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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的“减源-拦截-修复”（3R）理论与实践
吴永红 1，胡正义 2，杨林章 1※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摘 要：在点源污染逐步得到控制后，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生态环境健康、良性
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 30 多年的面源污染控制经验，剖析了中国农业面源污
染总体形势，并从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发展和发生的特征上，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策略
性理论——“减源-拦截-修复”理论。在阐述了该理论后，从太湖流域和滇池流域典型区域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实践案
例进行验证。期望“减源-拦截-修复”理论的建立，能从根本上扭转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至今无策略性指导理论的局
面，为中国乃至世界类似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提供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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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和经济发展需求，中国一
直面临着耕地减少和保持环境质量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
代开始的农业“绿色革命”，通过增加化肥、杀虫剂和
除草剂的投入有效地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但是，这种高
投入的农业也对环境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进入
水体和土壤的污染物增加[1]。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发展、
人口的积聚和固体废弃物等管理落后，以及水冲厕所的
普及，也造成了散排污水的增多，这种分散式污水最终
也进入了土壤和水体，从而引起受纳水体的富营养化等
生态危害[2]。可见，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和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和
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虽然国内外开展了很多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
程的研究，例如缓冲带的构建、化肥的管理等[3]，这些农
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少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技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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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缺乏系统和全面的控制体系，难以实现长期的有
效控制。所建设的农业面源控制工程往往由于结构单薄
和体系的单一，极易造成主次矛盾不分、控制效率不稳
定、运行成本偏高等现象[4]。因此，就当前农业面源污染
控制工程的建设，亟需一项能够全面系统的策略理论指
导工程体系的建设。
鉴于此，本文在认清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探讨
了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的基本特征，以及在考虑中国当前
农业发展模式的情况下，提出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策
略性理论：“减源-拦截-修复”理论（3R 理论），并对
该理论在太湖和滇池流域的典型区域进行实践检验。理
论的提出，期望能对中国以及类似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
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发挥出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提供技术战略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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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总体形势

随着点源污染物质的有效控制，面源污染形势越来
越严峻，已经成为受纳水体富营养化以及水环境质量退
化的重要原因之一[5]。例如邻近城市的大型湖泊昆明滇池
和合肥巢湖等湖泊的污染负荷中，大约有 50%左右的营
养物质来自流域内的面源污染排放[1]。
集约化农业的发展，加剧了面源污染的产生、形成，
并增加了面源污染物质的输出负荷。不同污染源在农村
面源污染贡献已有许多报道。田间试验表明，太湖地区
稻麦轮作系统农田养分的排放净负荷：氮为 34.1 kg/hm2，
其中稻季 19.4 kg/hm2，麦季 14.7 kg/hm2；磷为 1.75 kg/hm2，
其中稻季 1.16 kg/hm2，麦季 0.58 kg/hm2。氮磷的径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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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量分别占当年施肥量的 6.4%和 1.9%。稻季氮素流失以
氨态氮为主(53%)，麦季以硝态氮为主(46%)。磷素在稻
季和麦季的流失均以颗粒磷为主(56%～69%)[6-7]。
对太湖地区 3 种主要水产养殖模式的氮、磷损失过
程的研究表明，不同养殖和管理模式下，由于养殖产品
的种类不同，氮、磷养分输入输出量差异较大。池塘年
度氮、磷养分平均输入量分别为 337.4～800.4 和 43.1～
107 kg/hm2·
a，不同模式下池塘年度向周围水体排出氮、
磷量分别为 21.96～7354 和 1.99～6.55 kg/hm2·
a。池塘通
过渗漏而引起的氮、磷损失量分别为 11.46～20.94 和
1.10～2.80 kg/hm2·
a[7]。
城镇化发展，地面硬化程度的提高，加速了面源污
染物质的扩散和迁移。在交通干道商业区、镇区居民点
以及农村居民点进行观测，由降雨径流引起的总氮、总
磷负荷均超过国家规定的地面水 V 类水质标准。三个观
测区雨后径流总氮浓度以农村居民点最高，为 7.26±4.43
mg/L，交通干道商业区其次，为 4.10±2.15 mg/L，城镇居
民区为 3.84±2.13 mg/L。雨后径流总磷浓度以居民点较
高，其中农村居民点径流中总磷浓度为 2.21±0.90 mg/L，
乡镇居民点径流中总磷浓度为 0.97±0.69 mg/L。乡镇和农
村居民点的地表径流氮、磷的水环境负荷量分别达到
20～40 kg/hm2·
a 和 3～12 kg/hm2·
a，接近或超过农田氮、
磷面源排放量。可见，镇、村居民点地表径流也已成为
水环境污染或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来源[7-8]。
同时，日益增长的人口及其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如农
村废弃物的乱堆乱放，也是农业面源污染输出负荷不断
增加的重要原因。农业面源污染除了产生大量的氮磷等
水体富营养化生源要素外，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农药、
除草剂、生长调节剂等，也会携带多种多样的有机污染
物进入水体[9]。随着近年，这些化学品的使用量增加，所
携带的有机物也呈明显的增长趋势，正逐步成为影响水
土环境的重要污染源。
此外全国面源污染还呈现出一个“城市近郊向农村
延伸”的态势。过去，由于地面硬化程度的提高和菜篮
子等工程的建设，严重的面源污染往往发生在人口稠密
的城市或者近郊。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展以及村镇化的
快速发展，尤其是现代的化肥农业发展，很多远离城市
的水体也在遭受富营养化等问题的侵扰。如南四湖、呼
伦湖等地表径流等面源带入的营养物均占入湖总量的
70%以上[1]。
从生态经济学而言，大量的农业面源污染也造成了
大量资源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在近期有进一步扩大的
趋势。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提高粮食产量是中国农业
生产的首要任务，而要提高粮食产量，增加肥料用量是
必不可少的。研究表明，当氮素的施用量超过 150～200
kg/hm2 时，大量的化肥很有可能通过地表径流或通过渗
漏运移到地表水和地下水中，最终输入到河流和湖泊中。
据统计，全国每公顷耕地每年氮肥平均用量为 225 kg 氮，
一些高产省份大于 300 kg 氮//hm2，而在一些年种植 5 种
作物的蔬菜集约化产区，其氮素年施肥量为 1 000～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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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氮//hm2，因此而产生的氮磷流失是巨大的。流失的氮
磷大多数进入了水体环境，使河流和湖泊中氮磷的浓度
明显提高，致使湖泊富营养化加剧，从而造成资源与生
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总体而言，中国当前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农业
面源污染已经成为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下降和水生态健
康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这种严峻的形势，近期内
还将有蔓延之势，在一定程度上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可见，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已经
是一项亟需解决的问题，在重点流域建设农业面源污染
控制工程迫在眉睫。
然而，当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的设计与建
设，基本还处于“无理可依”的阶段。不少科研工作者
以及环保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迫于“项目”的需要，
很多工程都是在一片追赶声中开工建设，其中一些不乏
违背了农业面源污染形成的基本规律。这既浪费了宝贵
的建设费用，也可能造成农业生态系统的永久性损伤。
因此，当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下，形成一定规范的
具有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建设的理论或标准很有
必要，也十分迫切。

2

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发生和发展的特征

面源污染的主要特征是以扩散的方式发生，时断时
续，绝大部分与气象事件的发生有关；在进入地表水之
前，发生在广大的土地上；不能在发生之处进行监测，
真正的源头难以或无法跟踪，即面源污染具有发生时间、
发生源、污染物浓度三个不确定性因素[10]。
针对农业面源污染而言，农业现代化尤其是集约化
的发展，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发生和发展过程的
本质性改变，主要归纳如下：
农业区面源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随着经济和社会
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
生活污染源源强和排放频度的增加，造成大量散排农村
污水流入受纳水体。同时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盲
目使用化肥、农药。与此同时，农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不断加大，而农业固废的利用率不断减少。这些都造成
了农村农田环境越来越堪忧，使得集约化农区氮磷污染
成为水体污染的重要源头之一。
农业面源污染形成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纳为：农田径
流、暴雨漫流、山地水土流失、农业固废河生活污水中
的氮磷养分随着水体溶入就近河湖。就滇池流域典型集
约化农区而言，流域内氮的污染负荷中各来源的贡献率
分别为：山地水土流失 7.7%，农田径流 56.6%，农村固
体废弃物 28.5%，农村生活污水 7.2%；磷的污染负荷各
来源的贡献率分别为坡地水土流失的 29.7%，农田化肥流
失贡献率 37.1%，农村固体废弃物贡献率 28.2%，农村生
活污水贡献率 5%。
造成农业区面源污染（这里主要指形成富营养化的
基本生源要素：氮和磷）产生、形成的实质就是氮磷在
土壤－水体中的转化与迁移。集约化农区土壤和水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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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浓度由于比传统农田中氮磷浓度高，同时集约化农
田中由于长期的碳源输出（以农业固废形式输出），造成
了氮磷在集约化农田土壤和水体中具有更高的生物活性
和运动潜力，是造成氮磷污染负荷产生的根本动因。并且，
氮磷在水体－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响，就滇池流域集约化农区而言，氮磷流失主要受到坡度、
降雨强度、农艺措施和施肥方式等因子的影响。
因此，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问题上，需要从
农业面源产生、发生和发展的源头和过程着手，同时兼
顾农业经济效益以及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3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 3R 理论

从以上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发生和发展的特征看，
不同的农业类型和不同的流域需要制定不同的控制目
标。从分析农业区面源成因后，针对不同地理特点和生
态环境特征的农业区域，技术研发要根据环境特征，充
分利用现有条件，并考虑该地区将来的发展。在农业面
源控制工程建设过程中，应注重“预防”、“治理”与
“经营”相结合，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模式。因
此，在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建设框架中，需要构建不
同的技术控制单元，实现逐级设置的目标，从而达到目
标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笔者在多年的实践基础上，针对中国农业面
源污染产生、发生和发展特点，以及中国当前农业经济
发展模式（以户为单元、分散式种植；以化肥代替农家
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等特征），提出了“减源-拦截
-修复”理论(“Reduce-retain-restore”theory, 3R theory）
（以下称 3R 理论），并以此指导了多项农业面源污染控
制工程的实践。
3R 理论，即在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建设过程中，
以实现农业环境保护、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农业人
居环境和意识形态相和谐发展为目标，从污染物产生的
源头开展污染物的减量化工程，在污染物迁移过程中开
展污染物的拦截与阻断工程，并对面源污染物进行深度
的处理与再净化，在此基础上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环保
修复，实现农业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的提高和系统的
稳态转换。
“减源”：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源头主要来源包括 1）
农田过量使用化肥引起的氮、磷流失；2）农村分散式生
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向河道排放；3）农业固体废弃物及
生活垃圾随意堆放，降雨时产生的径流污染；4）农村道
路、庭院陆地等在降雨时产生的地表径流。通过对这四
种农业面源污染物质来源输入量的减少（一般包括化肥
输入的减少或增加养分在土壤中的固持能力；减少生活
用水水量或者循环用水；减少农业固废和垃圾的露天堆
放或无害化处置；减少硬化地面或软化地面），实现农
业面源污染物质的产生量最小化。
“拦截”：在“减源”的基础之上，或者对于那些源
头上无法减量的污染物质（如无法减少集约化农业化肥
施用量）或场所，在面源污染物质迁移的过程中，利用
拦截和阻断技术，阻碍污染物质的运移或延长污染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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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移路径，从而实现污染物质迁移与扩散量的最小化。
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生态系统内部自我消纳的能力，
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部分或者全部的“有用”污染物
质进行再利用，实现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拦截和
阻断农业面源污染物质迁移和扩散的技术一般采用构建
缓冲带如生态沟渠或者人工生态系统等措施直接拦截和
阻断，或者采用改良土壤生态系统的措施，增加面源污
染物在土壤生态系统中的循环过程，间接地延长了污染
物质在系统内部的使用频度，相当于减少了污染物质向
系统之外输出。针对一些农业固废、畜禽粪便等农业面
源污染物质，除了在源头上减少其产生量外，在“拦截”
技术上一般让这些物质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回归到农田生
态系统，进而延长这些物质在系统内部的反应过程，达
到输出量的最小化。
“拦截”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于一些难以有效物
理拦截的农业面源污染植物，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度的处
理与净化。在农业面源污染物中，氮磷的含量通常相对
较高，并且具有易溶于水、易迁移、形态较多等特点，
需要进行建设额外的生态工程进行深度处理与净化，这
类生态工程一般包括以下三大类：人工构筑湿地，土地
处理系统和生物接触氧化措施等。通过这些生态工程物
理、化学和生物的联合作用[11]，实现氮磷等难减量化的
农业面源污染物质最大化从系统内去除。
“修复”：在对农业面源污染物质最大化去除之后，
需要对整个农业生态系统进行重新审视与修复，实现生
态系统的健康良性发展。主要内容包括重建生态系统的
植被，使之成为新的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初级生产者、重
要生物的生境建造者和营养吸收转化的驱动者和悬浮物
质沉降的促进者；重建基本的生态系统生产者— 消费者
— 分解者结构，使之形成具有循环功能的食物网关系；
在形成生态系统基本结构的基础上，以生态工程措施恢
复和提高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使之渐趋稳定，最终实现
农业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提高和自我净化能力的强
化，由损伤状态向健康稳定状态转化。
“减源”、“拦截”、“修复”三者的关系式阶梯式
的（如图 1），只有当前一步骤顺利实施后，后续的工程
措施才能有效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通过以上三级措施
的实施，最终实现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从本质
上提高和优化，实现农业面源污染物质的最小量输出和
“有害”物质的最大化利用，并建立具有消纳农业面源污
染物质的健康农业生态系统。
基于循环经济理论与全球资源战略的要求，近年来
笔者在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设计与建设过程中，
对 3R 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升华，形成了另外一种更高的农
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指导模式——“减源-拦截-利用-修
复”（“Reduce-retain-reuse-restore”theory, 4R theory）（以
下称 4R 理论）。可见，4R 理论在 3R 理论的目标设置基
础上，还实现了废弃物的最大化利用。按照 4R 理论建设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不但实现了农业环境保护，也
将促进中国战略资源匮乏（如磷矿资源）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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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减源-拦截-修复”理论框架与各级目标设置
Fig.1 Frame of reduce-retain-restore theory and its set goals

4R 理论和 3R 理论是升级版，更强调在拦截和消纳面源
污染物质时，不能仅仅是“处理”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再
利用这些“污染物质”，达到削减面源污染和变废为宝的目
的。4R 理论和 3R 理论也是相互和谐发展的理论，一般情况
下，3R 理论适应于任何农区面源污染防控工程建设的指导。
当实施点有条件实行污染物质的再利用时，4R 理论更适应于
指导这类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工程建设。

4

3R 理论指导的工程示范与验证

4.1

3R 理论在水网区村镇的应用
太湖地区是中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
乡镇工业和农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一方面加速了地方经
济的发展，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也向环境排放了大量的污
染物。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污水和生活
垃圾引起的面源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根据有关资料表
明，在太湖水体污染中，面源污染占相当重要的份额，
从全流域总氮排放负荷来看，工业废水占 15.7%，生活污

Fig.2

水占 25.1%，农业面源污染（含畜禽养殖）占 37.5%，水
产养殖污染占 16.5%；从总磷排放负荷来看，工业废水占
10.4%，生活污水占 60.0%，农业面源污染占 15.1%，水
产养殖污染占 9.4%。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废弃物中的营
养物质尤其是 N、P 在雨水作用下对太湖水体的贡献率也
较高[12]。随着 2000 年太湖流域点源污染逐渐得到控制，
农村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更显突出。由此可见，从源头
控制面源污染应该是解决太湖水质富营养化问题的最主
要、最根本的措施之一。
以太湖流域宜兴市大浦镇（20 km2）的水网区为研究
对象，以“减源、拦截、修复”为示范工程建设的理论
依据，开展了为期 3 年的示范研究。“减源”措施包括
倡导家庭节水，农业固废处置与资源化以及减少农田化
肥和农药的施用；“拦截”措施包括利用沟渠和河道对
面源污水进行净化，同时对分散式污水进行处理；“修
复”主要对示范区内的集水区如河道、河口进行水生生
态系统的恢复以及湖滨湿地的生态修复（如图 2）。

图 2 基于 3R 理论设计的太湖河网区面源污染控制技术集成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for controll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river-web areas in Taihu Lake watershed based on 3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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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红等：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的“减源-拦截-修复”
（3R）理论与实践

通过系统的设计及分段控制，在 20 km2 内全面控制
面源污染，使入湖河口控制断面与河网生态修复区的水
质比示范工程建设前提高一个标准等级。河网生态修复
示范工程：出水口 BOD 去除率 60%～80%，COD 去除率
40%～50%，TN 去除率 50%，TP 去除率 70%以上；河口
污染控制示范工程：SS 去除率 50%，TP 去除率 35%以
上；前置库示范工程：TN 去除率 70%，TP 去除率 80%，
泥沙去除率 90%以上；农田节 N 控 P 示范工程：径流中
TN、TP 浓度下降 40%；村镇污水处理示范工程：村镇生
活污水处理率>80%，TN 去除率>70%,TP 去除率>80%；
投资和运行成本低于同类技术的 1/3；村镇垃圾与农业废
弃物的收集与处理处置率>90%。
通过调查还发现，
在基于 3R 理论的示范工程实施后，
受损生态系统的结构正在恢复，原本退化的生态功能正
在好转，如水生生态系统的污水净化能力提高。并且整
个生态系统尤其是水生生态系统由过去单一的物种转变
成了多种植被群落，如芦苇、茭白、菖蒲、黑藻等，河
道和河口水质明显变清（冬季大部分河流水质清澈见
底），这些为水生生物的栖息创建了良好的生境。在示
范工程运行 2 年后，多种有益浮游动物出现了，说明示
范区生态系统状态已经基本好转，生态系统正处于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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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的状态发展。
4.2 3R 理论在高度集约化农区的应用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表明：面源污
染物总氮、总磷和化学需氧入湖总量量分别为 3 786、662
和 23 011 t，占总量的 27%、45%和 37%。《滇池流域农
村面源污染控制规划》调查结果显示：滇池流域农村面
源污水产生和排放量约 2.6 亿 m3/a，主要由农业生产包括
种植业、养殖业排水，农村居民生活面源污水组成。
滇池流域的城郊结合部如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六甲乡
的金家村（约 0.7 km2），是一个高度集约化的农业区。
90% 以 上 耕 地 种 韭 菜 ， 一 般 每 年 韭 菜 地 施 纯 氮 量 为
7 670.5～9 338 kg/hm2，少部分农户韭菜氮肥年施用量达
到 20 010～26 680 kg/hm2 ；磷肥（P2 Ｏ 5 ）每年最低为
2 001～2 668 kg/hm2，最高为 12 600 kg/hm2。施肥以撒施、
浇施为主。旱季从盘龙江、滇池抽提河湖水灌溉韭菜。
土壤 pH 值为 7.6～7.9，土壤有机质高，平均为 54 g/kg，
土壤速效氮、磷达到极高水平，分别为 370～430 和 67～
84 mg/kg。农村人均纯收入约 5 000 元。
针对该区农业高度集约化的特点，以承担国家“十
五”863 项目的契机，基于 3R 理论的指导，建设了一系
列的农业面源控制工程，如图 3。

注：（1）居民家庭用水节水倡议工程，（2）面源污水预处理单元，（3）土壤内部节氮控磷工程（包括蔬菜地土壤氮素向水体迁移控制示范工程、韭菜田垄
沟氮磷滞留技术及养分循环利用研究与示范工程和农田粪便吸纳量田间试验工程），（4）生态沟渠与生态干渠拦截与净化，（5）人工湿地再深度处理工程。
在工程内容（3）、（4）和（5）实施后，指导村民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施集水区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工程。C1，C2，T1-T6 为水样采集点。

Fig.3

图 3 基于 3R 理论指导的金家村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体系
System of the engineering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in Jinjia Village based on the direction of 3R theory

“减源”示范工程包括：节水倡议工程、蔬菜地土壤
氮素向水体迁移控制示范工程、韭菜田垄沟氮磷滞留技
术及养分循环利用研究与示范工程和农田粪便吸纳量田
间试验工程。
“拦截”与“修复”示范工程包括：村镇-农田混合区
雨污混流净化强化系统示范工程和村镇-居民农田混合区
生态干渠-人工湿地水质净化与生态重建示范工程。
以上技术集成示范工程建设运行后，非降雨日（降
雨量不大于 10 mm/d）在整个农区的总排水口（图 3）采
集水样，调查面源污水的处理效率。这些示范工程实施
后，从示范区内清除入侵物种水花生约 1.3×105 kg，这相

当于在该农业生态系统内减少了 374.4 kg 氮和 27.2 kg
磷。工程实施期间，水生植物的刈割，也相当于每年带
出了 19.8 kg 氮和 1.4 kg 磷。据统计，在考虑土壤养分释
放和施肥量的减少的情况下，示范工程实施后向该系统
外输入的养分减少 P2.9 kg/d 和 N29.7 kg/d。
示范工程实施 1 年后，农业生态系统的作物结构也
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韭菜种植扩展到了韭菜、玉米和
鲜花以及一些家常的蔬菜。尤为重要的是，在生态沟渠
的末端发现了四种新的底栖动物（Procladius choreus,
Parakiefferella sp., Tanytarus sp., Procladius sp.）。这些生
态结构的改变，
说明按照 3R 理论指导的示范工程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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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系统正在向健康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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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for controll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duce-retain-restoration (3R)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Wu Yonghong 1, Hu Zhengyi 2, Yang Linzhang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East Beijing Road, Nanjing, 210008 China;
2.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After point pollution w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uere. The increas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has already affected the healthy and benign development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even limited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t a certain extent.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more than 30 years in study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e total status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was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produce, development and occurrence
characte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e strategy for controll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 “Reduce-retain-restore” theory (3R theory), wa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mode of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3R theory was explained in this study, and testified using two typical examples of controll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aihu Lake and Dianchi Lake watersheds, respectively. The 3R theory is
prospected to provide a valuable guidance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engineering of controll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or some areas of similar agricultural economic modes.
Key words: pollution control,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ctection, “reduce-retain-restoration(3R)”theory,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