验或半经验性模

型，因此多应用一次一个变量法和回归分析法等相对

简单的敏感性分析方法． 如杨彦等［47］进行了电子废

弃物拆解场多氯联苯的暴露评估研究，利用一次一个

变量法对暴露源和暴露途径进行鉴定，发现体重、呼

吸速率、实测参数食物摄食、皮肤接触表面积和污染

物实测浓度是影响暴露的主要因素． Ligaray 等［48］开

发了 耦 合 SWAT 模 型 的 流 域 尺 度 PAHs 模 型，对

Taehwa 流域多环芳烃暴露评估时，通过一次一个变

量法分析识别了主要因素． 回归分析法被广泛应用

于不同空间尺度上多环芳烃的健康风险评价中，如 Li
等［49］开展了上海油条中多环芳烃的终身致癌风险健

康风险评价，并利用多元回归系数分析了不同参数对

终身致癌风险模型输出的影响． Wu 等［50］则借助于

多元回归系数研究识别了全国范围内影响水源水和

饮用水多环芳烃健康风险评价的主要参数．
( 2) 用于确定环境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指导

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Peng 等［51］利用 PAM-HMs 模型

对中国湖南省某地区稻田土壤中 Cd 污染情况进行了

模拟，同时用一次一个变量法分析并揭示了影响该地

区土壤 Cd 迁移转化及累积的重要参数． 在此基础

上，作者进一步总结了该地区土壤修复应关注的易受

人为活动影响的重要参数． 此外，一次一个变量法也

常用于生命周期评价模型，通过找到对环境影响较大

的阶段和主要环境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能够

为降低研究对象生命周期过程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

染提供参考［52 ～ 54］． Bouraoui［55］对 PEAＲL 模型应用微

分分析法和 Morris 筛选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农药

降解性能比土壤水力性质具有更重要的影响．

( 3) 模型改进优化: 帮助模型选择、数据收集、
模型校正和不确定性分析． 这类应用常见于机制模

型，且由于机制模型结构复杂、参数众多，因此这类

应用中敏感性分析方法多为 Morris 筛选法、Sobol
方法和 ＲSA 方法等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 其中，

Morris 筛选法和 Sobol 方法被广泛用于众多复杂的

水文模型． 以 SWAT 模型为例，由于模型参数众多，

Morris 筛 选 法 被 用 于 筛 选 出 重 要 参 数 并 进 行 校

正［56 ～ 58］; 另一方面，SWAT 模型由水文子模型、土

壤侵蚀子模型和污染负荷子模型构成，模型结构异

常复杂，当考虑结构化导致的参数相互作用对敏感

性分析的影响时，则可应用 Sobol 方法开展了敏感

性分析． 如 Zhang 等［59］基于 Sobol 方法的 SWAT 模

型敏感性分析结果有助于理解 SWAT 的结构、参数

校正和不确定性分析． 除 Morris 筛选法和 Sobol 法

外，ＲSA 方法和回归分析法也常用于识别分析模型

重要参数． Sun 等［60］开发水质模型用于澳大利亚

Moruya 流域 TN、TSS 等污染物负荷量模拟研究，同

时用 ＲSA 方法分析模型重要参数并进行校正． 黄

金良等［61］以厦门市小流域，基于蒙特卡洛随机采样

和 ＲSA 方法，从参数的可识别性和灵敏度分析 2 个

方面分析了城市径流模型 SWMM 模型参数的不确

定 性． 李 一 平 等［62］ 利 用 水 文 模 型 EFDC
( environmental fluid dynamic code) 对太湖水动力过

程进行了模拟评估，并利用线性、非线性回归模型

识别分析了模型不同输出目标下的重要参数． 除了

众多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一次一个变量法作为局

部敏感性分析方法，由于方法简单，计算成本低，在

这类应用中也较为常见． 例如，邹宗森等［63］利用以

筼筜污水处理厂生物滤池工艺为研究对象，构建该

工艺的 BioWin 模型，基于实测数据，结合一次一个

变量法 BioWin 模型进行校正． 席庆等［64］利用农业

非点源污染模型 AnnAGNPS 模型对中田河流域氮

磷负荷进行模拟，采用一次一个变量法分析了多个

参数对水文水质结果的敏感性，分析结果对模型构

建中的参数选取与校验调整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 4) 验证模型的可靠性，洞察模型行为并证明

模型结构的稳定性． Yang 等［65］将斯皮尔曼秩相关

系数用于多环芳烃( PAHs) 致癌健康风险评价的参

数敏感性分析，识别鉴定了敏感参数和非敏感参数，

分析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模

型的可靠性． 李如忠等［66］等利用 OTIS 模型解析暂

态存储作用对于排水沟渠溶质传输规律的影响，运

用一次一个变量法对模型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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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有助于洞察模型行为和证明模型结构的稳

定性． 张质明等［67］将 Sobol 方法应用于 WASP( The
water quality analysis simulation program) 模型，研究

表明参数的相互作用对模型输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

响，同时参数间的相关性会影响 Sobol 敏感性分析

结果，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复杂模型的行为．
( 5) 研究模拟情景与结果的关系． King 等［68］在

城市水供给产量研究中，利用 Morris 筛选法分析发

现影响模型输出的主要参数随着情景改变而变化，

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情景下使用重复单一的气候序

列估计供水产量将导致错误的模拟结果． Dejonge
等［69］利用 CEＲES-Maize 模型对农业灌溉管理研究

中，应用 Morris 筛选法去除非影响参数，然后应用

Sobol 方法研究了不同灌溉情景模拟下参数对结果

的影 响，为 模 型 在 实 际 场 景 的 应 用 提 供 了 参 考．
Ahmed 等［70］在基于 WMAM 模型的城市暴雨低影响

开发实践模拟研究中，利用一次一个变量法分析了

不同情景模拟中影响模型的主要参数．
以上研究表明，对于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等经验

或者半经验环境模型，由于其参数较少，参数相互影

响小，所以应用一次一个变量法和回归分析法等原

理简单、计算成本低的方法便可得到可靠结果． 而

对于机制性环境模型，通常由于这类模型结构复杂、
参数众多，为防止参数相互作用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则多应用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 其中，Morris 筛选

法和 ＲSA 等侧重于定性分析参数敏感性，虽考虑了

参数的相互作用，却无法量化这种作用，因此适合快

速筛选识别重要参数; Sobol 和 FAST 则可以量化参

数间的相互作用，适合定量分析参数敏感性，但应用

这类敏感性方法时需要考虑方法原理复杂性和计算

成本高等因素． 总之，实际研究中需要根据具体的

模型和研究目标选择合适的敏感性分析方法．

4 问题与展望

( 1) 环境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环境科学研究中，

而敏感性分析是环境模型应用不可缺少的环节． 每

种敏感性分析方法均有各自的优缺点，不存在一种

方法明显优于别的方法． 局部敏感性分析方法简

便、计算成本低，适用于参数少的经验模型． 而对

于假设简化较少、结构复杂参数众多的模型，考虑

到难以估量模型输出与模型输入是否存在非线性响

应关系，以及参数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这种情况下

应进行全局敏感性分析． 不同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

的区别主要在于:①能否量化模型输入对模型输出

的影响; ②能否计算参数相互作用对模型输出的敏

感性; ③对计算资源消耗的大小． Morris 筛选法和

ＲSA 能够定性地分析参数敏感性，计算成本相对较

低，适合鉴定非敏感参数并将其固定，同时可以识别

潜在敏感参数并用于进一步的定量敏感性分析． 回

归分析法、Sobol 方法和 FAST 则可以量化各参数或

多个参数共同作用对模型输出的影响．
( 2) 未来对敏感性分析的研究包括以下 4 个方

面:①当前常用的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都是基于数

理统计原理，应探寻基于其他原理的敏感性方法．
②对于占用大量计算资源的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

寻找更优的算法以提高采样速度，从而降低计算成

本． ③FAST、Sobol 等基于方差的敏感性分析方法

忽略了参数间的相关性对分析结果的影响，这一点

也应成为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④开发集成各种敏感

性分 析 方 法 的 软 件，以 降 低 模 型 使 用 者 的 门 槛．
⑤在模型应用中，应使用多个敏感性分析方法对比

分析，以提高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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