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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基于水力调度的水质应急系统的构建与研究 

乐世华1，张煦1,2，肖晓春1,2，杜彦良2 
(1.北京中水科水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 100038; 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针对现实情况中复杂河段的水污染突发事件频发并造成对生命财产及环境等严重威胁和损害，本文对水污染

突发事件模拟预测进行研究并构建水质应急系统。系统以水力调度模型为驱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地理

信息系统(GIS)、数据库等现代高新科技手段，对流域的地形地貌、水质状况、各种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与存储，

建立流域水质基础信息平台、水污染突发事件的预测模型和水力调度水质响应仿真模型。本文以太子河流域为例，

对1996年、2007年不同下泄流量、不同污染泄漏点进行模拟水污染突发事件，得出不同水库调度方案对水质扩散的

影响。研究表明：（1）在保证水库功能正常运行条件下，观音阁水库下泄流量小于15m3/s时，下泄流量增加50%，

下游河段不同位置泄漏污染物扩散情况均有所改善，其中，观音阁水库下游36.6km处断面污染物扩散对观音阁水库

的下泄流量较为敏感。（2）当观音阁水库下泄流量增大到15m3/s时，水库调节对污染物扩散影响较大，下泄流量

越大，污染物衰减速度越快；当下泄流量大于15m3/s时，水库调节对污染物扩散影响较小。 

关键词：太子河流域；水力调度；水质应急系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流域概况 

太子河流域干流全长413km，流域面积

13883km2，河道比降上游大、下游小，介于1/3000

至1/4000之间。太子河流域主要支流包括清河、小

汤河、五道河等，流域水系示意图如下。 

太子河属高度受控河流，上游建有观音阁水

库，中游建有葠窝水库，均为大(1)型水库，两水

库间有近12个拦河坝调节水量。受水文、水质基础

资料限制，本文的研究区域为观音阁水库出口至唐

马寨之间的区段，全长213.4km。根据水质测站（见

图2）多年水质监测结果，太子河水质沿程下降趋

势显著。上游段水质良好，水质可达到Ⅱ类，中下

游由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太子河，使水质状况逐渐降低，水质处于Ⅲ~Ⅴ类，各太子河水质控制

断面空间分布与水质状况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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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子河水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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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应急系统总体架构图 

 

太子河季节性特点非常突出，丰枯期水量变化明显，河流流域内重污染企业多，沿河排污口多，废

水入河量大，河流污染严重，给河流的水环境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风险，故研究太子河流域水污染

突发事件的预测和应急水力调度的关键技术、构建基于水力调度的水质应急系统，具有十分突出和明显

的意义。 

2 系统总体结构 

水质应急系统以水量水质模型为驱动，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等现代高新科技手段，

建立流域水质基础信息平台，实现水力调度水质响应仿真，为河流的水环境安全提供技术保障。系统采

用B/S结构，采取分层设计法确定系统的框架，系统以业务逻辑为核心，共分为5层，由基础设施层、数

据中心层、应用支撑层、业务应用层和综合展示层组成。分层架构设计能显著降低系统耦合度，降低系

统复杂度，提升开发效率，并提供良好的可维护性与可扩展性，有利于系统后期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应

急系统总体架构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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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太子河水质控制断面空间分布图及水质状况图 

 

图 2 水质监测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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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量水质模型 

水污染应急处理系统的模型库以一维水动力模型和水质模型为基础，河道水动力学特性采用明渠一

维非恒定流的Saint-Venant方程组，河道水质按照瞬时点源一维稳态河流水质模型计算。太子河模型以

小市断面为计算起始断面，唐马寨为末断面；区间包括大型水库一座，拦河闸坝12座；根据已有资料河

流，概化8条主要支流，分别为小汤河、小夹河、五道河、卧龙河、新开河、北沙河、柳壕河、南沙河。

模型采用Preissmann四点加权隐式差分格式，对Saint-Venant方程进行离散，以观音阁下泻流量作为流

量过程，以唐马寨水位值水位过程，通过追赶法求解，得出河道洪水演进中各断面水位、流量、流速等

水力指标值沿程变化过程，图5列出计算水位与流速沿程变化图。 

4 水库水力调度方案 

为探讨水库闸坝下泄流量对下游突发水污染水质扩散的影响，杨洵
[1]
等人研究指出，枯水期河道水

位低，水量少，闸坝虽多，调度作用有限，需充分利用水库较大的水量调节作用。杜彦良
[2]
等人设计不

同的下泄流量方案，计算河道上下游

各站点常规源水质变化情况，结果表

明，在枯水期适当的加大水库的下泄

流量对水库水环境改善具有较明显

的效果。本文重点讨论观音阁水库调

度在枯水期对下游交通事故导致危

化品泄漏事件水质的影响，以氰化物

为水质指标。 

本文设置枯水期不同水库下泄流量、

不同位置泄漏点等多种调度情景，研

究分析观音阁水库调度对断面水质

扩散的影响，污染源泄漏点位置如图

6所示。方案分别以1996和2007年的

水流作为水力设计条件，2007年观音阁水库的初始下泄流量约为10m
3
/s，1996年为28.9m

3
/s，具体各情

景方案如表1所示。 

 

图 5 各断面沿程水位 2007年计算结果 

 

图 6 污染源泄漏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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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氰化物为研究对象，预测模拟污染物传播扩散过程。设定氰化物的本底浓度近似为0mg/L，

氰化物一次性泄漏5000kg，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3]
和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4]
内容指出，总氰化物日均最大允许排放浓度为0.5mg/L，本文以0.5mg/L为目标值，模拟计算氰化物扩

散衰减特性。 

表1 太子河水库调度方案 

年份 方案 
观音阁水库下泄流量

(m
3
/s) 

泄漏点位置（km） 

2007 年 

现状 10 

19.3 

36.6 

40.5 

方案一 15 

19.3 

36.6 

40.5 

方案二 20 

19.3 

36.6 

40.5 

1996 年 

现状 28.9 

19.3 

36.6 

40.5 

方案一 43.5 

19.3 

36.6 

40.5 

方案二 58 

19.3 

36.6 

40.5 

基于构建的水污染突发事件模型和水力调度水质模型，分别计算不同方案条件下太子河污染物浓度

的变化，计算结果见下图7-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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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图8、图9分别代表2007年观音阁水库下游19.3km、36.6km、40.5km发生水污染泄漏事件对应

污染浓度沿程变化曲线。图10、图11、图12分别代表1996年观音阁水库下游19.3km、36.6km、40.5km发

生水污染泄漏事件对应污染浓度沿程变化曲线。从左至右分别为现状条件、方案一（下泄流量增加50%）

和方案二（下泄流量增加100%）的污染物浓度沿程变化过程，不同颜色表示不同计算时刻下的变化曲线，

模型步长设为600s。 

图7、图8、图9三图可以看出，各方案一（图b）相比各现状（图a），随着下泄流量增加，下游河

段污染物扩散在污染物浓度峰值、扩散范围（距离）、传播时间等各方面有较大程度地改善；各方案二

（图c）相比各方案一（图b），随着下泄流量增加，下游河段污染物扩散在污染物浓度峰值、扩散范围

   

（a）现状 （b）方案一 （c）方案二 

图 7 2007 年观音阁水库下游 19.3km处泄漏污染物沿程变化 

   

（a）现状 （b）方案一 （c）方案二 

图 8 2007 年观音阁水库下游 36.6km处泄漏污染物沿程变化 

   

（a）现状 （b）方案一 （c）方案二 

图 9 2007 年观音阁水库下游 40.5km处泄漏污染物沿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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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传播时间等各方面改善程度较小。各个方案调度模拟计算结果见表2。 

表1 观音阁水库下游三处泄漏点各方案计算对比值 

泄漏点位置 

计算选项 

下泄流量 变化比值 

现状(10m3/s) 方案一(15m3/s) 方案一(20m3/s)  

泄漏点 1 

（19.3km） 

扩散距离(km) 22.82 13.47 18.43 41.0% 19.2% 

最大峰值（mg/L） 91.8 11.14 11.17 87.9% 87.8% 

传播时间(h) 1.5 1.33 1.33 11.1% 11.1% 

泄漏点 2 

（36.6km） 

扩散距离(km) 17.3 5.5 5.5 68.0% 68.0% 

最大峰值（mg/L） 96.71 2.19 1.8 97.7% 98.1% 

传播时间(h) 1.5 0.83 0.5 44.4% 66.7% 

泄漏点 3 

（40.5km） 

扩散距离(km) 13.4 13.3 13.3 0.4% 0.7% 

最大峰值（mg/L） 26.42 4.41 4.33 83.3% 83.6% 

传播时间(h) 0.83 0.82 0.82 1.4% 2.2% 

注：变化比值=（现状值-方案值）/现状值 

由表2可知，观音阁水库下游36.6km处泄漏污染物扩散衰减最明显，污染物浓度峰值减少高达97.7%，

减少量达94.5mg/L；扩散距离从17.3km减少至5.5km，缩减比例达68.0%；传播时间缩减44.4%；19.3km

处和40.5km处污染物扩散衰减较36.6km处衰减不明显。 

   

（a）现状 （b）方案一 （c）方案二 

图 10 1996年观音阁水库下游 19.3km处泄漏污染物沿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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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8、图11进行年间对比分析，随着下泄流量的增加，2007年曲线变幅比1996年明显，1996年三

方案污染物浓度变化差别甚微，图10、图12也有同样结果。分析其原因，因为1996年的初始流量（28.9m
3
/s）

较2007年初始流量（10m
3
/s）大189%，对比2007年图8b、图8c可发现，初始下泄流量在增加至15m

3
/s后，

继续增加下泄流量对污染扩散已无明显影响，图7b、图7c，图9b、图9c也有类似情况。当观音阁水库下

泄流量增加到15m
3
/s之前，水库调节对氰化物扩散影响较大，下泄流量越大，氰化物衰减速度越快；当

下泄流量大于15m
3
/s时，水库调节对氰化物扩散影响较小。 

5 系统的功能综合展示 

系统有效地结合基础地理要素，包括DEM、卫星影像、行政区划图、居民区分布图、道路交通图、

土地利用图、水系河流矢量、交通道路矢量、河道地形进等，综合以文字、图片、表格、曲线等形式展

示，并对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方案各业务应用的结果进行形象展示，使用户简单直观的观察结果。 

 

 

 

   

（a）现状 （b）方案一 （c）方案二 

图 11 1996年观音阁水库下游 36.6km处泄漏污染物沿程变化 

   

（a）现状 （b）方案一 （c）方案二 

图 12 1996年观音阁水库下游 40.5km处泄漏污染物沿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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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文以太子河流域为例，以水力调度模型为驱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图 2 地形渲染图 

 

图 2 河流矢量数据查询 

 

图 2 污染物动态演示 



9 

数据库等现代高新科技手段，对太子河流域的地形地貌、水质状况、各种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与存储，

建立流域水质基础信息平台、水污染突发事件的预测模型和水力调度水质响应仿真模型。将模型的数值

模拟结果以表格、图形、报表、文字等方式表示出来，更加直观清晰地了解水污染事故发生地的各类信

息；采用静态、动态结合方式模拟出污染变化趋势，对1996年、2007年不同下泄流量、不同污染泄漏点

进行模拟水污染突发事件，得出不同水库调度方案对水质扩散的影响。研究表明： 

（1）在保证水库功能正常运行条件下，观音阁水库下泄流量小于15m
3
/s时，下泄流量增加50%，下

游河段不同位置泄漏污染物扩散情况均有所改善，其中，观音阁水库下游36.6km处断面污染物扩散对观

音阁水库的下泄流量较为敏感，污染物浓度峰值降低幅度最大，可降低97.7%；扩散范围（距离）可缩

减68.0%、传播时间可缩减44.4%。下游19.3km处和40.5km处断面污染物扩散对观音阁水库的下泄流量相

对不敏感。 

（2）当观音阁水库下泄流量增大到15m
3
/s时，水库调节对氰化物扩散影响较大，下泄流量越大，氰

化物衰减速度越快；当下泄流量大于15m
3
/s时，水库调节对氰化物扩散影响较小。 

通过结合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下泄流量形成不同水库水力调度方案，构建水污染应急数据库，

为应急系统提供决策支持方案，将是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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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Water Quality Emergency System Based on 

Hydraulic Dispatching 

LE Shihua1，ZHANG Xu1,2，XIAO Xiaochun1,2，DU Yanliang2 
(1.Beijing IWHR Technolygy Co., Ltd，beijing 100038，China;2.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water pollution emerges frequently causes serious threat and damage to life, 

property an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water pollution emergencies and 

constructs water quality emergency system.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ystem adopts the 

modern high-tech means such a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nd database to digitally collect and 

store the topography, water quality and various information of the basin. Establish water quality basic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ecast model of water pollution emergencies and simulation model of water quality 

response of hydraulic dispatch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Taizi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 to simulate the water 

pollution emergent events of different discharge points and different pollution leakage points in 1996 and 2007, 

and obtai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servoir operation schemes on water quality diff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reservoir and the discharging flow of the Guanyinge 

reservoir is less than 15m3/s, when the discharge is increased by 50%, and the diffusion of the pollutant in the 

downstream reaches is improved. The diffusion of pollutants at the section of 36.6 km downstream of the 

reservoir is more sensitive to the discharge of Guanyinge reservoir. (2) When the discharge of Guanyinge 

Reservoir increased to 15m3/s, the reservoir regulation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pollutant diffusion. The greater 

the discharge, the faster the pollutant decay rate. When the discharge was more than 15 m3/s, The impact of 

pollutant diffusion is small. 

Key words: Taizi River Basin; Hydraulic dispatching; Water quality emergen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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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基于水力调度的水质应急系统的构建与研究 

 

乐世华 1，张煦 1,2，肖晓春 1,2，杜彦良 2 

1 北京中水科水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 100038 

2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38 

 

摘要 

 

针对现实情况中复杂河段的水污染突发事件频发并造成对

生命财产及环境等严重威胁和损害，本文对水污染突发事件

模拟预测进行研究并构建水质应急系统。系统以水力调度模

型为驱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数据库等现代高新科技手段，对流域的地形地貌、水质状况、

各种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与存储，建立流域水质基础信息平

台、水污染突发事件的预测模型和水力调度水质响应仿真模

型。本文以太子河流域为例，对 1996 年、2007 年不同下泄

流量、不同污染泄漏点进行模拟水污染突发事件，得出不同

水库调度方案对水质扩散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保证

水库功能正常运行条件下，观音阁水库下泄流量小于

15m3/s 时，下泄流量增加 50%，下游河段不同位置泄漏污

染物扩散情况均有所改善，其中，观音阁水库下游 36.6km

处断面污染物扩散对观音阁水库的下泄流量较为敏感。（2）

当观音阁水库下泄流量增大到 15m3/s 时，水库调节对污染

物扩散影响较大，下泄流量越大，污染物衰减速度越快；当

下泄流量大于 15m3/s 时，水库调节对污染物扩散影响较小。 

关键词 

太子河流域；水力调度；水质应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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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典型草原区地下水位埋深与植被响应关系 

刘华琳1，徐小民1，焦瑞1，梁文涛1 
(1.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邮编；010020) 

摘要：典型干旱草原区的天然植被作为干旱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的主要生产者。作为干旱草

原区最为关键的生态因子，水不仅是干旱草原区绿洲生态系统构成、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依据，而且决定着干旱草

原区绿洲化过程与荒漠化过程两类极具对立与冲突性的生态环境演化过程。选择具有典型草原区代表性的区域—锡

林浩特市作为研究区域，研究表明锡林浩特市的部分区域地下水位埋深受人为开采影响较大；植被覆盖度受地貌类

型影响，不同地貌类型条件下地下水位埋深与植被覆盖度存在不同的响应关系；研究区地下水位埋深平均值小于3m

时，对植被覆盖度有明显的影响，当埋深在1.5-2.5m之间时较适宜草地植被生长。 

关键词：地下水位埋深；植被覆盖度；典型草原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1999年MAITRE D C等
[1]
对植被与地下水之间的关系最早做了相关的阐述。Lamontagne等（2005）

[2]

阐述了热带稀树草原河岸带植物对地下水的利用关系。国内早期的研究在于分析植被随着不同地下水位

埋深和包气带岩性的分布特征，并逐步提出了生态地下水位的概念。1989年颜铭在北疆的古尔班通古特

沙漠南缘研究区通过调查分析后提出了各种群落对水位埋深的要求和适宜的地下水化学特点[3]。20世

纪90年代初，侯印伟
[4-5]

在针对石羊河流域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了沙枣树、胡杨树等沙生灌木生长水位以及

与土地沙沙漠化的关系
[6-10]

。 

我国北方牧区降水稀少、蒸发强烈，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大多数地区河网极不发育，地

表水贫乏，地下水是生活、生产、生态的主要水源。加上近年来草原区过度放牧及不合理的地下水开发

利用，使得包气带厚度不断增加，地下水位降落漏斗逐渐扩大，引发草原退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本文依托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大量的植被现状样方调查和水文地质调查，这为

本次工作奠定了数据基础。按照“地下水动态分析-植被生态调查-地下水位埋深与植被变化响应关系”

的研究思路，探讨锡林浩特市草原植被与地下水位埋深的响应，揭示该区域植被生态与地下水的依赖关

系，为典型草原区水资源管理、植被生态保护及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对进一步深化了解典型草原区的生

态系统特征和科学评价该区域的生态功能提供技术支持。 

2 研究区域概况 

锡林浩特市地貌形态主要受地质构造、岩性及水系的控制，地层主要由第四系粉细砂和细中砂，侏

罗系上统玄武安山岩构成，局部地势较高，为低山，统属于大兴安岭山系的西南余支。山岳多属于侵蚀、

剥蚀地形。锡林浩特附近地区隶属于内蒙华力西晚期褶皱带之次级构造单元—西乌珠穆沁向斜的南翼、

胜利—毛登向斜的轴部。以北为大梁—沃莫尔褶皱带，以南为锡林浩特复背斜。由于新构造运动，在胜

利—毛登断陷盆地中又形成了锡林浩特拗陷盆地，沉积了上百米厚第四系松散层，储藏着丰富的孔隙潜

水，含水层一般厚度为30~60m，最大可达95m，上层潜水涌水量500~1000m3/d，下层微承压水涌水量为



13 

1000~3000m
3
/d。 

研究区优势地带性群落为大针茅草

原群落，以旱生从生禾草层片与旱生小半

灌木为标志，地带性植被的主体为旱生丛

生禾草大针茅草原。其中旱生丛生禾草为

优势种，次优势为克氏针茅，还包括其它

多年生禾草羊草、冰草、冷蒿、糙隐子草

等。其中大部分为旱生和广旱生的植物，

旱中生和中生植物很少，仅偶尔出现。 

3 地下水的空间分布特征  

3.1 水位统测  在进行实际地下水位统

测之前，基于地下水动态监测网优化方法

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地形图、数值模拟和

Kriging插值技术对该区域统测网点的布

置方案进行了优化设计。由于研究区浅层

地下水的长期监测孔数量较少，且监测时

间较短。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大范围的水

位统测来掌握地下水位的分布特征，并于

2015年的不同时段对研究区进行了地下水位统测。（图

1） 

 

                                                            图 1 锡林浩特市统测井分布图 

3.2 地下水位统测的插值  由于地下水位统测只能得到散点地下水位值，所以需要采用一定的插值方法

绘制成等值线图。本研究采用Kriging插值法进行计算机自动绘图，统测水位等值线图的背景网格密度

与参考水位等值线图一致，也为30m*30m。 

根据Kriging方法，在一个区域内，对于任意位置目标变量的预测值，可以用其散点观测值的加权

平均值来表示： 

𝑍0
∗ =∑𝜆0

𝑖

𝑛

𝑖=1

𝑍𝑖 

式中，𝑍0
∗为克里金插值；𝜆0

𝑖为克里金权重因子；𝑍i为第i（i=1，2，，…，n）处位置的观测值。插

值的精度定义为插值的误差的方差： 

var(𝑍0
∗ − 𝑍0) =∑𝜆0

𝑖

𝑛

𝑖=1

𝛾(𝑥𝑖 − 𝑥0) + 𝜇 

式中，𝛾(𝑥𝑖 − 𝑥0)为方差函数值；𝜇为拉格朗日乘子。 

Kriging插值法的特点是：计算插值误差的方差只与观测井的个数和位置(监测网的密度)、空间相

关结构(方差函数)有关，而与实测值无关，因而其插值结果更好地反映了数据的空间变异性。利用这一

特点可以预先设计监测网的密度。 

通过野外数据收集整理后，利用 ArcGIS平台中采用 Kriging插值方法进行绘图和统计分析，得到

整个区域的地下水位等值线图（图 2）。统测水位等值线图与参考水位等值线图的基本形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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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进行密网格地下水模拟时对水文地质条件的处理比较合理，较好地反映了研究区的地下水分布特

点。根据绘图结果，全区地下水位高程基本在 890-1320m之间。全区潜水的水力梯度在分水岭和锡林河

河谷两岸较高，其余部分变化平缓，与当地的地形特征吻合。插值前，利用 ArcGIS软件中的空间数据

探索分析模块（ESDA）对地下水位数据进行了趋势分析(图 3)。结果表明，地下水位样本点数据自研究

区域西北向东南呈现较强的上升趋势。 

                                                   图 2 锡林浩特市地下水位等值线图 

3.3 植被覆盖度  植被盖度是指样地中全部植物个体地上部分（包括叶、茎、枝等）的垂直投影面积占

样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植被盖度是表征生态系统植被群落生长状况及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植被盖

度对于分析和评估植物生长态势、土壤侵蚀强度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有着重要作用，是评估土地退化、

盐渍化和沙漠化的有效指数。目前用于计算植被覆盖度的方法有很多种，基本都可以通过其与归一化植

被指数（NDVI）之间的关系得出。利用去噪后的NDVI各年度的极值，在ENVI5.1软件的支持下计算得到

各期影像的植被覆盖度，并通过ARCGIS10.2软件得到2015年研究区植被覆盖度（图4）。 

 

 

 

 

 

 

 

 

图 3 锡林浩特市地下水位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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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锡林浩特市 2015年植被覆盖度 

3.4 不同条件下地下水位埋深变化与植被覆盖度的响应  由锡林浩特市2015年不同地貌类型植被覆盖

度均值图（图5）可见，在河谷平原和沙地的植被覆盖度较好，山间河谷及阶地植被覆盖度较差。研究

区的河谷平原以及沙地主要分布于锡林河流域及锡林河上游，比较湿润，河水补给较好。

 

图 5 锡林浩特市 2015年不同地貌类型植被覆盖度 

按照研究区主要地貌类型，分别重点探讨河谷平原、山丘区和、山间河谷及阶地、高平原区和沙地

的地下水位埋深与植被的关系，通过研究区30米分辨率的2015年7月的地下水埋深分布图和植被覆盖分

布图，运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功能，经过栅格配准后，每个栅格点产生两个数据：植被覆盖度值和相

应的地下水埋深值。其中，植被覆盖度小于1%的区域，被认定是非植被区，不将其纳入相关分析中。这

样，在空间同一位置将地下水位埋深和植被覆盖度两个数据的运算结果输出作为数据源，但由于数据点

多，数据的离散性很大，为了定量得到地下水位埋深对植被覆盖度影响的趋势性结果，将地下水位埋深

以0.1m为间距，对该地下水位埋深范围内的植被覆盖度取平均值，将其进行拟合，得到不同的地貌类型

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位埋深关系散点图（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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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锡林浩特市 2015年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位埋深散点图 

从图6可见，2015年锡林浩特市河谷平原区的地下水位位于3-10米之间的时，植被覆盖度随着水位

的增加呈现明显降低的趋势。水位埋深大于10米时，植被覆盖度基本稳定，略有下降；山丘区的植被覆

盖度随着地下水位的增加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综上所述，锡林浩特市2015年的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位

埋深的相关性对于河谷平原、山丘区较好，而对于山间河谷及阶地和沙地的相关性较差。分析原因为不

同区域的植被类型有所不同，河谷平原、山丘区主要为草地植被类型，植被根系较短，所以较浅的地下

水位埋深会对植被覆盖度有明显影响，而山间河谷及阶地和沙地的植被类型呈疏林灌丛草原或森林灌丛

草原相间分布，植被根系往往在10-30米之间，所以受浅层地下水位埋深影响较小。对于草地部分，地

下水位埋深平均值介于0-10米时，对植被覆盖度有明显的影响。当埋深在1-3m之间时，植被覆盖度最高，

而当地下水位埋深大于3m时，植被覆盖度随着水位的增加逐渐下降。而当地下水位埋深大于10m时，地

下水埋深对草地地区的植被不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4 结论 

(1)锡林浩特市的部分区域地下水位埋深受人为开采影响较大，在市区及北部等地下水集中开采的

煤矿开采地区出现较明显的降落漏斗。 

(2)研究区植被覆盖度受地貌类型影响，在河谷平原、沙地等地貌区域，河水补给较好的地貌地区，

植被普遍涨势较好，在高平原区等干旱、地下水补给较少的地区，植被覆盖度明显下降。 

(3)研究区地下水位埋深与植被生态具有一定的响应关系，结合地下水位埋深与植被覆盖度研究发

现，研究区内，地下水位埋深平均值小于3m时，对植被覆盖度有明显的影响，当埋深在1.5-2.5m之间时

较适宜草地植被生长，而当地下水位埋深大于3m时，埋深对草地区的植被生态不再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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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忠,汪家权.河流水质未确知风险评价理论模式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Depth and Vegetation Response in 

Tpical Grassland Area 

Liu Hualin1, Xu Xiaomin1, JIAO Rui1, Liang Wentao1 

(1．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for Pastoral Area，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Hohhot 

010020,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in arid area, the natural vegetation in the typical arid 

steppe region is the main producer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As the arid grassland zone is the key ecological 

factors, water is not only the oasis in Arid Grassland eco system,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undation 

and basis, and determines the oasis in the arid grassland zone of process and desertification process two very 

opposite and conflic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olution process. Selection with representatives in typical 

grassland areas - Xilinhot City as the study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of depth of Xilinhot City, part of the 

regional groundwater level by human exploitation effect larger; vegetation coverage by the influence of 

landform typ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geomorphic types of underground water level buried depth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have different response relationship; groundwater level in the study area buried depth 

average value is less than 3m,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degree has obvious effect, when the buried deep in the 

1.5-2.5m suitable of grassland vegetation growth. 

Key words: groundwater depth; vegetation coverage; typical grassl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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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典型草原区地下水位埋深与植被响应关系 

 

刘华琳 1，徐晓民 2，焦瑞 3，梁文涛 4 

1 单位 1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摘要 
 

典型干旱草原区的天然植被作为干旱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的主要生产者。作为干旱草原区最为

关键的生态因子，水不仅是干旱草原区绿洲生态系统构成、

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依据，而且决定着干旱草原区绿洲化过

程与荒漠化过程两类极具对立与冲突性的生态环境演化过

程。选择具有典型草原区代表性的区域—锡林浩特市作为

研究区域，研究表明锡林浩特市的部分区域地下水位埋深受

人为开采影响较大；植被覆盖度受地貌类型影响，不同地貌

类型条件下地下水位埋深与植被覆盖度存在不同的响应关

系；研究区地下水位埋深平均值小于 3m 时，对植被覆盖度

有明显的影响，当埋深在 1.5-2.5m 之间时较适宜草地植被

生长。 

 

关键词 

地下水位埋深；植被覆盖度；典型草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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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洞里萨湖水域面积和蓄水量变化过程遥感监测分析 

曲伟 1,2 付俊娥 1,2 路京选 1,2 卢麾 3 庞治国 1,2 宋文龙 1,2 谭亚男 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2.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8；3.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摘要：洞里萨湖对湄公河下游洪水具有巨大吞吐调节作用，定量分析洞里萨湖水量变化规律及其与湄公河径流的相互关

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HJ星和 DEM 数据监测了 2013年 6月至 2014 年 5 月洞里萨湖的月水域面积，建立了水域面积

和累积蓄水量变化曲线，结合流域径流过程模拟，分析了水域面积和蓄水量变化过程及其与湄公干流河径流变化的关系。

监测发现，洞里萨湖的蓄水量从 9 月至 12 月增长迅速，11 月至 12 月增加 240.5 亿 m
3
，达到最大，1 月蓄水量迅速减小

388 亿 m
3
，降至 10 月之前的水平，2 月至 5 月蓄水量的月变化相对较小。洞里萨湖洪水比湄公河干流上丁断面的洪水有 2

个月左右的滞后时间，对调节下游三角洲地区的洪水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遥感方法监测分析缺资料湖泊水域面积和蓄

水量变化技术可行，而且快速可靠，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遥感；洞里萨湖；水域面积；蓄水量；数字地形  

中图分类号：TP79                          文献标志码：A    

 

洞里萨湖又称金边湖、大湖，是东南亚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也是湄公河水系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

湄公河的“心脏”[1]。湄公河是世界第 6 大河，它发源于我国青海省，在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洞里萨

湖的生物量相当于湄公河流域其他地方生物量的总和，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洞里萨湖流域纳入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2]。洞里萨湖是一个典型的季节性吞吐湖泊，水位受湄公河干流水位控制。研究洞

里萨湖的季节变化情况能够反映湄公河流域的洪水特征，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洞里萨湖可获取的水文

气象数据较少，限制了对洞里萨湖的科学研究和认识，近年来，遥感技术的发展为研究洞里萨湖提供了

新可能。 

陆家驹等[3]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利用美国陆地卫星遥感资料和水库水位资料，进行水库库容曲线的定

量研究。乔平林[4]、陆家驹[5]、田雨[6]等利用陆地卫星不同传感器数据结合水位观测数据，在不同水库

分别验证了水量遥感监测方法的可行性。刘登伟等[7]在海河流域利用中分辨率的 MODIS 数据反演了水

库库容，并建立了海河流域大型水库水深—反射率模型。Sima 等[8]在伊朗 Urmia 湖利用遥感数据提取了

高程—面积—库容曲线；随着数字地形分析技术的发展和数字高程模型的免费普及[9]，更多的学者利用

遥感影像和 DEM 数据计算库容，刘东等[10]利用 TM 和 DEM 数据计算了鄱阳湖库容，陈晓玲等[11]基于

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像素的堰塞湖三维水面的动库容计算方法，Wang 等[12]利用 TM

和 SRTM 数据分析了三峡水库在不同水位时的水深、面积和库容。 

近年来，我国卫星遥感技术发展迅速，中巴资源、环境减灾（HJ）、高分等中、高分辨率卫星相继

投入使用，极大的丰富了湖泊遥感研究的数据资源[13-14]。陈曦[15]和丁志雄[16-17]等利用国产卫星数据相继

开展了水位库容曲线的卫星影像测定方法研究，结果证明国产卫星数据由于其重访周期高、数据可获取

性高、分辨率高，大大减少了利用遥感技术实现水位库容曲线测定的费用。利用国产 HJ 星遥感影像和

DEM 数据分析洞里萨湖年内水域面积及蓄水量的变化，既能够反映洞里萨湖年内吞吐量和其季节变化

特征，对分析洞里萨湖对湄公河下游干流的水量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又能够为保护洞里萨湖周边生

                                                        

收稿日期：                             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中国水科院科研专项，JZ0145B612016；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典型应用领域全球定量遥感产品生产体系”，

2013AA12A302。 

作者简介：曲伟（1984-），女，山东烟台人，高级工程师，理学博士，水旱灾害遥感监测和水文水资源遥感方面的研究。E-mail：quwei@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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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提供建议。 

1 研究区介绍 

洞里萨湖（见图 1）对柬埔寨和湄公河下游具有十分重要的防洪减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意

义，超过 100 万人依赖此湖的自然资源为生，其生态环境方面的价值也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重视，湖区

有 3 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下的核心生物圈保护区[18]及一个拉姆萨公约下的

拉姆萨湿地[19]。洞里萨湖流域面积为 8.5 万 km2，产水量占湄公河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6%。注入洞里

萨湖的水多数来自湄公河干流，支流本身来水大约占 30%，直接进入该湖的降水占 13%，1998 年至 2000

年的年平均流入量为 790 亿 m3。湖水的 88%排入湄公河干流，12%为湖面蒸发，1998 年至 2000 年的年

平均流出量为 786 亿 m3。当湄公河干流水位低于洞里萨湖水位时，湖水经洞里萨河流入湄公河干流。

随着湄公河流域雨季的来临，湄公河干流水位上涨，河水开始经洞里萨河倒灌进入洞里萨湖中，在蓄积

一段时间后再次释放到湄公河干流，从而大大减轻了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洪水压力。 

   

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ied area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源  本研究采用的遥感数据是环境减灾小卫星HJ多光谱数据和陆地卫星ETM数据，HJ星数据

由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地面像元分辨率为32m，4个波段（蓝、绿、红、近红外），数据的时相

为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每月一次，影像具体信息见表1，陆地卫星数据是2000年的Landsat GeoCover 

Mosaics(ETM+)，数据空间分辨率为15m。数字地形模型采用了美国太空总署(NASA)和国防部国家测绘

局(NIMA)联合测量的全球90m空间分辨率SRTM数据 

（http://srtm.csi.cgiar.org/SELECTION/inputCoord.asp）。 

表 1 研究区遥感数据源 

Tab.1 Remote sensing data sources of the studied area 

卫星 时相 传感器 卫星 时相 传感器 

HJ-1B 20130608 CCD2 HJ-1B 20131221 CCD2 

HJ-1B 20130713 CCD1 HJ-1B 20140106 CCD2 

HJ-1B 20130816 CCD2 HJ-1B 20140225 CCD1 

HJ-1B 20130904 CCD2 HJ-1A 20140313 CCD2 

HJ-1A 20131011 CCD1 HJ-1B 20140419 CCD1 

HJ-1B 20131120 CCD2 HJ-1B 20140522 CCD2 

http://srtm.csi.cgiar.org/SELECTION/inputCoor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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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在对多期遥感影像精确校正基础上，首先进行湖泊水域范围提取，获取洞里萨湖2013年

6月至2014年5月的月水域面积。然后利用湖库区一定高程以上的DEM数据，获取相关时段的水面高程，

利用所建水域面积—蓄水量变化曲线计算相邻时段湖泊蓄水量变化值。 

（1）洞里萨湖水域范围遥感提取 

首先对遥感影像数据进行波段组合，第 1 至 4 波段分别为蓝、绿、红、近红外波段。以 ETM+ Mosaic

数据为基准，对 12 期 HJ 星多光谱数据进行几何校正，所有图像误差控制在一个像元之内。利用归一化

差异水体指数 NDWI（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提取湖泊水体，NDWI 法利用水体和背景地物

在不同波段之间光谱特征的差异，通过建立运算公式并进行归一化处理，扩大这种光谱差异，以达到更

好的区分水体和背景地物的目的。NDWI 计算公式如下： 

               )/()( NIRGreenNIRGreenNDWI             （1） 

其中，Green、NIR 分别为绿光和近红外波段。 

利用 NDWI 提取湖泊水体范围时，不同时相水体指数图选择的阈值不同，要结合影像特征采用人机

交互的方式确定阈值，对 NDWI 图进行二值化处理，得到湖泊范围栅格数据，再利用遥感数据处理软件

将栅格数据转成矢量数据，在等面积投影下计算面积，并进行叠加分析，得到洞里萨湖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的月水域面积数据。对提取的湖泊水域面积，采用人工目视方法与原始影像进行一致性检验。 

（2）洞里萨湖蓄水量变化计算 

 

图 2 洞里萨湖湖盆地形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topography of the Tonle Sap Lake 

洞里萨湖湖盆的地形如图 2 所示，DEM 数据测量时湖面以下的地形数据是缺失的，湖泊实际蓄水

量无法通过 DEM 数据进行计算得到。因此，本文利用湖盆一定高程以上具有的有效 DEM 数据，获取

水位高于这一高程（称为基准高程）时的水面高程和面积数据，建立面积—高程曲线，将多期水域面积

遥感监测结果带入该曲线，计算每一时间对应的水面高程，再利用面积和高程数据分析水面高程变化时

蓄水量的变化情况，建立水域面积—蓄水量变化曲线，计算得到各个时段湖泊蓄水量变化值，以分析洞

里萨湖水量的变化特征。将 DEM 具有有效数据的起始高程作为计算基准高程，洞里萨湖该基准高程为

4m。 

1）水域面积—高程曲线 

利用遥感数据处理软件提取洞里萨湖区域内 DEM 数据某一高程以下的栅格，将栅格数乘以每个栅

格的面积，得到该高程以下湖泊的水域面积，如公式 2 所示；以水域面积为自变量，高程为因变量对二

者进行分段线性回归分析，拟合得到洞里萨湖的水域面积—高程（S - h）分段函数（公式 3），参数如表

2 所示；将利用 HJ 星数据监测的洞里萨湖水域面积带入公式 3，求得其对应的水面高程。 

rHH SNS                              （2） 

bSaH                              （3） 

式中：H 为水面高程（m），S 为水域面积（km2），a、b 为参数,𝑆𝐻为水面高程为 H 时的水域面积（km2），

NH为高程值在 H 以下的栅格数（无量纲），Sr 为每个栅格的面积（km2）。 

DEM 有值区 

DEM 缺值区 

基准水面 
基准高程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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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洞里萨湖水域面积—高程分段相关函数关系的参数值 

Tab. 2  Parameters of the piecewise area-elevation correlation functions of the Tonle Sap Lake 

自变量（S）取值范围 

（km2） 

公式 3 参数值 

a b 

[2425,2495] 0.01429 -30.649 

[2495,2531] 0.02826 -65.532 

[2531,3338] 0.00124 2.865 

[3338,4940] 0.00062 4.917 

[4940,6803] 0.00054 5.348 

[6803,9713] 0.00034 6.662 

[9713,12980] 0.00031 7.028 

[12980,15406] 0.00041 5.649 

2）水域面积—蓄水量变化曲线 

将水域面积及其对应高程数据代入公式 4，计算相邻水面高程间的蓄水量变化值，再依据公式 5 计

算水面高程变化对应的累积蓄水量变化值。结合洞里萨湖水面高程—面积曲线，得到水域面积—蓄水量

变化曲线，根据 HJ 星获得的水域面积数据，查找计算各个时段湖泊蓄水量的变化值。 

8
6

1
1 10

2

10)(
)(

1


 






NN
NNHH

SS
HHQQ

NN
       （4） 

123121
...

 
NNN HHHHHHHH QQQQ               （5） 

式中：HN-1、HN 分别为相邻的两个水面高程值（m），SN-1、SN 分别为 HN-1、HN对应的水域面积（km2），

𝑄𝐻𝑁−𝐻𝑁−1为水面高程从 HN-1 上升到 HN时，湖泊蓄水量的变化值（亿 m3），𝑄𝐻𝑁−𝐻1为水面高程从 H1 上升到

HN时，湖泊蓄水量的变化累积值（亿 m3）。 

（3）湄公河流域降水-径流模拟 

为进一步分析湄公河径流变化对洞里萨湖水量的影响，以流域 5 日 NDVI 数据集、日降水数据集和

气象数据集等为输入数据，利用国家 863 计划重大项目课题（2012AA12A309）构建的遥感信息驱动的

分布式水文模型（Geomorphology-Based Hydrological Model，GBHM），对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的

湄公河流域日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基于湄委会（MRC）2013 年的水文站日流量数据，对模拟结果

进行了精度评价，年总径流量相对误差在 5%以内。 

3 结果分析 

3.1 洞里萨湖水域面积变化  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洞里萨湖的水面范围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2013年6

月至9月水面范围缓慢增大，主要发生在湖泊右上方以及与洞里萨河连通处，如图中红色圆圈标识所示。

10月至12月水面急速增大，10月11日的水面覆盖了2个核心生物圈保护区（TSBR）（△）和部分泛滥平

原，11月20日的水面覆盖了河道长廊林、1个拉姆萨湿地（□）、3个TSBR核心区（△）和部分泛滥平原，

12月21日的水面在11月20日水面的基础上几乎覆盖了大部分的泛滥平原，水面范围达到了最大。至2014

年1月，水面范围基本恢复到涨水前的范围，1月至5月水面范围缓慢减小，变化也是主要发生在湖泊右

上方以及与洞里萨河连通处。洞里萨湖水域范围在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变化显著，其他月份水域范围

较稳定，其中2013年6月至9月缓慢增加、2014年1月至5月缓慢减小。 



23 

 
图 3 洞里萨湖 2013年 6月-2014年 5月的水域范围变化 

Fig. 3 Water surface changes maps of the Tonle Sap Lake from July 2013 to May 2014 

进一步对水域面积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图 4），2013 年 6 月至 9 月水域面积处于缓慢增长过程中，

但变化较小，2013 年 6 月 8 日至 7 月 13 日水域面积增加了 58km2，7 月 13 日至 8 月 16 日增加了 199km2，

8 月 16 日至 9 月 4 日增加了 324km2，9 月至 12 月水域面积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9 月 4 日至 10 月 11

日水域面积增加了3092km2，10月11日至11月20日增加了1832km2，11月20至12月21增加了6400km2。

这说明随着雨季的来临，洞里萨湖不断积蓄来自湄公河干流的大量洪水，水域面积急速增大，淹没了洞

里萨湖周围广大的洪泛平原，2013 年 12 月的水域面积达到了 14236km2。 

2013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4 年 1 月 6 日洞里萨湖蓄水急剧消退，大部分水量经洞里萨河流回湄公河

干流，少部分水量在广大的洞里萨湖泛滥平原蒸发或被利用，从 14236km2 到 2773km2，减小了 11463km2。

之后的 2014 年 1 月至 5 月水域面积又处于缓慢减小的变化过程中，1 月 6 日至 2 月 25 日减小 238km2，

2 月 25 日至 3 月 13 日减小了 25km2，3 月 13 日至 4 月 19 日减小了 130km2，4 月 19 日至 5 月 22 日减

小了 72km2。 

总体来说，洞里萨湖水域面积呈现在 6 月至 9 月和 1 月至 5 月期间变化较小、9 月至 12 月急速扩大，

12 月到 1 月迅速消退的特点。洞里萨湖的这种调节功能，大大减轻了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洪水泛滥，具

有十分重要的安全价值和生态意义。对于在湖泊周边生活的居民来说，合理安排农业和渔业活动，避免

经济损失，实现人水和谐，意义同样重大。 

面积减少 面积增加 面积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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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洞里萨湖 2013年 6月-2014年 5月的水域面积变化过程 

Fig. 4  Water surfaces changes diagram of the Tonle Sap Lake from July 2013 to May 2014 

3.2 洞里萨湖蓄水量变化  对洞里萨湖的水面高程—面积曲线（图5）的分析显示，随着洞里萨湖水面

高程的增加，水域面积也随之增加，增加的趋势先缓后急。水面高程从4m增加到6m时，水域面积增加

了105km2，水面高程从6m增加到7m时，水域面积增加了807km2，水面高程从7m增加到12m的过程中，

水面高程每增加1m，水域面积增加的值都在1600km2以上，依次为1602km2（7-8m）、1863 km2（8-9m）、

2910 km2（9-10m）、3268 km2（10-11m）和2426m2（11-12m）。当水面高程从10m增加至11m时，水域面

积增加最大，增加了3268km2，水域面积达到了12980km2。当水面高程达到12m时，水域面积达到了

15406km2。 

对洞里萨湖水域面积—累积蓄水量变化曲线（图 6）的分析显示，水域面积在 2600km2 以下变化时，

蓄水量的变化率较大。基于水域面积—累积蓄水量变化曲线和各个月份洞里萨湖水域面积数据，得到洞

里萨湖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蓄水量变化情况（表 3）。由于洞里萨湖基准高程为 4m，对应的水域

面积为 2425km2，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共有 3 个时相的水域面积小于这一面积，分别是 2013 年 6

月、2013 年 7 月和 2014 年 4 月。因此，这几个月的水面高程无法通过高程—面积曲线推求，相应的 2013

年 6 月至 7 月、2013 年 7 月至 8 月和 2014 年 3 月至 4 月蓄水量变化也无法计算。 

   

 图 5 洞里萨湖水面高程—水域面积曲线                   图 6 洞里萨湖水域面积—累积蓄水量变化曲线    

   Fig.5 The elevation-water surface area                       Fig. 6 The water surface area-accumulated water  

curve of the Tonle Sap Lake                                storage curve of the Tonle Sap Lake 

洞里萨湖蓄水量变化的计算结果显示，洞里萨湖蓄水量在 2013 年下半年处于不断增加的过程中，

2014 年 1 月至 3 月蓄水量不断减少，5 月蓄水量有一定回升。如表 3 所示，2013 年 8 月 16 日至 9 月 4

日的蓄水量增加了 11.1 亿 m3，9 月 4 日至 12 月 21 日是洞里萨湖蓄水量增加最快的阶段，3 个多月时间

里蓄水量共增加了 383.0 亿 m3。其中，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1 日涨幅最大，增加量达 240.5 亿 m3，而 2013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4 年 1 月 6 日则是蓄水量快速消退时段，半个月时间里蓄水量急剧减少了 388.0 亿

m3。2014 年 1 月至 3 月的蓄水量继续缓慢减少，5 月 22 日对比 3 月 13 日的蓄水量出现约 15 亿 m3 的小

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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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里萨湖蓄水量的增加主要发生在 2013 年 9 月至 12 月，减少主要发生在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

月，其他月份蓄水量的变化较小，月蓄水量变化都在 15 亿 m3 以内。4 个月时间湖水从快速蓄积到急剧

排空，充分体现了洞里萨湖在调节湄公河下游洪水的巨大功能。天然复杂的洞里萨湖库容和洪泛平原蓄

积了湄公河干流的大量洪水，对湄公河金边以下径流起着天然的调节作用，同时也接纳了湄公河上游

80%的泥沙和营养物质[3]。 

表 3  2013 年 6 月-2014 年 5月的洞里萨湖蓄水量变化统计 

Fig.3  Change of water storage of the Tonle Sap Lake from July 2013 to May 2014 

时间 
蓄水量变化（亿 m3） 

蓄水量变化 累积蓄水量变化 

2013 年 6 月 8 日 —— —— 

2013 年 7 月 13 日 —— —— 

2013 年 8 月 16 日 —— —— 

2013 年 9 月 4 日 11.1 11.1 

2013 年 10 月 11 日 89.1 100.2 

2013 年 11 月 20 日 53.5 153.7 

2013 年 12 月 21 日 240.5 394.2 

2014 年 1 月 6 日 -388 6.2 

2014 年 2 月 25 日 -8.0 -1.8 

2014 年 3 月 13 日 -15.0 -16.8 

2014 年 4 月 19 日 —— —— 

2014 年 5 月 22 日 15.0 -1.8 

3.3 成因分析  结合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降水径流过程模拟结果（图7），分析湄公河流域降水和径流变

化特征及其对洞里萨湖水量变化的影响。上丁位于湄公河下游，是距离洞里萨湖较近的控制断面，控制

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90%以上的径流。由于上丁断面下游的径流站点受洞里萨湖和主河道的交互作用影

响较大，实测径流并不可靠，而三角洲地区主河道分叉严重，很难有可靠的长时序实测数据，且其与洞

里萨湖之间没有大的支流汇入，因此本文利用模型模拟的上丁断面径流过程数据来分析湄公河干流对洞

里萨湖水量变化的影响。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200000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流
域

日
均

降
水

量
/ 

m
m

日
径

流
量

/ 
m

3
/s

时间

降水量 上丁

 
图 7 湄公河流域 2013年 6月-2014年 5 月的日均降水与下游干流径流过程线 

     Fig. 7 Average daily rainfall-runoff process of the Mekong River Basin from July 2013 to May 2014 

从湄公河流域年降水过程可知，11 月至次年 4 月为旱季，4 月的水量通常在最低点。5 月至 10 月为

雨季，随着热带季风 5 月或 6 月从南部进入，流域内降水开始增加，上游河段的径流通常在 8 月或 9 月

达到最大，而下游河段的水位则在 10 月以后才达到最高。洞里萨湖位于湄公河下游，当湄公河干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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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低于洞里萨湖水位时，干流洪水不影响洞里萨湖水量，直至干流水位继续增加超过洞里萨湖水位时，

才会对洞里萨湖水量进行补给。受湄公河干流洪水倒灌补给，洞里萨湖 10 月至 12 月蓄水量增加幅度很

快，水域面积至 12 月达到最大值。因此，对比湄公河下游干流洪水，洞里萨湖的最大蓄水量存在 2 个

月左右的滞后。由于降水的季节变化特征反映在流域径流上有一定延迟，洞里萨湖的最高水位比流域降

水的滞后时间更长。 

流域降水和径流在 11 月开始逐渐减少，湄公河下游洪水也开始逐步消退，当湄公河干流水位低于

洞里萨湖水位时，洞里萨湖洪水又流回湄公河，使得 1 月份洞里萨湖水量急速减少，泛滥的洪水迅速消

退，为洪泛平原留下了丰富的营养物质，紧邻永久湖岸的高大河道长廊林条带是开阔湖泊与洪泛平原之

间一条重要物理屏障，为有林地带的有效沉积创造了有利条件。 

4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基于环境减灾星多光谱遥感数据，利用归一化水体指数模型，提取了洞里萨湖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每月一次的水域范围，分析了洞里萨湖水域范围的季节变化特征。结果显示：6 月至 9 月水

域面积缓慢增加，9 月至 12 月显著扩大，12 月水域面积达到最大值 14236km2，12 月至 1 月水域面积急

剧减小到仅 2773km2，1 月至 5 月水域面积继续缓慢减小。 

（2）通过 SRTM 数据提取了洞里萨湖基准高程以上的水面高程—面积曲线，结合 HJ 星提取的水域

面积数据，利用分段拟合函数计算了基准水面以上不同时相的水面高程值，在此基础上结合水面高程与

水域面积之间的相关关系，获得了洞里萨湖水域面积—累积蓄水量的变化曲线，进而分析了洞里萨湖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的蓄水量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蓄水量的变化主要发生两个时段，2013 年 9

月 11 日至 12 月 21 日的三个多月时间内蓄水量共增加了 383 亿 m3，2013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4 年 1 月

6 日半个月左右时间内蓄水量减小了 388 亿 m3，其他月份蓄水量的变化相对较小。 

（3）结合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降水径流过程模拟结果，洞里萨湖的最高水位比湄公河干流的洪水有

2 个月左右的滞后。洞里萨湖这种巨大的天然调节能力一方面为缓解湄公河下游的洪水泛滥做出了巨大

贡献，另一方面为洞里萨湖广大洪泛平原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积累。 

（4）了解湖泊水域面积和蓄水量的变化特征，对定量分析洞里萨湖水量与湄公河径流变化的相互

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表明，利用遥感方法分析洞里萨等大型湖泊的水域面积和蓄水量变化不仅技

术可行，而且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其他缺资料湖泊的水文水资源研究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27 

参 考 文 献  

[1]  李运生. 洞庭湖湿地与洞里萨湖湿地保护对比分析[J]. 绿色科技, 2010（10）：152-154. 

[2]  钟华平, 王建生. 湄公河干流径流变化及其对下游的影响[J].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2011(3):48-52. 

[3]  陆家驹, 李士鸿, 陈鸣等. 利用卫星遥感资料复核水库库容曲线[J]. 华东电力, 1994(6):21-22. 

[4]  乔平林, 张继贤, 李海涛等. 水库容水量遥感监测方法研究[J]. 测绘科学, 2003, 28(3):55-57. 

[5]  陆家驹, 何长利. 卫星遥感复测丰满水库库容曲线[J].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2003(4):60-63. 

[6]  田雨, 林宗坚,  卢秀山等. 基于GIS和遥感的水库面积提取方法[J]. 水资源保护, 2008, 24(2):30-33.  

[7]  刘登伟, 姜斌, 封志明. 海河流域基于MODIS1B遥感数据反演水库库容及水深研究[J]. 水利水电技术, 2008, 

39(7):105-108. 

[8]  Sima, S. and Tajrishy, M. Using satellite data to extract volume–area–elevation relationships for Urmia Lake, Iran[J]. 

Journal of Great Lakes Research, 2013(39):90-99. 

[9]  汤国安. 我国数字高程模型与数字地形分析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2014, 69(9):1306-1326. 

[10]  刘东, 李艳. 基于遥感技术的鄱阳湖面积库容估算[J]. 遥感应用, 2012(2):57-62. 

[11]  陈晓玲, 陆建忠, 蔡晓斌等. 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堰塞湖库容分析方法研究[J]. 遥感学报, 2008, 12(6):885-893. 

[12]  Wang, Xiaowei, Chen, Yan, Song, Lianchun, et al. Analysis of lengths, water areas and volumes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t different water levels using Landsat images and SRTM DEM dat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3(304):115-125.  

[13]  德吉央宗, 拉巴, 拉巴卓玛等. 基于多源卫星数据扎日南木错湖面变化和气象成因分析[J]. 湖泊科学, 2014, 

26(6):963-970. 

[14]  张毅, 陈成忠, 吴桂平. 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变化对湖泊水体提取精度的影响[J]. 湖泊科学, 2015, 

27(2):335-342. 

[15]  陈曦, 裴毅, 姚帮松等. 水位库容曲线的卫星影像测定方法研究[J]. 人民长江, 2013, 44(20):25-28. 

[16]  丁志雄. DEM与遥感相结合的水库水位面积曲线测定方法研究[J]. 水利水电技术, 2010, 41(1):83-86. 

[17]  丁志雄, 颜廷松, 屈吉鸿. 多源遥感影像在水库水位—库容曲线复核中的应用[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2012, 33(4):32-35. 

[18]  UNESCO. 2006. Biosphere Reserves-World Network. UNESCO-MAB(Man and the Biosphere) Secretariat, Paris, 

France.(http:www.unesco.org/mab/). 

[19]  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 2007. The list of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 Gland, Switzerland.(http:www.ramsar.org/). 



28 

Remote sensing based monitoring of temporal water surface and water 

storage changes of the Tonle Sap Lake  
QU Wei1,2, FU June1,2, LU Jingxuan1,2, LU Hui3, PANG Zhiguo1,2, SONG Wenlong1,2, TAN Yanan1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2. 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38；3.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Tonle Sap Lak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downstream flood of the 

Mekong River.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its temporal changes of lake surface and water storage 

and to analyze its relation with the flood processes of the Mekong River. Monthly lake surface and water 

storage from July 2013 to May 2014 were first monitored based on the multi-temporal satellite images and 

th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surface and accumulative 

water storage change was then established. In combination with hydrological modeling results of the 

Mekong River Basin during the monitoring perio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emporal changing processes of 

the lake’s water surface and water storage and the downstream Mekong River rainfall-runoff processes was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lake surface and water storage have a sharp increase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and, after reaching its maximum in December, water storage quickly decreases with a 39 billion 

m3 of drop in only half month time from December to January, while it keeps rather stable at a lower level in 

other months. There is a two months time lag between the maximum lake water storage and the Mekong 

River peak flood, which shows the lake’s huge flood regulation role to downstream Mekong River. It shows 

that this remote sensing approach is feasible and reliable in quantitative monitoring of data scarce lakes. 

Key words:  Remote Sensing; Tonle Sap Lake; Water Area; Water Storage;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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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里萨湖水域面积和蓄水量变化过程遥感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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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洞里萨湖对湄公河下游洪水具有巨大吞吐调节作用，定量分

析洞里萨湖水量变化规律及其与湄公河径流的相互关系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HJ 星和 DEM 数据监测了 2013 年 6 月

至 2014 年 5 月洞里萨湖的月水域面积，建立了水域面积和

累积蓄水量变化曲线，结合流域径流过程模拟，分析了水域

面积和蓄水量变化过程及其与湄公干流河径流变化的关系。

监测发现，洞里萨湖的蓄水量从 9 月至 12 月增长迅速，11

月至 12 月增加 240.5 亿 m3，达到最大，1 月蓄水量迅速减

小 388 亿 m3，降至 10 月之前的水平，2 月至 5 月蓄水量的

月变化相对较小。洞里萨湖洪水比湄公河干流上丁断面的洪

水有 2 个月左右的滞后时间，对调节下游三角洲地区的洪水

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遥感方法监测分析缺资料湖泊水域面

积和蓄水量变化技术可行，而且快速可靠，具有重要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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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的模拟分析—以宁夏惠农渠灌域典型

灌排单元为例 

陈皓锐1,2，韩松俊1，王少丽1，焦平金1，管孝艳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2.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

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以宁夏惠农灌域某个300ha的典型灌排单元为例，利用修改后的干旱区绿洲散耗型水文模型模拟水分收支，

并计算两个灌溉用水效率指标（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和出流量占净入流量比例）随尺度变化规律，结果表明：

（1）研究区以旱作为主，加之降雨较少，地表排水占土壤和地表水支出量的6.6%，重复利用水量占净入流量比

例为9.7%；（2）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随尺度增大而增大，出流量占净入流量比例随着尺度增大而减小，种植

结构的空间差异（水稻面积增加）对该尺度效应有负面影响，原因是水稻排水量相对较大使得用水效率降低；（3）

由于回归水重复利用量相对偏少，用水效率随尺度提升效果有限，从单个地块提升到四个地块，腾发量占净入流

量比例提升6.4%。 

关键词：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干旱区散耗型水文模型；回归水重复利用 

中图分类号：S271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灌溉用水效率具有尺度依赖性已被广泛接受[1-3]，回归水重复利用和空间变异性被普遍认为是导

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4-6]， 由于回归水重复利用方式和数量的差异以及空间变异性影响的不确定

性，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尚无统一结论，如 Peter 发现土耳其 Gediz 流域 SRB 灌区从田间到流域的

灌溉水分生产率逐渐增大，原因是小尺度只计算了棉花的产量，而大尺度还包括了其它的作物 [7]。

Bastiaanssen 等计算了渠灌水分生产率和腾发量水分生产率随面积变化的规律，结果表明两个指标基

本都随面积增大而逐渐减小，原因是上游土壤更肥沃引起的高产所导致[8]。崔远来、董斌等对湖北漳

河灌区的不同灌溉用水效率指标随尺度变化的规律进行了揭示，结果表明回归水的重复利用使得大部

分指标总体上呈现随尺度增大而变大的规律[9]。陈皓锐计算了河北石津灌区净入流量水分生产率随尺

度变化规律，也发现了该指标随尺度增大而增大[10]。可见，不同区域、不同水循环特征、不同内涵用

水效率指标、不同回归水重复利用方式都可能导致用水效率尺度效应出现结论的差异。 

本文以宁夏惠农灌域某个 300ha 的典型灌排单元为例，利用修改后的干旱区绿洲散耗型水文模型

进行不同尺度水平衡要素模拟，并计算了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和出流量占净入流量比例随尺度变化

规律，模拟揭示了地表排水再利用和地下抽水两种重复利用条件下的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和试验布置  研究区位于宁夏平罗县城以东8km，属惠农渠灌域第6管理所范围，多

年平均降水量183.4mm，蒸发量1701.7mm。区域总面积299.6ha，灌溉面积281.3ha，其中旱作物（小

麦、玉米和蔬菜）面积占85.3%，水稻面积占14.7%。按照斗渠供水范围不同划分为4个地块，水稻集

中在地块2和地块3。区域主要由南北两条支渠（新建渠和大张渠）及其所属的四条斗渠供水灌溉，并

通过区域中心的支沟进行排水。灌溉时由昌润渠（干渠）分水至大张渠和新建渠，再分配给各条斗渠

后进入田间进行灌溉，排水时首先汇入区域中心的支沟，再进入第五排水沟流出研究区外。在地块2

末梢处设置的泵站利用支沟排水对地块2进行灌溉，在地块3末梢和地块4的东部设有两个机井抽取上

游汇聚的地下水对各自地块进行补充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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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空间尺度划分示意图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田间试验观测和数据收集项目包括渠道灌溉水量、气象数据、地下水位、机井抽水量、沟水回用

量、土地利用和种植结构以及典型沟渠断面参数。观测试验从2013年10月份冬灌开始至2014年10月份

冬灌前结束。 

（1）灌溉水量：四条斗渠共10个进水口，灌溉期间记录每个进水口的开关闸时间，并利用流速

仪测量灌溉流量，测量频率为每天两次； 

（2）气象数据：从距研究区7km的平罗气象站获得，用于计算参考作物腾发量； 

（3）地下水位：根据作物分布状况共布置15眼地下水位观测井，利用自动水位计记录地下水位

变化。 

（4）回归水重复利用量：分别利用水表对沟水回用量和机井抽水量进行计量，得到不同地块回

归水重复利用量。 

（5）土地利用和种植结构：利用GPS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和种植结构进行调查，得到不同地块不

同作物种植面积。 

2.2 尺度界定和用水效率计算  本研究从上游往下游逐级嵌套

累加划分为A/B/C/D四个空间尺度。空间尺度划分情况见表1和

图2。 

表 1 空间尺度的边界说明 

尺度 上边界 下边界 水平边界 

A 土表 潜水底板 地块 1 控制区域 

B 土表 潜水底板 地块 1 和地块 2 控制区域 

C 土表 潜水底板 地块 1、2、3 控制区域 

D 土表 潜水底板 地块 1、2、3、4 控制区域 

本文选择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和出流量占净入流量比例两个灌溉用水效率指标进行不同尺度

的评估及尺度效应分析。各个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 

                         

（2） 

式中，FRi—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 FRoi—出流量占净入流量量比例；k—下标，地块编号，从上游

往下游依次为1至4；t—下标，地块总数，4；m—下标，作物种类编号；n—下标，作物种类总数；ET

—作物腾发量；P—降雨量；Ick—斗渠引水量；Igk—地下水抽水灌溉量；ΔS—土壤水库蓄水增加量；

ΔG—地下水库蓄水增加量； R—地表排水量；Out—地下侧向出流量；In—地下侧向入流量；GR—

地下排水量； 

2.3 水循环模拟模型  本文利用干旱区绿洲散耗型水文模型（“四水转化”模型）进行研究区的水循

环模拟，该模型基于水量平衡原理，对干旱区灌域的水资源引用、转化、消耗和循环过程进行分区模

拟，已应用于塔里木河流域多个绿洲灌区和内蒙古河套灌区[11-13]。模型将各个分区分为灌溉地和非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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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地，然后细分为农地/非农地、沟渠、水库、泉、井等多种均衡单元分别进行模拟，不同均衡单元

和分区之间通过地下水侧向流动、渠道分配水、沟道排水汇流等过程建立水力联系。灌溉地水分转化

关系复杂，在土壤垂直剖面上分为上部土壤层（非饱和带）和下部地下水层（饱和带），考虑地表水、

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转化。非灌溉地土壤水变化不大，在土壤垂直剖面上不区分上部土壤层和下部地下

水层，只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转化。河段、泉、井、水库、湖泊等水均衡单元、因各自的地表水、

土壤水和地下水联系紧密，在垂直方向不加区分，重点考虑地表水入流和出流及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转

化。 

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对“四水转化”模型进行了适当简化和修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灌溉水源增加地下抽水，并在地下水循环和地下水位计算时将抽水的影响纳入考虑；（2）由于本研究

主要关注灌溉地，因此不考虑不同类型非灌溉地之间也可能发生的地下水的侧向交换；（3）根据资料

搜集状况，将原模型模拟时长由月尺度改为日尺度；（4）由于研究区土地利用相对简单，不考虑水库、

泉等单元的水循环过程。 

3 结果分析  

3.1 水循环模型率定和验证  采用2013年冬灌至2014年夏灌前实测地下水位对模型参数进行率定，采

用2014年夏秋灌期间实测地下水位对模型进行检验。图3为不同地块实测和模拟的平均地下水埋深对

比。从图上可以看出，模拟值与实测值变化趋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部分数据之间存在偏差的可能原

因如下：（1）每个分区内的不同田块并不是同时灌溉，不同田块的灌水时间存在差异，而模拟时采用

相同的灌溉量和灌溉时间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异；（2）模拟的时间间隔为1d，与实际灌溉情况存在

一定差异；（3）冬灌后由于土壤冻结，灌溉对地下水的补给小于模拟值，土壤化冻后，由冬灌蓄存在

土壤的水分将对地下水形成补给，此时虽然没有灌溉但地下水位在4月初会较快上升，模型对此仅根

据地下水埋深概化对地下水的补给；（4）假定计算区域内的土壤质地是均一的，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

一定差异。
 

 
（a）地块 1                               （b）地块 2 

 
（c）地块 3                             （d）地块 4 

图 3  不同地块地下水埋深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 

 

将不同地块地下水埋深的模拟值与实测值绘制在同一张图中，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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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率定期                                            （b）验证期 

图 4  率定和验证期地下水埋深散点图 
 

为进一步说明模型模拟效果，采用平均残差比例、分散均方根比例、相对误差和 Nash-Sutcliffe

效率系数四个统计参数对模拟效果进行分析。各统计参数计算公式如下。 

平均残差比例 

                             （3） 

分散均方根比例 

                          （4） 

相对误差 

                            （5） 

Nash-Sutcliffe 效率系数 

                          （6） 

式中， Mi、Oi 分别为为第 i 次的模拟值和及对应的观测值；n 为用于对比的模拟值或观测值次数；ΔO

为观测的最大最小值的差值；<Oi>为实测值的平均值。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分别计算模型率定期和验证期各个评价指标见表 2。 

表 2  水均衡模型模拟效果评价 

评价指标 率定期 验证期 

平均残差比例 MSRF 8.18% 10.44% 

分散均方根比例 RMSR 12.48% 14.50% 

相对误差 RE -3.84% 2.88% 

Nash-Sutcliffe 效率系数 Ens 0.77 0.62 

 

对于一般模型，尤其是实测资料本身误差很大的情况下，认为RE小于15%，且Ens > 0.5的时，模

拟效果可以接受，参数较为可靠，可用于实际模拟应用。从各个统计参数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平均

残差比例、分散均方根比例、相对误差皆在15%以内， Nash-Sutcliffe效率系数在率定和检验期也都超

过了0.5的临界标准。总体上来说，构建的水均衡模型的概化方式、各种参数取值基本是合理的，没

有发生大的错误，它模拟的水平衡要素基本是理想的。 

3.2 研究区水平衡分析  利用构建的水平衡模型对作物生育期不同地块水均衡进行模拟，得到研究区

水均衡图，见图5。 

y=0.7684x+0.6047 

R2=0.8742 

y=0.7763x+0.3206 

R2=0.6892 



 

34 

 
图 5  研究区水均衡图（单位:mm） 

 

根据图5可以得到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块水均衡框架。见表3。图6给出了整个研究区土壤水和地下

水的水分收支比例。可以看出，土壤水分收入方面，渠道引水灌溉是主要的供水来源，占总水分收入

的73.35%，其次为降雨量和潜水蒸发量，分别占比14.42%和10.58%，由于地下水埋深较小，地下水

通过毛管上升作用进入土壤水库被作物吸收利用量较大。在水分支出方面，作物腾发量和深层渗漏量

大概是1:1的比重，地表排水量相对较小，只占6.6%。在地下水分收支方面，地下水库的水分收入主

要来自渠系和田间的渗漏补给，该变量与侧向流入的比值大概8.5:1.5；地下水库支出方面，地下水向

沟道的排水量占比较大，达57.1%，主要是地下水埋深较浅导致。侧向流出量和潜水蒸发量占比接近，

皆为20%左右，地下抽水灌溉量占比相对较小。 

表 3 不同地块水均衡框架 

项目 地块 1 地块 2 地块 3 地块 4 

0.作物面积（m2） 738000.00  743000.00  681000.00  651000.00  

1.净入流量（m3） 727671.00  949179.83  647708.23  543328.80  

  1.1 毛入流量（m3） 769346.80  1000998.63  694059.93  580763.60  

    1.1.1 渠道灌溉（m3） 611310.00  835103.33  495948.33  398660.00  

    1.1.2 沟水灌溉量（m3） 0.00  17340.50  0.00  0.00  

    1.1.3 降雨量（m3） 120736.80  121554.80  111411.60  106503.60  

    1.1.4 地下水侧向入流量（m3） 37300.00  27000.00  86700.00  75600.00  

  1.2 土壤储水变化量（m3） 41697.00  51470.80  42253.70  35449.50  

  1.3 地下水储水变化量（m3） -21.20  348.00  4098.00  1985.30  

2.作物腾发量（m3） 379848.60  432855.90  340364.30  293464.00  

3.出流量（m3） 347822.40  516323.93  307343.93  249864.80  

  3.1 地下排水量（m3） 268500.00  358500.00  190200.00  94600.00  

  3.2 地表排水量（m3） 52322.40  71123.93  41543.93  33664.80  

  3.3 地下水侧向出流（m3） 27000.00  86700.00  75600.00  121600.00  

4.回归水重复利用水量（m3） 0.00  17340.50  24101.60  11455.80  

  4.1 沟水灌溉量（m3） 0.00  17340.50  0.00  0.00  

  4.2 地下水抽水量（m3） 0.00  0.00  24101.60  11455.80  

 

             
（a）土壤水分收入                                （b）土壤水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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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下水库水分收入                         （d）地下水库水分支出 

图 6  研究区水分收支状况 

3.3 用水效率尺度效应  根据2.2节不同尺度灌溉用水效率计算公式以及表3中研究区水平衡要素模

拟量化结果可以计算得到不同尺度灌溉用水效率评价结果。 

图7为单个地块两种灌溉用水效率指标评价结果，从图上可以看出，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在

0.456~0.540变动，出流量占净入流量比例在0.45~0.54之间变动。地块2的用水效率相对偏低，出流量

比例相对偏大，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块水稻所占面积相对较大，导致灌溉水量和出流量较大所致。 

            
（a）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                        （b）出流量占净入流量比例 

图 7  单个地块用水效率评估 

图 8 为不同尺度灌溉用水效率评估结果。从图 8 可以看出，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总体随着尺度

增大而增大，但在尺度 B 有所降低，主要原因在于尺度 B 在尺度 A 基础上包括了地块 2，虽然该地

块存在对尺度 A 的地表排水再利用情况（沟水灌溉水稻），但该地块中水稻种植比例相对较大，灌溉

量和出流量相对偏大，使得用水效率总体有所降低导致；随着尺度进一步增大，由于尺度 C 和尺度 D

存在对小尺度出流（地下水侧向流出）的再利用（机井抽水），加之旱作种植面积逐渐增大，灌溉水

量和出流量都有所减少，因此用水效率有所提升。出流量占净入流量比例与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的

变化趋势正好相反，原因也在于此。 

        
图8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                    图9  不同尺度灌溉用水效率（尺度修正后） 

为了尽可能削减由于种植结构空间差异导致的用水效率尺度效应，凸显重复利用水量对用水效率

的作用效果，将尺度修正为单个地块—任意连续两个地块—任意连续三个地块—任意连续四个地块，

并将各个尺度得到的结果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尺度修正后的灌溉用水效率随尺度变化规律，见图 9。

从图上看出，经过尺度修正后，用水效率随尺度发生变化规律有所改变，如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总

体呈现单调升高趋势，从单个地块提升到连续四个地块后，该指标提升 6.4%，出流量占净入流量比

例总体呈现逐渐减小趋势，减小幅度 6.7%。 

4 结论 

（1）由于小尺度的出流量在更大尺度上被重复利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灌溉用水效率表现出尺

度差异性，回归水重复利用量以及种植结构等的空间差异使得灌溉用水效率的尺度效应表现显著地复

杂性和非线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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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后的干旱区绿洲散耗型水文模型（“四水转化”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宁夏惠农渠灌域

典型支渠控制范围内的水分循环过程。模拟期土壤水的主要供水水源为渠道引水灌溉量，其次为降雨

和潜水蒸发，主要支出为作物腾发量和深层渗漏，地表排水相对较少；地下水库的主要补给源为渠系

和田间渗漏补给，主要支出是地下排水； 

（3）由于存在对地表排水和地下水的重复利用，出流量占净入流量比例随着尺度的增大，总体

呈现下降趋势，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随着尺度增大，总体呈现增大趋势；种植结构的空间差异对该

尺度效应有一定负面影响，原因是尺度增大时，水稻面积有一定增加趋势，使得排水量增加，导致用

水效率有一定降低；  

（4）将同一尺度的多个（连续）地块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灌溉用水效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

于种植结构空间差异对尺度效应的影响，但由于回归水重复利用量相对偏少，用水效率随尺度提升效

果有限，从单个地块提升到四个地块，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提升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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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scale effect of irrigation water use efficiency：Take a typical 

agri-hydrological unit in Huinong Irrigation scheme, Ningxia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hen Haorui1,2，Han Songjun1，Wang Shaoli2，Jiao Pingjin1, Guan Xiaoyan1 
 (1. National Center for Efficient Irrigat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Beijing, Beijing 

100048,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Water budget was simulated in this study employing the modified runoff-evaporation hydrological 

model for the arid zone. Further more, two kinds of irrigation water use efficiency indices 

(evaportranspiration fraction to the net inflow ,FRi for short, and outflow fraction to the net inflow, FRoi for 

short) across scales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aking a typical agri-hydrological unit (300ha) in Huinong 

Irrigation Scheme, Ningxia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 1) because of less precipitation 

as well as dry crop dominantly cultivated, runoff merely accounted for 6.6% of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soil 

consumption and the outflow, the reuse of the return flow occupied for 9.7% of the net inflow as well. (2) 

FRi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spatial scales, however FRoi showed a decrease as the scales increased. (3) 

irrigation water use efficiency was slightly improved due to the relative few of  the return flow reuse. 

Simulated results showed FRi raised by 6.4% from the single field scale to the four-field scale. 

Key words: irrigation water use efficiency; scale effect; runoff-evaporation hydrological model for the arid 

zone; reuse of the retur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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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的模拟分析—以宁夏惠农渠灌域典型灌排单元为例 

 

陈皓锐 1，2，韩松俊 1，王少丽 1，焦平金 1，管孝艳 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2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2 

 

摘要 

 

以宁夏惠农灌域某个 300HA 的典型灌排单元为例，利用修

改后的干旱区绿洲散耗型水文模型模拟水分收支，并计算两

个灌溉用水效率指标（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和出流量占净

入流量比例）随尺度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区以

旱作为主，加之降雨较少，地表排水占土壤和地表水支出量

的 6.6%，重复利用水量占净入流量比例为 9.7%；（2）腾

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随尺度增大而增大，出流量占净入流量

比例随着尺度增大而减小，种植结构的空间差异（水稻面积

增加）对该尺度效应有负面影响，原因是水稻排水量相对较

大使得用水效率降低；（3）由于回归水重复利用量相对偏

少，用水效率随尺度提升效果有限，从单个地块提升到四个

地块，腾发量占净入流量比例提升 6.4%。 

 

关键词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干旱区散耗型水文模型；回归水

重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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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1672-3317（2016）07-0087-05 

河套灌区种植结构变化对农田系统水量平衡的影响 

付雯琪，翟家齐，赵勇，何国华，张越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38) 

摘要：种植结构调整是灌区农业节水的重要措施。1990年以来，河套灌区种植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小麦等粮食

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减小，葵花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对灌区水循环系统带来显著影响。针对这一问题，

基于水循环过程系统解析了灌区种植结构变化对农田系统的影响机制，采用阿维里扬诺夫经验公式、修正的

Penman公式（1948）、Penman-Monteith公式（1973）等分别计算得出河套灌区1990—2013年潜水蒸发量、蒸散

耗水量等各水量平衡要素的变化情况，并从多个时间尺度分析了种植结构变化对灌区农田系统水量平衡要素的影

响。结果表明：（1）种植结构变化对垂向水量平衡要素蒸发耗水量和潜水蒸发量影响最为显著，其通量值明显

减小；其次是对灌溉水量和田间入渗量的影响；对水平向水量平衡要素地表排水量影响最小。（2）潜水蒸发量、

蒸发耗水量、灌溉用水量和田间入渗量在丰、平、枯3种典型年均呈不同程度的减小趋势，而地表排水量在不同

水平年变化差异较大。（3）月尺度上，5月份灌溉水量和6月潜水蒸发量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显著相关。（4）

农田系统总输入水量与总输出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水循环通量减小，水循环强度减弱。1990—2005年水分蓄变

量整体呈现负平衡的状态，2006—2013年土壤层水分蓄变量为正，但由于实际土壤层增厚、土壤含水率仍然呈下

降趋势。  

关键词：种植结构；农田系统；水循环；水量平衡；河套灌区 

中图分类号：S                            文献标识码：A     

 

引  言 

内蒙古河套灌区自秦汉时期就开始引水灌溉，是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灌区，也是我国最重要的

商品粮油基地之一
[1]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河套灌区小麦种植面积急速萎缩、葵花种植面积翻倍

增长、玉米种植面积稳步增加，粮经比从7:3变为现状的4:6，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国内外

已经取得的研究表明，种植结构调整对提高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有重要的意义
[2-3]

。高耗水、低效益

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逐步减小，低耗水、高效益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增加时，灌溉需水量、农业

用水量
[4]
及水资源消耗量

[5]
均表现出减小的态势，农业用水效率

[6]
和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

[7]
整体呈现增

加的趋势。尤其是在水资源匮乏的农业灌区，种植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深化农业节水
[8]
、缓解水资源紧

缺
[9]
、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

[10]
的重要途径，是影响区域水循环过程的重要措施

[2]
。目前多数研究主要

侧重于农田系统的用水项及耗水项分析，缺乏对农田系统整体水量平衡的定量解析。针对上述问题与

需求，本文重点研究了种植结构调整对农田水循环过程的影响，分析了河套灌区种植结构变化对不同

尺度农田系统水量平衡要素的影响，旨在为促进河套灌区种植结构优化及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参

考。 

 

 

图1河套灌区地理位置 
收稿日期：2016-07-29，论文已被《灌溉排水学报》接收，未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09249，51379216)；水利部公益行业科研专项（201401041）； 

作者简介：付雯琪（1993-），女，陕西延安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水循环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Email: 47003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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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河套灌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巴彦淖尔市南部，北纬40°19＇—41°18＇，东

经106°20＇—109°19＇，如图1所示。灌区夏季高温干旱、冬季严寒少雪，年降雨量139～222 mm，

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组成，其中引黄灌溉用水占总灌溉水量的82.3%，无论从气候特征还是水资源条件

来讲，河套灌区都是没有引黄灌溉就没有农业的地区。灌区现已形成完整的引排水渠系，包括总干渠、

干渠、干渠、支渠等7级引水渠系和总干沟、干沟、分干沟和支沟4级排水系统，从三盛公水利枢纽控

制引水，经引水渠系到田间，再通过排水沟汇集进入总排干，大部分排水量直接排入乌梁素海，再通

过西山咀排入黄河。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气象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网及巴彦淖尔市气象局提供的

1990—2013年日气象资料，包括磴口、杭后、临河、五原、前旗、中旗、后旗等气象站监测的降水量、

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相对湿度、风速、日照时数等监测指标。引、排水及灌溉信息来源

于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监测资料，包括各引、排水断面1990—2013年月过程数据，井灌及地表水

灌溉1990—2013年月过程数据。灌区作物信息来源于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统计资料，包括小麦、玉米、

葵花、番茄等作物1990—2013年种植面积年过程数据，各灌域灌溉制度等。 

1.3 研究方法  以农田土壤层作为平衡体，河套灌区农田水量平衡系统输入项包括田间灌溉水量、降

水量、潜水蒸发量，输出项包括蒸发耗水量、农田排水量和田间入渗补给量，水量平衡方程为： 

∆𝑊 = 𝑊IR +𝑊P +𝑊E −𝑊C −𝑊D −𝑊I                   （1） 

           𝑊IR = 𝑊YIR × 𝜂CS +𝑊WIR +𝑊SIR                      （2） 

式中：WIR 为田间灌溉水量；WP 为降水量；WE 为潜水蒸发量，采用阿维里扬诺夫经验公式[11]计算；

WC为蒸发耗水量，包括棵间蒸发、植被蒸腾、植被截留蒸发3部分，分别采用修正的Penman公式（1948）
[12]、Penman-Monteith 公式（1973）[13]、Noilhan Planton 模型（1989）[14]模拟计算；WD 为农田排水量；

WI 为田间入渗补给量；WYIR 为引黄水量；ηCS 为渠系水利用系数；WWIR 为地下水井灌溉水量；WSIR

为当地地表水灌溉水量。 

2 种植结构调整对农田水循环系统的影响机制 

2.1 灌区农田水系统循环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灌区农田水系统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社会”二元水循

环结构，受自然、社会的双重驱动作用影响，农田水循环系统一方面遵循着蒸发蒸腾、入渗、产汇流

等自然水循环机理与过程，另一方面又在人类活动的供水、用水、耗水、排水、补水过程中改变循环

通量数量或产汇流方向。其中，人类活动对灌区水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田耕种、引水和排水等，

例如灌区水循环中的取水-输水-用水过程不仅改变了水循环的蒸发、入渗、产流过程与通量，而且形

成了完全逆于自然产汇流的过程，水由原来在河道中的汇流过程变成水量逐步分散的过程，农田排水

由最末一级排水沟向干沟汇流的过程也完全受人工控制。但是，灌区水循环过程的改变仅是各循环通

量数量和时空分布的变化，而水循环的转换机理仍然遵循自然水循环机理。 

图 2 是一个典型灌区水循环过程示意图，灌区水系统涉及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和植

物水的相互转化，形成了供水、用水、耗水、排水、补水五大关键过程。其中，供水是指从当地地表

水、地下水、入境河流等水源，通过蓄水、引水、提水等水源工程向灌区提供的水量。用水是指研究

对象通过人工供水设施获得的水量，根据不同的研究尺度略有差异，在农田尺度是指进入田间地块的

水量，在灌区尺度是指通过引水渠首闸门进入灌区的水量。耗水是指农田蒸发消耗的水量，包括棵间

蒸发、植被蒸腾和植被截留蒸发 3 部分。排水是指灌溉地表退水、地下水排泄和降水径流通过排水渠

系或天然河道流出的水量，可作为河湖湿地生态补水水源或直接排入下游。补水是指未被消耗的灌溉

水量和当地降水量通过渠系渗漏、土壤入渗回补地下水的水量。通过对灌区水循环过程的解析可以看

出，降水、气温、太阳辐射、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以及灌溉引水、渠系改造、种植结构、灌溉制度、

农艺技术、水价等社会因素是影响和驱动农田水循环过程的主要因素。 



 

41 

河
流

水库闸坝

灌溉渠系

地下水井

供水

作物生长

田间漏损

用水

地下水

渠系
蒸发

棵间蒸发

植被蒸腾

耗水

灌溉退水

地下排泄

降水径流

排水

河
流

河
湖
湿
地

排水
渠系

天然
河道

补水

土壤
入渗

潜水
蒸发

渠系渗漏

渠
系
渗
漏

降水 降水耗

散量

排水

  
图 2 灌区农田水系统循环过程示意图 

 

2.2种植结构变化对农田水系统的影响  由于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水分需求和灌溉制度存在显著差

异，意味着不同种植结构的耗水与灌溉需水的通量及时空分布将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灌溉引水、排

水及补水过程带来新的变化。我国主要作物生育期需水及净灌溉需水情况如表 1 所示。水稻、棉花全

生育期需水量最大，净灌溉需水量也相对较高，灌溉依赖程度强；小麦全生育期需水量总体小于水稻

和棉花，但因需水高峰期与降水高峰期不重合，净灌溉需水量反而与水稻、棉花接近；玉米生长期与

雨季重合，净灌溉需水量小，是灌溉依赖程度较低的粮食作物；而葵花、大豆等经济作物耗水量小，

净灌溉需水量低，农业经济效益也相对较高。 

减少全生育期耗水量大、净灌溉需水量高的作物种植面积，能够直接降低区域净灌溉需水量和农

业耗水量，形成减少农业灌溉水量的效果；而增加灌溉依赖程度低的作物种植面积，作物生长更多依

赖于天然降水，能够有效缓解区域灌溉供需矛盾，降低农业耗水量和农业灌溉水量。因此，在水资源

紧缺和社会经济效益等因素的综合驱动下，我国农田灌区的种植结构已经呈现出灌溉依赖程度低、耗

水量小、经济效益高的种植作物比例逐渐增加，灌溉依赖程度低、耗水量大、经济效益低的作物产区

面积稳步减少的趋势[22]，如宁夏平原水稻种植面积减小后，作物蒸发耗水量减少了 1.02 亿 m3[2]；滇

中经济区限制水稻种植面积，上调豆类、蔬菜等经济作物比例后，农业灌溉水量减小，节水率达到

19.7%[8]；河西地区通过大力缩减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农业用水量 15 a 间

减少了 4.74 亿 m3[23]。而在国外，种植作物调整同样被视为解决农业水资源短缺的关键措施[3]，如美

国加州地区通过大力推进抗旱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的杏、葡萄、芦荟等作物解决水资源匮乏的问题
[24]；印度奥里萨邦镇 1971—2008 年水稻种植比例减少了 16%，油菜籽种植比例增加了 4%，豆类种

植比例增加了 11.5%，农业水分生产效率由 28%提高到 37%[25]。 

随着种植结构调整和优化力度的增强，在降低农业耗水量和灌溉用水量的同时，也会对农田水系

统带来影响，如渠系渗漏和土壤入渗补给水量减小，地下水补给量缩减，地下水位降低，潜水蒸发量

和农田排水量减小，整个农田水系统各个要素均发生变化，甚至会导致区域水循环过程及水资源利用

方式发生重大改变 

表 1 不同作物生育期及灌溉需水量表 

作物 全生育期需水量/mm 全生育期/d 需水高峰期 净灌溉需水量/mm 

小麦 350~600 100~130 出苗（4 月初）-开花（6 月初） 200~550 

玉米 300~400 90~100 开花（7 月中下旬）-乳熟（8 月中旬） 100~200 

水稻 500~750 90~150 拔节（7 月初）-开花（8 月中旬） 200~500 

棉花 500~800 150~180 花铃期（7 月中旬-8 月底） 150~460 

葵花 350~400 90~130 现蕾（7 月中旬）-开花（8 月中旬） 100~200 

大豆 400~500 100~130 开花（6 月中旬）-结实（8 月上旬） 100~250 

注：表中的数据参考文献
[15,21]

。 

3 不同种植结构条件下河套灌区农田系统水量平衡变化 

3.1 河套灌区种植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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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河套灌区农业种植以

粮食为主，主要有小麦、玉米等，经

济作物主要是葵花、甜菜、番茄等，

1990 年粮经比为 72：28。图 3 为河套

灌区1990—2013年主要作物种植面积

变化图，可以看出，近 20 a 间河套灌

区种植结构发生剧烈变化，从以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快速转变为以葵

花、番茄等经济作物为主，2013 年经

济作物已经占到灌区作物的 65%左

右。1997 年之前，灌区种植结构总体

保持稳定；1998 年开始，随着全国大

型灌区节水改造工程逐步实施，灌区

葵花种植面积快速增加，3 a 间种植面

积增加一倍以上，与此同时小麦种植面积开始减少并快速下滑，玉米种植面积小幅增加。2003 年，

受黄河上游来水量锐减的影响，小麦种植面积出现断崖式下跌，仅 9.336 万 hm2，葵花种植面积则大

幅增加，达到 18.946 万 hm2，并首次超过小麦成为河套灌区第一大种植作物。2006 年开始，葵花种

植面积出现新一轮快速增长，到 2013 年葵花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26.623 万 hm2，占灌区作物种植面积

的 50%，远超小麦、玉米的种植面积；而在此期间，小麦种植面积则持续快速减少，到 2013 年仅有

4.175 万 hm2，占比不足 8%，降为灌区第 3 大种植作物。玉米种植面积在近 20 a 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从 1990 年的 4.075 万 hm2 发展到 13.276 万 hm2，增加了 2 倍，成为灌区第二大种植作物。 

3.2 种植结构变化对不同时间尺度农田系统水量平衡的影响 

3.2.1 多年尺度影响分析  表 2 为河套灌区水量平衡要素多年尺度变化情况。前面已经提到，1998 年

以前河套灌区种植结构基本稳定，1998—2005 年处于增长起步期，2006—2013 年处于快速增长期，

将 1990—1997 年作为基准参考，通过对比分析种植结构调整对灌区水系统的影响。可以看出，蒸发

耗水是水平衡系统的主要输出项，占总输出的 82.4%，近 20 a 间，蒸发耗水量显著降低，1998—2005

年比 1990—1997 年减少 3.19 亿 m3，但此后蒸发耗水量下降趋势变缓，2006—2013 年较 1998—2005

年仅减少了 0.16 亿 m3。农田耗水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对灌区引水量也有一定的影响，2006-2013 年平

均每年减少 0.6%，下降速率最快。潜水蒸发量是水平衡系统输入项中变化较为显著的要素，主要受

地下水埋深及地表植被覆盖情况的影响，2006—2013 年较 1990—1997 年减少 1.28 亿 m3，平均每年

下降 1.1%。田间蒸散耗水的改变对田间入渗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入渗量也

呈减小趋势，特别是从 1998 年开始，呈直线下降趋势，平均每年减小 1.4%。种植结构调整对地表排

水量影响较小，河套灌区 1995 年总排干沟扩建工程完工，1998 开始建设渠系配套工程和节水改造工

程，排水渠系畅通、渠系水利用系数提高，排水量反而总体呈现增加趋势。 

从农田水系统总体平衡来看，总输入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 2006—2013 年比 1990—1997 年

减少 2.22 亿 m3，由于当地降水及黄河来水偏枯，1998—2005 年农田系统总输入水量最少，为 42.11

亿 m3。总体输出水量下降趋势更为显著，2006—2013 年比 1990—1997 年减少 3.0 亿 m3。蓄变量方面，

2005 年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土壤层蓄变量为负值，说明土壤层水分处于持续亏缺状态，这与灌区连续

遭遇干旱有很大关系。2006—2013 年土壤层水分蓄变量呈正值，主要是由于地下水埋深从早期的 1.6 

m 下降到目前的 2.0 m 左右，土壤蓄水空间显著增大，入渗补给地下水量明显减小，土壤水资源量增

加。但是，从土壤含水率来看，实际仍然呈下降趋势。 

表 2 河套灌区农田系统水量平衡要素多年尺度变化表             （单位：亿 m
3
） 

时间 

输入要素 
 

输出要素 

蓄变量 灌溉 

水量 
降水 

潜水 

蒸发 
小计 

 

地表 

排水 

蒸发 

耗水 
入渗 小计 

1990—1997 26.40 9.66 8.36 44.41  1.01 37.72 6.02 44.75 -0.34 

1998—2005 26.10 8.27 7.74 42.11  1.15 34.51 7.23 42.89 -0.79 

2006—2013 25.74 9.38 7.08 42.19  1.15 34.35 6.24 41.75 0.44 

多年平均 26.08 9.10 7.72 42.90  1.10 35.53 6.50 43.13 -0.23 

3.2.2 典型年影响分析  为了剥离降水变化对农田水系统的影响，研究中选取降水总量和分布相当、

种植结构差异显著的年份进行典型年对比分析，分别对丰水年、平水年和枯水年进行计算，结果见表

3 所示。可以看出，降水量占总输入水量的 21.2%，其丰枯变化和时程分配会对灌区农田系统水量平

 
图 3 河套灌区 1990-2013 年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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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有较大影响。在降水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经济作物比例显著增加后，丰、平、枯 3 种年型的灌溉用

水量、潜水蒸发、蒸发耗水量、入渗补给量 4 种水量平衡要素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小，其中潜水蒸发

量变化速率最快，平均为-16.3%；蒸发耗水量和田间入渗量次之，平均减小 6—7%；灌溉用水量变化

率较小，平均减小 2.5%。地表排水量受种植结构影响较小，丰水年和枯水年排水量增加，平水年与

之相反。除丰水年水分蓄变量为正且持续增加之外，平水年、枯水年灌区水系统均呈现负水平衡的状

态，蓄变量持续减小。 

表 3 河套灌区农田系统不同典型年水量平衡要素变化表         （单位：%、亿 m
3
） 

年型 年份 
经济作 

物比例 

输入要素  输出要素 

蓄变量 灌溉 

用水 
降水 

潜水 

蒸发 
小计  

蒸发 

耗水 

地表 

排水 

入渗 

补给 
小计 

丰水年 
1995 31.1 26.18 12.80 8.35 47.33  38.13 1.08 6.99 46.2 1.13 

2008 59.3 25.13 10.31 6.48 41.92  34.08 1.68 6.29 42.05 4.19 

平水年 
1996 30.2 25.99 8.61 8.01 42.61  36.13 1.13 7.31 44.57 -1.97 

2001 43.3 25.68 8.19 7.75 41.62  36.12 0.97 7.27 44.36 -2.74 

枯水年 
1993 27.0 27.07 6.43 8.87 42.37  37.80 1.10 6.73 45.63 -3.25 

2011 66.0 26.45 6.18 6.81 39.44  35.13 1.55 6.07 42.75 -3.32 

3.2.3 月尺度影响分析  河套灌区的雨季在 7—9 月，降水量占全年的 70%以上，农作物生长灌溉期主

要在 4—9 月，其中小麦灌溉期为 5 月初—6 月底，灌溉定额为 3765m3/hm2，灌溉需水量大，灌溉依

赖程度高；玉米灌溉期为 6 月底—7 月底，灌溉定额为 3210m3/hm2，葵花灌溉期为 7 月中旬—7 月底，

灌溉定额为 2520 m3/hm2，灌溉需水量小，雨热同期。受降水、作物生长期及灌水量等因素在时间分

布上的影响，灌区农田水系统平衡状态在年内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各水量平衡要素生长期内逐月变化

情况如表 4 所示。 

种植结构调整后，除 4、7 月灌溉水量仍然呈增加趋势，其余月份均呈下降趋势，5 月份灌溉水

量减少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的相关程度最高，如图 4（a）所示，相关系数为 0.740 8。潜水蒸发

量在 4—9 月份均呈下降趋势，其中 6、7 月年平均减少速率最快，分别为 1.7%、1.4%。蒸发耗水量

除在 8 月份呈上升趋势之外，其他月份均呈下降趋势，平均每年降低 0.5%，6 月份蒸发耗水量与种植

结构变化相关程度最高，如图 4（b）所示，相关系数为 0.617 6。地表排水量中，7、8 两个月份排水

量占整个生长期排水量的 64%，总体呈增加趋势，其他月份均表现出减小的趋势。田间入渗补给量从

1998 年之后均表现出减小的趋势。从水分蓄变量来看，4—8 月份总体呈现负水平衡的状态，9 月份

水分蓄变量为正，只有 4 月、6 月输入输出水量差额逐渐减小，其他月份负水状态都在逐渐加重。 

表 4 河套灌区农田系统水量平衡要素逐月变化表            （单位：亿 m
3
） 

平衡要素 时间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输 

入 

要 

素 

灌溉水量 

1990-1997 1.27 6.24 4.24 4.14 1.40 1.93 

1998-2005 1.64 5.33 4.09 4.06 1.35 1.81 

2006-2013 1.56 5.16 3.71 4.39 1.37 1.65 

降水 

1990-1997 0.11 0.63 0.91 2.50 3.33 0.85 

1998-2005 0.33 0.93 1.19 1.91 1.89 1.54 

2006-2013 0.10 1.05 2.13 1.55 2.18 1.64 

潜水蒸发 

1990-1997 0.06 0.22 1.64 2.14 1.14 0.87 

1998-2005 0.07 0.23 1.40 2.01 1.05 0.74 

2006-2013 0.06 0.21 1.25 1.67 1.01 0.65 

小计 

1990-1997 1.44 7.10 6.78 8.79 5.87 3.65 

1998-2005 2.05 6.48 6.68 7.97 4.30 4.09 

2006-2013 1.72 6.42 7.09 7.61 4.57 3.94 

输 

出 

要 

素 

蒸发耗水 

1990-1997 2.82 6.71 8.76 7.62 3.99 2.62 

1998-2005 2.88 5.79 7.61 7.07 3.91 2.06 

2006-2013 2.62 5.83 6.94 6.84 4.39 2.36 

地表排水 

1990-1997 0.0002 0.017 0.023 0.053 0.006 0.002 

1998-2005 0.0004 0.029 0.019 0.063 0.009 0.008 

2006-2013 0.0002 0.010 0.009 0.070 0.010 0.001 

田间入渗 
1990-1997 0.52 1.46 1.16 0.94 0.52 0.41 

1998-2005 0.73 1.93 1.36 1.04 0.58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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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3 0.64 1.75 1.20 0.92 0.49 0.39 

小计 

1990-1997 3.34 8.18 9.94 8.61 4.51 3.03 

1998-2005 3.62 7.75 8.99 8.18 4.50 2.53 

2006-2013 3.26 7.59 8.15 7.84 4.89 2.76 

蓄变量 

1990-1997 -1.89 -1.08 -3.16 0.17 1.35 0.62 

1998-2005 -1.57 -1.27 -2.31 -0.21 -0.21 1.57 

2006-2013 -1.54 -1.17 -1.06 -0.23 -0.32 1.19 

  
（a）5 月                                                 （b）6月 

图 4 月尺度水平衡要素与种植结构相关关系图 

 

3.3 讨论   

在水资源严重短缺以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约束下，河套灌区种植结构调整是在保障粮食安

全的基础上，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建设节水型农业的重要措施。但是种植结构调整与农产品市场

需求、农民年龄及节水意识、政府参与支持程度、上一年种植作物种类有较大关系，即便在新的种植

结构模式下，受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本地降水丰枯等因素的影响，农田灌溉用水等水量平衡要素发

生显著变化需要一定的反馈响应时间，如何准确定量化表达种植结构变化对各水量平衡要素的影响仍

然是一个难点。 

从长远来看，随着节水型种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灌区农田灌溉水量、潜水蒸发量、蒸发耗水量、

田间入渗量必将持续减小，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但与此同时，地下水位也会随着灌溉水量、地下水

入渗补给量等要素的减少而降低。1990—2013 年河套灌区地下水埋深已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降幅

为 0.3~0.4 m，这对作物生长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因此，种植结构进一步调整的同时，还需

重点考虑地下水资源及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 

4 结论 

种植结构调整对农田系统水循环过程及水量平衡有重要影响。分析灌区农田水循环系统的过程及

种植结构对水系统的影响，并在解析河套灌区 1990—2013 年种植结构变化情况的基础上，从多年尺

度、典型年尺度和月尺度分析了灌区种植结构对水量平衡要素的影响，初步结论如下： 

1）垂向水量平衡要素蒸发耗水量和潜水蒸发量受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最大。蒸发耗水量 2006—

2013 年较 1990—1997 年减少 3.37 亿 m3，潜水蒸发量 1990—2013 年平均每年下降 1.1%，二者分别是

水量输出输入项中变化最显著的要素。农田蒸散耗水量大幅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灌溉水量和田

间入渗量的变化，灌溉水量在 2006—2013 年减小速率最大，平均每年降低 0.6%，田间入渗量则从 1998

年起直线下降。水平向水量平衡要素地表排水量受种植结构影响较小，由于灌区渠系建设和节水改造

改善了排水条件，排水量反而呈上升趋势。 

2）降水量占灌区总输入水量的 21.2%，其丰枯变化和时程分配对农田水量平衡系统有较大影响。

潜水蒸发量、蒸发耗水量、灌溉用水量和田间入渗量在丰、平、枯 3 种典型年均呈不同程度的减小趋

势，而地表排水量在不同水平年变化差异较大。 

3）各平衡要素在农作物主要生长灌溉期 4—9 月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增减不一。其中 5 月份灌溉

水量和 6 月潜水蒸发量的减小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分别为 0.740 8、0.617 

6。 

4）河套灌区农田系统总输入水量与总输出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水循环通量减小，水循环强度

减弱。1990—2005 年水分蓄变量整体呈现负水平衡的状态，土壤水含量持续亏缺。2006—2013 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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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层水分蓄变量为正，主要是由于地下水埋深的持续下降使得土壤层变厚，土壤蓄水空间显著增大，

入渗补给地下水量明显减小，土壤水资源量增加，但土壤含水率仍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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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on Water Budget of Field 

System in Hetao Irrigation Area 

FU Wenqi, ZHAI Jiaqi, ZHAO Yong, HE Guohua, ZHANG Yue 
 (The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adjustment of local planting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agricultural water-saving in 

an irrigation area. Since 1990 the planting structure in Hetao irrigation area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 

planting area of wheat and other food crops have drastically reduced, while the planting area of sunflower 

and other cash crops have sharply increased. This great change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impacts on water 

cycle system in irrigation area. Based on the processes of water cycle system,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behind the effects of the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on the field system and water budget elements in 

Hetao irrigation area on multiple time scales were analyzed. The change of phreatic evaporation, water 

consumption of evaporation and other water budget elements from 1990 to 2013 were calculated by using 

Aver’yanov’s formula, modified Penman formula(1948), Penman-Monteith formula(197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water consumption of evaporation and the phreatic evaporation, these two vertical water 

balance elements we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changing planting structure, and their flux values reduced 

remarkably.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s on irrigation water and infiltration water are weaker. As for 

horizontal water balance element, the influence on surface displacement is weakest. (2) Whether in high flow, 

low flow or normal years, phreatic evaporation, water consumption of evaporation, irrigation water and 

infiltration water decreased at different degrees, while surface displacement performed differently on 

different typical years. (3) On monthly scale, irrigation water in May and phreatic evaporation in June have 

stro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 increasing cash crops. (4) Both of the total input and output water in field 

system descend, meanwhile the flux and intensity of water cycle reduce. Water storage is in a negative 

balance state in 19902005. During 2006-2013, water storage is in a positive balance state, nevertheless, the 

soil moisture is still falling, which results from thickness in soil layer.. 

Key words: planting structure; field system; water cycle; water budget; Hetao irrig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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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河套灌区种植结构变化对农田系统水量平衡的影响 

 

付雯琪，翟家齐，赵勇，何国华，张越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38 

 

摘要 
 

种植结构调整是灌区农业节水的重要措施。1990 年以来，河套

灌区种植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小麦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幅

减小，葵花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对灌区水循环系统

带来显著影响。针对这一问题，基于水循环过程系统解析了灌

区种植结构变化对农田系统的影响机制，采用阿维里扬诺夫经

验公式、修正的 Penman 公式（1948）、Penman-Monteith

公式（1973）等分别计算得出河套灌区 1990—2013 年潜水蒸

发量、蒸散耗水量等各水量平衡要素的变化情况，并从多个时

间尺度分析了种植结构变化对灌区农田系统水量平衡要素的影

响。结果表明：（1）种植结构变化对垂向水量平衡要素蒸发耗

水量和潜水蒸发量影响最为显著，其通量值明显减小；其次是

对灌溉水量和田间入渗量的影响；对水平向水量平衡要素地表

排水量影响最小。（2）潜水蒸发量、蒸发耗水量、灌溉用水量

和田间入渗量在丰、平、枯 3 种典型年均呈不同程度的减小趋

势，而地表排水量在不同水平年变化差异较大。（3）月尺度上，

5 月份灌溉水量和 6 月潜水蒸发量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显

著相关。（4）农田系统总输入水量与总输出水量总体呈下降趋

势，水循环通量减小，水循环强度减弱。1990—2005 年水分

蓄变量整体呈现负平衡的状态，2006—2013 年土壤层水分蓄

变量为正，但由于实际土壤层增厚、土壤含水率仍然呈下降趋

势。  

 

关键词 

种植结构；农田系统；水循环；水量平衡；河套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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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华北土石山区土壤厚度分布规律研究 

顾金普1，龚家国 2，王双银 1，贾仰文 2，王浩 2，孙兆峰 1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038） 

摘要：基于华北典型土石山区实地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土壤厚度统计特征及其流域变化规律，并采用基

于典型地貌单元的土壤厚度空间展布方法，系统分析了土壤厚度的空间分布规律。研究表明：（1）各取样

点之间土壤厚度经对数变换后服从正态分布，通过变差系数分析得到各土壤厚度之间具有中等变异特性；

（2）主河道横截面方向上，土壤厚度拟合曲线呈倒 U 型，中间土壤厚度大，向两边逐渐减小；在主河道方

向上，土壤厚度拟合曲线呈幂函数形式，自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大；（3）指数模型是最适合研究区土壤厚度

的半方差函数模型，块金系数为 13.09%，土壤厚度之间具有强空间相关性；（4）对流域进行地貌划分，然

后在不同地貌下进行土壤厚度空间插值，得出各自的分布规律。阳坡地貌下土壤厚度从西北部向东南部逐

渐增大，在东南部流域出口处达到最大；阴坡地貌下土壤厚度中部最大，从中部向南北两侧逐渐减小；平

地地貌下土壤厚度南部较大，其他地方较小；滩地下的土壤厚度沿着河流方向，从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大。 

关键词：土石山区；土壤厚度；地统计分析；趋势分析；变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S15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  言 

土壤厚度是指土壤母质层以上到土壤表面的垂直深度[1]。它是土壤的重要基本属性，土壤厚度是

土壤退化、土壤侵蚀程度及土地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2]，同时土壤厚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水分及养

分的储存，因此，土壤厚度空间格局研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曾宪勤等[3]利用插钎法对北京市密

云县山区坡面土壤厚度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土壤厚度与坡向、坡度、植被覆盖度及海

拔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王改粉等[4]基于土壤厚度与景观位置和特征之间的关系，运用模糊 c 均值聚类

方法对西苕溪流域的土壤厚度分布进行了空间预测；易晨等[5]从土壤发生学的角度对土壤厚度的划分

标准进行了探讨；王志强等[6]分析了内蒙古东部地区土壤厚度对天然草地植被盖度和生物量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研究方法应用到土壤理化性质的研究中来。其

中基于地统计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地统计分析方法就是其中之一。王绍强等[7]基于地统计学和

ArcGIS 技术，对中国土壤土层厚度的空间变异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尹亮[8]运用经典统计学与地统计

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贵州省金沙县乌箐河小流域土壤厚度空间分异规律进行了研究；解运杰等[9]通过

土壤厚度影响因子归类调查法，在 ArcGIS 环境中建立了黑龙江省典型土壤土层厚度的评价数据库，

并系统分析了黑龙江省典型土壤不同立地条件下的土壤厚度量级指标；刘宪春[10]通过野外采样调查，

并借助统计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对黑土层厚度、土体厚度等黑土土壤指标的空间分布变化规律

进行了研究。 

尽管有关土壤厚度的研究由最初的传统统计学方法向新技术新方法有了很大的过渡和转变，也取

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相对于其他土壤理化性质而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仍然很薄弱。尤其是

对于典型华北土石山区土壤厚度空间变化分布规律的相关研究更少。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及生态文明建

设的推进，以及山区土壤的开发利用，掌握华北土石山区土壤厚度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全

面了解山区土壤利用、山区土地荒漠化等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崇陵流域为依托，对典型华

北土石山区的土壤厚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为土石山区农业生产、生态建设及土壤侵蚀治理提供科

学依据，同时为后续山区土壤厚度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崇陵流域试验基地位于河北省易县境内，位于 115°21′E，39°23′N，海拔 85-300m，

流域长 4.4km，平均宽 1.5km，面积约为 6.6km2。流域属温带季风气候区，春秋干旱多风，夏季炎热

多雨，春季平均气温 3.2℃，夏季平均气温 32.2℃，秋季平均气温-3.3℃，全年极端最低气温-23℃，

极端最高气温 41℃。冬季严寒少雪，四季分明。年平均降雨量 641.2mm，最大年降水量为 1004.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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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年降水量为 217.0mm，年平均蒸发量 1905.9mm。无霜期约 210d。春夏多东南风，秋冬多西北风。 

崇陵流域土壤以沙壤土为主、黄土为次，并集中分布在沟谷区，土层厚度 1-2m，但黄土的厚度

较大。在山坡上普遍分布有“石渣子”土，厚度只有 0.15-0.50m，质地松散，孔隙度大，土壤的渗水

性能较好。 

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崇陵流域实地调查取样和测试。取样点位布设的原则充分考虑植

被、地形、地貌、坡度及朝向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取样点位，用 GPS 定

位仪进行精确定位（调查点位分布图见图 1）。在土壤剖面的取样点选定以后，进行人工剖面的挖掘，

开挖的规格为 1mX1m 的方形测坑。在山坡上开挖剖面时使剖面与等高线平行（即与水平面垂直），

在平地上开挖时将表土与底土分别堆放在剖面两侧，以免影响土壤的肥力。剖面一侧开挖成梯形，方

便测试者上下测坑。开挖好以后，用卷尺测量剖面的厚度，即为本文的使用数据土壤厚度。 

 
图 1 取样点位分布图 

1.3 数据分析方法 

1.3.1 地统计分析方法  地统计是法国著名统计学家 G. Matheron 在大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

以区域化变量为基础，借助变异函数，研究既具有随机性有具有结构性，或具有空间相关性和依赖性

的自然现象的一门科学。凡是与空间数据的结构性和随机性、空间相关性和依赖性、空间格局与变异

相关的研究，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最优无偏内插估计，或模拟这些数据的离散性、波动性时均可应用的

理论与方法。该方法既考虑到样本值得大小，又重视样本空间位置既样本间的距离，弥补了经典统计

学忽略的空间方位的缺陷。地统计分析理论基础包括前提假设、区域化变量、变异分析和空间插值[11]。 

1.3.2 模型检验方法  在生成最终表面之前，应该了解模型对未知位置的值所做预测的准确程度。交

叉验证和验证有助于准确地判断哪个模型提供了最佳预测。本文采用交叉验证检验方法作为模型选择

的依据。 

交叉验证使用所有数据对趋势和自相关模型进行估计。每次移除一个数据位置，然后使用其他位

置的数据来预测与其相关联的数据。这样，可将预测值与实测值相比较并且获得关于克里金模型质量

的有用信息。交叉验证会对所有点的测量值和预测值进行比较。 

1.3.3 基于典型地貌单元的土壤厚度空间展布方法  根据土壤发生学原理和土壤侵蚀原理，土壤厚度

一方面受本地成土过程影响，同时受土壤搬运和沉积过程的影响。其中成土过程主要受气候、生物、

地质类型、地形、成土时间的影响[12,13]；土壤侵蚀过程主要受气象、土壤类型、土地利用及人类活动

的影响[14,15]。上述影响因素产生的结果集中体现在阴坡、阳坡、平地、滩地、河道等典型地貌单元上

的土壤厚度空间分异。 

传统插值方法把研究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并没有将山坡、平地、滩地分开，这就使得不同地貌

之间土壤厚度变异性增大，插值结果与事实不符。为了弥补传统插值方法的不足，我们将研究区划分

为山坡、平地及滩地等典型地貌单元，然后在不同地貌单元下分别进行插值，以分析不同地貌情况下

土壤厚度空间分布状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厚度的统计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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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统计学的前提是样本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变异等分析前必须对数据进行分布

类型检验[11,16]。即获取土壤厚度数据之后，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其分布情况，判断数据分布是

否为正态分布，当只有数据为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时，利用地统计插值方法生成的表面效果最佳。 

本文采用直方图法检查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结果见表 1 和图 2。变异系数（CV）的大小反映了

总体内部样本之间变异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可以将样本数据变异程度分为 3 级，即 Cv<10%为弱变

异性，10%≤Cv≤100%为中等变异性，Cv>100%为强变异性[17,18]。从表 1 可以看出土壤厚度的变异系数

为 98.11%，属于中等变异特性。 

结合表 1 和图 2 分析可知，样本数据分布是偏态的。均值 29.36 大于中值 19.0，偏度系数 1.9258

大于 0，直方图向右延伸，大部分数据集中于左边，偏度系数大于 0，因此为正偏分布；峰度系数 6.2125

大于正态分布值 3，数据分布比正态分布高耸且狭窄，数据比正态分布集中于平均值附近。由此分析

可知，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变换，结合表 1 和图 2 分析，变换后，均值 3.0094 略大于中值 2.9444，

偏度系数 0.2653 略大于 0，峰度系数 2.7183 略小于 3，因此变换后的数据分布基本服从正态分布。 

表 1 崇陵流域土壤厚度统计特征分析 

项目 样本数据 对数转换后数据 

最小值 3.0 1.0986 

最大值 130.0 4.8675 

中值 19.0 2.9444 

平均值 29.36 3.0094 

标准差 28.80 0.8474 

变异系数（%） 98.11 28.16 

偏度系数 1.9258 0.2653 

峰度系数 6.2125 2.7183 

   

 

图 2 对数变换前后土壤厚度分布直方图 

2.2 流域土壤厚度变化趋势分析   

为了揭示研究区土壤厚度空间分布的总体规律，反映其在空间区域上变化的主要特征，以研究区

（X，Y，土壤厚度）为空间坐标，将其确定的点投影到东西和南北方向两个正交平面上，通过投影

点做出最佳拟合曲线，得到三维透视图（见图 3）。X 轴表示正东方向，Y 轴表示正北方向，Z 轴表示

各取样点土壤厚度的大小，XY 平面上的竖棒表示每一个取样点土壤厚度和它所在的空间位置；左后

投影面上的线便是东西方向上的趋势效应变化情况，右后投影面上的线表示南北方向上的趋势效应变

化情况。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在东西方向上，即与主河流流向垂直方向上土壤厚度拟合曲线呈倒 U

型，中部土壤厚度大，向两边逐渐减小；在南北方向上，即主河流流向方向上土壤厚度拟合曲线呈幂

函数形式，自北向南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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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壤厚度分布趋势图 

 

3.3 土壤厚度空间相关与变异分析 

    为了得到最优半变异函数模型，在 ArcGIS 地统计分析模块中，通过拟合参数选择比较适合研究

区土壤厚度的理论模型，主要选择高斯模型、球面模型、三角函数模型及指数模型进行拟合，拟合的

参数包括平均值、均方根、标准平均值、标准均方根及平均标准误差五个指标。拟合参数结果见表 2。

根据交叉检验及拟合参数选择合适的模型，选择模型的标准为：标准平均值最接近于 0，均方根最小，

平均值误差最接近于均方根误差，平均标准误差最接近于 1[19]。按照上述标准可以选出指数模型是最

适合拟合研究区土壤厚度数据。根据选择的最优模型可以得到该模型下的半变异函数模型及相关参

数，见表 3。图 3 为指数模型下的半变异函数-距离散点图，其中横坐标为分离距离，纵坐标为对数土

壤厚度半变异函数值。结合表 3 和图 4 分析可知，在变程范围内，取样点之间的距离越小，其相似性，

即空间相关性越大，反之，越小。当取样点之间的距离大于变程时，取样点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该点

数据不能用于内插或外推。块金值通常表示由测量误差和小于最小取样尺度引起的随机变异。基台值

表示系统内的总变异。块金系数也就是基底效应，表示随机部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占系统总变异的比

例，若此值小于 25%，也说明具有强空间相关性，大于 75%，说明系统空间相关性很弱[18]。由于块

金系数为 13.09%，所以研究区土壤厚度表现出强空间相关性。 

表 2 不同模型拟合参数结果表 

理论模型 平均值 均方根 标准平均值 标准均方根 平均标准误差 

高斯模型 -1.1537  26.53  -0.1175  1.2352  22.94  

球面模型 -1.1787  25.87  -0.0826  1.1372  22.51  

三角函数 -1.1472  25.84  -0.0769  1.1299  22.56  

指数模型 -1.1443  24.71  -0.0713  1.0823  22.37  

 

表 3 土壤厚度半变异函数理论模型及相关参数 

理论模型 块金值（C0） 偏基台值（C） 基台值（C0+C) 块金系数（%）C0/(C0+C) 变程（m) 

指数模型 0.1096 0.7279 0.8375 13.09 192 

 

图 4 土壤厚度半变异函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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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壤厚度的空间分布规律   

将研究区划分为山坡（阳）、山坡（阴）、平地及滩地

等不同的地貌，划分结果见图 5，然后在不同地貌条件下进

行进行地统计插值，以分析不同地貌情况下的土壤厚度空

间分布情况，见图 6。从图 6a 阳坡土壤厚度分布图分析可

以得出：从西北部向东南部土壤厚度逐渐增大，在东南部

即流域出口处达到最大值。这与流域主河流流向大致一致，

西北部山高，从山上冲击下来的土壤会随着水流逐渐沉积

下来，表现出土壤厚度逐渐增大的趋势。从图 6b 阴坡土壤

厚度分布图分析可以发现：阴坡土壤厚度分布与阳坡土壤

厚度分布情况截然不同，在流域中部土壤厚度较大，从中

部向南、北方向逐渐减小，但是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还是

表现出了差异，向南部递减速率较慢，北部递减速率较快，

整体表现出南部土壤厚度高于北部土壤厚度的空间分布格

局。从图 6c 平地土壤厚度空间分布图分析发现:平地主要分

布在流域的东南部，在西北部分布较少，且平地土壤厚

度变化较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从图

6d 滩地土壤厚度分布图分析可知：                         图 5 地貌划分情况 

滩地主要分布在河流周围，其分布情况与流域河流分布情况一致。滩地土壤厚度分布情况与阳坡土壤

厚度分布情况相一致，即从西北部向东南部土壤厚度逐渐增大，在流域的东南部即流域出口处达到最

大。 
 

  

  
图 6 不同地貌下土壤厚度分布 

3 结论 

本文基于野外调查数据，采用地统计分析和基于典型地貌单元的空间插值方法，对华北土石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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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厚度的统计特征、空间变化趋势和变异特征分析，及其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土石山区土壤厚度分布具有中等变异特性，土壤厚度经对数变换后服从正态分布。 

（2）在小流域尺度上，主河道横截面方向上，土壤厚度拟合曲线呈倒 U 型，中间土壤厚度大，

向两边逐渐减小；在主河道方向上，土壤厚度拟合曲线呈幂函数形式，自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大。 

（3）指数模型是最适合研究区的半方差函数模型，块金系数为 13.09%，土壤厚度之间具有强空

间相关性。 

（4）对流域进行地貌划分，然后在不同地貌下进行土壤厚度空间插值，得出各自的分布规律。

阳坡地貌下土壤厚度从西北部向东南部逐渐增大，在东南部流域出口处达到最大；阴坡地貌下土壤厚

度中部最大，从中部向南北两侧逐渐减小；平地地貌下土壤厚度南部较大，其他地方较小；滩地下的

土壤厚度沿着河流方向，从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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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for distribution of soil depth in the earth-rock mountain region 

of Northern China 
Gu Jinpu1,Gong Jiaguo2,Wang Shuangyin1,Jia Yangwen2,Wang Hao2,Sun Zhaofeng1 

(1.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 

China 2.Department 0f Water Resources，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ing survey data of soil depths in typical earth-rock mountain region of 

Northern China, th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depths and its variability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based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method for typical landform uni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law of soil 

depths was also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Soil depths data obeyed nor 

distribution after logarith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soil depths 

have medium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2) The fitting curve of soil depths was inverted-U-type in the main 

river cross-section, namely the soil depths were large in the middle part and the soil depths were gradually 

decreased in the two sides; in the direction of main river channel, the soil depths fitting curve was in the 

form of power function, and gradually increases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3) The exponential model 

was the most suitable semivariance function for the soil depths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 nugget coefficient 

was 13.09% which shows a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depths; (4) Landforms were divided and 

spatial interpolation was implemented under different landforms to vertify their law respectively. In the 

sunny slope, soil depths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the northwest to southeast, and the soil depths is the 

largest at the exports of the basin; in the schattenseite, soil  depths were largest in the central part and 

gradually reduced from the central to the north and south sides; in the flat ground, the soil depths were 

largest in the south and the others were smaller; in the bottomland, along the direction of the river, the soil 

depths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the upstream to downstream. 

Key words: earth-rock mountain region; soil depth; geostatistical analysis; trend analysis vari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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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华北土石山区土壤厚度分布规律研究 

 

顾金普 1 ，龚家国 2 ，王双银 1 ，贾仰文 2 ，王浩 2 ，孙兆峰 1 

1 单位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2 单位 2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资源研究所 

 

摘要 
 

基于华北典型土石山区实地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土壤厚度

统计特征及其流域变化规律，并采用基于典型地貌单元的土

壤厚度空间展布方法，系统分析了土壤厚度的空间分布规律。

研究表明：（1）各取样点之间土壤厚度经对数变换后服从

正态分布，通过变差系数分析得到各土壤厚度之间具有中等

变异特性；（2）主河道横截面方向上，土壤厚度拟合曲线

呈倒 U 型，中间土壤厚度大，向两边逐渐减小；在主河道方

向上，土壤厚度拟合曲线呈幂函数形式，自上游向下游逐渐

增大；（3）指数模型是最适合研究区土壤厚度的半方差函

数模型，块金系数为 13.09%，土壤厚度之间具有强空间相

关性；（4）对流域进行地貌划分，然后在不同地貌下进行

土壤厚度空间插值，得出各自的分布规律。阳坡地貌下土壤

厚度从西北部向东南部逐渐增大，在东南部流域出口处达到

最大；阴坡地貌下土壤厚度中部最大，从中部向南北两侧逐

渐减小；平地地貌下土壤厚度南部较大，其他地方较小；滩

地下的土壤厚度沿着河流方向，从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大。 

关键词 

土石山区；土壤厚度；地统计分析；趋势分析；变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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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基于标准化降水指数的1959—2014年中国干旱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豆晓军1,2，孙洪泉1,2，王亚许1,2，吕娟1,2，苏志诚1,2 
（1.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8；2.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利用具有代表性的597个气象观测站点1959—2014年的月降水数据，计算不同时间尺度的标准化降水指数

（SPI），根据经验正交函数（EOF）和旋转经验正交函数（REOF）等方法分析了我国近56a来的旱涝空间分布

特征。结果表明：①对于季尺度，东南沿海、淮河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要干旱异常区，发生春旱、秋旱、

冬旱的可能性较大；辽河流域、黑龙江流域发生冬旱、夏旱的可能性较大；②对于年尺度，内蒙古东北部、淮河

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要干旱异常区；③根据REOF分析结果，将我国划分了不同时间尺

度的干旱异常分区，各分区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基本能反映各地区的旱涝情势。 

关键词：标准化降水指数；旋转经验正交函数；时间尺度；中国；干旱分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增强的背景下，干旱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近半个世纪，

全球极端干旱区面积扩大了两倍以上[1]。作为我国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干旱灾害影响范围广、发

生次数频繁、旱灾损失严重。由于我国受不同气候条件和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各地干旱的成因和特

点呈现较大的空间变异和季节差异。开展干旱分区研究，分析干旱特点，对合理制定抗旱减灾措施，

减轻旱灾损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我国干旱的成因和分布等进行了深入研究。马柱国等[2]根据降水和

气温资料计算了我国北方地区的湿润指数、Palmer干旱指数和反演的土壤湿度，据此解释了近54a来

我国北方地区的干湿变化特征。黄晚华[3]分析了南方15省（市）近58a的资料后认为时间上春旱和秋旱

有加重的趋势，空间上表现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等区域性干旱变化与整个南方总体干旱变化

表现基本一致。刘晓云[4]等利用旋转经验正交函数（Rotated 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REOF）对

年尺度H指数1961-2009年的中国干旱进行时空变化特征分析，将全国划分为10个主要异常区。在目前

常用的干旱指标中，标准化降水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更能反映干旱的真实情况，

具有多时间尺度、计算简便且能反映各地区差异等优点而被广泛运用于气象气候等研究中[5]。因此，

本研究根据全国范围的月降水资料计算出不同时间尺度的SPI指数，利用REOF方法分别分析了不同季

尺度和年尺度的旱涝空间特征，并划分了相应的干旱异常分区。 

2 资料和研究方法 

2.1 资料及处理  本文所用原始数据为1951—2014年全国913个气象观测站点的逐日降水资料，由于

部分观测站点缺测数据较多，故剔除了单月序列缺测10个月及以上的站点和缺测较多的年份，最终选

用1959—2014年具有代表性的597个观测站点，站点分布位置如图1。对缺测数据进行插补，方法如下：

选用本站缺测前后月份的数据进行均值处理；对于连续缺测6个月及以下的站点，选用临近站点的观

测资料根据相关性插补数据。在597个站点中，月降水资料完整无缺测的测站共有287个，观测资料不

完整的共有310个，月平均缺测率为0.38%。因此，通过对缺测站点数据的插补进行的后续分析是具有

可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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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准化降水指数  在通常情况下，观测到的实际降水量并不严格服从正态分布，而是某种偏态分

布。Mckee[6]认为：假设某一段时间的降水量x服从的是Gamma分布，可以正态标准化后得到SPI。过

程如下： 

降水量x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1 /1
( ) xf x x e 



 
αβ （ ）

   （x>0），              （1） 

累积分布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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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式中：α、β分别为形状参数和尺度参数，且均大于0；Γ（α）为Gamma函数。根据极大似然估计的

方法计算得出α、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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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x的定义域为正数，但实际降水量有可能为0，所以累计概率可用下式来表达 

( ) (1 ) ( )H x q q G x     ，                       （5） 

式中：q为降水量等于零时的概率。 

累计概率H(x)经正态标准化处理后，成为以0为均值、1为方差的标准正态分布函数，通过近似求

解可得： 

当0<H(x)≤0.5时， 

 
图 1 中国 597 个气象观测站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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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c0=2.515517；c1=0.802853；c2=0.010328；d1=1.432788；d2=0.189269；

d3=0.001308。 

SPI计算比较简便，所需资料较少，同时能反映多个时间尺度和不同地区的干湿情况，且具有很

好的计算稳定性。本研究中，针对季尺度分析，分别计算了全国597个观测站点1959~2014年每个站点

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月）、冬季（12~2月）的SPI指数（SPI3）。同时，针

对年尺度分析，相应的计算了全年（3月~3月）的SPI指数（SPI12）。 

2.3 经验正交函数（EOF）和旋转经验正交函数（REOF）  经验正交函数，又名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是通过分析矩阵数据中的结构特征，提取主要数据特征量的一种方法，

常用于处理气象数据和地理数据。EOF具有的优势有：收敛较快，可对大量不规则站点进行分解，并

将数据归纳分析。计算步骤[7]如下： 

（1）对原始资料的矩阵X作标准化处理，然后计算其协方差矩阵S=XX′; 

（2）求实对称阵S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3）矩阵Λ为对角阵，对角元素即为特征值λ=（λ1、λ2、···λm）将特征向量值按大小排列

为：λ1≥λ2≥···≥λm≥0； 

（4）求出时间系数T=V’X;  

（5）计算每个向量的方差贡献率及前p个特征向量的累积方差贡献率：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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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 1,2, ,p(p<m)]
m

k i

i

k 


                     （8） 

1 1
/ ( )

p m

i ii i
G p m 

 
                              （9） 

旋转经验正交函数（Rotated 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简称REOF）是在进行EOF分析的基

础上，对整个载荷向量场做方差极大化旋转分析，使得旋转后的典型场空间结构更加清晰，要素的分

布特征更加明显，易于发现和总结规律，以较少的载荷向量反映整个向量场的特征，将气候要素一致

的地区划分为同一区域。计算步骤[8]如下： 

（7）根据EOF分解的方差贡献，确定旋转特征向量个数p，计算初始载荷矩阵。 

 

1

2( )ij ij jV v v                                 （10） 

（8）计算公因子方差。  

                     
2 2

1

p

i ijj
h v


                                （11） 

（9）对EOF分解的计算结果进行极大方差正交旋转，因子载荷阵正规化vij/hi，两两因子旋转得到

1v 及方差S2，用 1v 为新因子载荷阵，最终得到新因子载荷阵v 。  

（10）计算方差贡献和累积方差贡献。 

通常用方差贡献率来描述对原向量场的表达程度，一般为85%。从全国范围来看，因为整个中国

版图较大，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各地气候气象条件差异性显著，导致SPI的时空特征不太明显，EOF

分析和REOF分析得到的方差贡献率较低，前20个载荷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只有70.49%，特征值的收敛

速度较慢。因此，本研究选取前30个EOF做方差极大化旋转，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2.25%，可以认为原

向量场的大部分信息不丢失。 

3 结果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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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年尺度的载荷分布及异常分区  针对全国597个观测站点1959—2014年的年尺度SPI12值，经过

REOF分析后，得到年尺度的各模态如图2所示。其中，图2a)为第一模态的分布图，正的极值区主要

位于吉林东南部、内蒙古西部和陕西南部等地区，中心极值为0.043；负的极值区位于内蒙古东北部，

中心极值为-0.173；图2b)为第二模态的分布图，正的极值区主要位于淮河流域，中心极值为0.188，负

的极值区位于四川省北部地区；图2c)为第三模态的分布图，正的极值区分布的较分散，以海河流域

较为集中，极值为0.039，负的极值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心极值为-0.137；图2d)为第四模态的分

布图，同第三模态，正的极值分布较分散，负的极值区集中在陕西省南部，中心极值为-0.152；图2e)

为第五模态的分布图，正的极值区位于贵州省和黄河下游地区，中心极值为0.117，负的极值区分布

同样比较分散，但河套平原地区较为集中，中心极值为-0.053；图2f)为第六模态的分布图，正的极值

区依然比较分散，没有集中在某一区域，极值为0.104，负的极值区位于新疆北部，包括阿勒泰、克

拉玛依、塔城等地区，中心极值为-0.228；第七至第十模态的分析略。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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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旋转后的主要载荷，同时总结了前人的工作，绘制出年尺度的主要干旱异常分区图（图3）。

从图3中可见，主要的干旱异常分区位于内蒙古东北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新疆

北部等地区。我国东部地区划分的干旱异常分区和朱亚芬[9]根据近530a的资料划分的旱涝气候分区十

分相似，东南沿海地区受季风洋流等的影响，降水特征十分突出；长江中下游地区旱涝多发，因梅雨

锋带滞留影响易形成多雨天气，部分年份受大气环流异常会出现伏旱现象，使得该地区易发生大范围

干旱；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于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以河南、山东为主，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受干旱

胁迫较大，降雨主要为夏季的季风，季风较弱时该地区降水不足，易形成干旱，季风较强时，降水过

分集中会导致洪涝灾害的发生；内蒙古、新疆、东北等地冬季因受西伯利亚冷空气侵入，旱涝特征表

现基本趋于一致。 

 
g)                  h) 

 
i)                  j) 

图 2 年尺度 REOF 分析的前 10 个模态，a)~j)依次为第 1-第 10 个模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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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季尺度的载荷分布及异常分区  类似地，利用各季度的SPI3值，经过REOF分析后，分别得到4个

季节的各模态分布图。由于篇幅所限，只列出了4个季节第一模态的分布图（图4），其余模态略。从

图4可以发现：①春季第一模态，正的极值区位于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中北部，中心极值为0.163，

负的极值区分布较分散，没有明显的中心区域；②夏季第一模态，正的极值区位于京津冀地区、辽宁

西南部和山西中北部，中心极值为0.119；负的极值区主要位于海南、云南东南部、安徽北部和甘肃

东部，中心极值为-0.041；③秋季第一模态，正的极值区位于西藏东南部、四川西部和江苏东南部，

中心极值为0.094；负的极值区位于河南、陕西南部和四川东北部等地区，中心极值为-0.153；④冬季

第一模态，正的中心极值区位于新疆、河南、贵州和甘肃东南部，中心极值为0.036；负的极值区位

于福建、台湾、江西南部和广东东部，中心极值为-0.146。 

 
图 3 年尺度的干旱异常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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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季节不同模态的分布位置，将我国划分为不同的干旱异常分区，如图5所示。春季的主要

干旱异常区为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黑龙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云南省等地区，中西部地区以青

海省为较明显的干旱异常区，这与任余龙等[10]的西北地区春季异常分区的第一分区相同。夏季因受夏

季季风气候影响，沿海地区降水特征比较明显，主要干旱异常区为京津冀地区、珠江流域、长江中游

地区、云南省、黑龙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等地区。秋季的主要干旱异常区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

辽河流域、云南省、淮河流域等地区。冬季的主要干旱异常区为东南沿海、辽河流域、太湖流域、黑

龙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等地区，这与袁云等[11]所划分的13个冬季干旱气候分区基本保持一致。 

通过4个季节的气候分区可见，我国干旱空间特征随季节变化明显，干旱分区的格局与气候因素

有直接关系。夏季受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和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东部沿海地区湿润多雨，多个干旱

异常分区分布于这一带。秋冬季节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气压影响，西北季风导致北方大部分地区寒冷

干燥，因此，多个干旱异常区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东北和华北一带。而春季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地

区出现两个干旱异常区，这主要是受地形因素的影响，隔绝了冷空气的入侵。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图 4 季尺度 REOF 分析的第一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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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研究根据1959—2014年具有代表性的597个观测站点的月降水数据，利用SPI指数和REOF方法，

分析了近56a来我国季尺度和年尺度的干旱空间分布特征，并绘制了4个季尺度和1个年尺度的干旱异

常分区图，结论如下： 

1） 对于季尺度，东南沿海、淮河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要干旱异常区，发生春旱、秋旱、

冬旱的可能性较大；辽河流域、黑龙江流域发生冬旱、夏旱的可能性较大；云南省易发生春

旱、夏旱、秋旱； 

2） 对于年尺度，内蒙古东北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要干旱异常

分区； 

3） 根据REOF分析，将我国划分了不同时间尺度的干旱异常分区，各分区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基本能反映各地区的旱涝情势； 

4） 由于观测站的增多、观测精度的提高、观测序列的延长，以及各干旱指标原理的差异，干旱

分区也有一定的误差； 

5） 西伯利亚冷空气、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季风气候对我国的气候气象有很大影响，对干旱的研究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图 5 季尺度的干旱异常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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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from 1959 to 

2014 Based on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Dou Xiaojun1,2, Sun Hongquan1,2, Wang Yaxu1,2, Lv Juan1,2, Su Zhicheng1,2 
(1.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38，

China；2.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onthly precipitation data of 597 representativ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tations to 

calculate the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of different time scales, according to the EOF and REOF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rought in China in the past 56 years, the results 

shows that:1) for the seasonal scal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Huaihe River basi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Huanghe River are the main drought anomaly areas, and more likely to be drought in spring, 

autumn, and winte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pring drought and summer drought happened in Liaohe River 

basin and Heilongjiang River Basin are larger; 2) for the annual scale, the northeast of Inner Mongolia, the 

Huaihe River Bas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re the main drought anomaly zones; 3)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OF, divided China into 

some different time scales of the abnormal zoning of drought, each partition has distinct independence, and 

can represent the basic situation of each region. 

Key words: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rotated 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time scales; China; 

drought sub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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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准化降水指数的 1959—2014 年中国干旱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豆晓军 1，2，孙洪泉 1，2，王亚许 1，2，吕娟 1，2，苏志诚 1，2 

1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摘要 

 

利用具有代表性的 597个气象观测站点 1959—2014 年的月降

水数据，计算不同时间尺度的标准化降水指数（SPI），根据

经验正交函数（EOF）和旋转经验正交函数（REOF）等方法

分析了我国近 56a 来的旱涝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对

于季尺度，东南沿海、淮河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要干

旱异常区，发生春旱、秋旱、冬旱的可能性较大；辽河流域、

黑龙江流域发生冬旱、夏旱的可能性较大；②对于年尺度，

内蒙古东北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

区为主要干旱异常分区；③根据 REOF 分析结果，将我国划

分了不同时间尺度的干旱异常分区，各分区具有很大的独立

性，基本能反映各地区的旱涝情势。 

 

关键词 

标准化降水指数；旋转经验正交函数；时间尺度；中国；干

旱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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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基于不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的畦灌灌水深度适宜控制目标 

吴彩丽1,2，许迪1,2，白美健1,2，李益农1,2 
（1.国家节水灌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北京 100048） 

摘要：研究地面灌溉反馈控制技术，加强对灌溉过程的控制和管理是当前改进地面灌溉技术的重点所在。该文基于以

往研究成果，结合农民实际灌水经验，提出 3 种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即田面最小灌水深度大于 0 时关口，入渗最小的

1/4 区域的平均灌水深度等于灌溉需水量时关口，田面最小灌水深度等于灌溉需水量时关口），并借助灌溉模拟模型以

确定关口时间，从而控制灌溉水量。将田间试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分析不同土质、地形、畦长、入畦单宽流量下灌

溉性能指标值对 3 种灌水深度控制目标的响应关系，确定不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下适宜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结果表

明，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对灌溉性能指标值的影响程度受畦长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田面坡度和土质、再后是田面平整

精度，入畦流量的影响不明显。砂壤和黏壤土质下畦长为 50 m 时，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取入渗最小的 1/4 区域的平均灌

水深度等于灌溉需水量时关口最佳；畦长为 100 m 时，零坡度下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取田面最小灌水深度大于 0 时关口

最佳，有坡度下取入渗最小的 1/4 区域的平均灌水深度等于灌溉需水量时关口最佳；畦长为 150 m 时，除黏壤土有坡

度田面平整精度好的情况采用入渗最小的 1/4 区域的平均灌水深度等于灌溉需水量时关口最佳外，其他建议采用田面

最小灌水深度大于 0 时关口。研究成果为畦灌反馈控制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决策依据。  
关键词：灌水技术要素, 畦灌，灌水深度，控制目标 

中图分类号：S275.3   文献标识码：A 
 

引  言 

    地面灌溉是目前中国应用最为广泛的田间灌水方法，但由于田间管理粗放，灌溉过程可控制性差，

导致地面灌溉性能指标值普遍偏低，此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地面灌溉技术发展的瓶颈。影响畦灌性能

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田块几何参数：畦长、畦宽、微地形；土壤物理参数：土壤入渗参数和田面糙

率系数；灌溉管理参数：入畦流量和灌溉时间等[1]。以往关于提高灌溉性能的研究多侧重在田块几何

参数方面，对于优化灌溉管理参数，加强对灌溉过程的控制，关注相对较少[2-5]。大量田间试验和实

际灌溉案例表明，灌溉管理参数（入畦流量和灌溉时间）选取不合理所导致的灌水深层渗漏损失和尾

水遗弃损失量不容忽视。合理的灌溉管理参数的确定与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密切相关。Reddell 等[6]提出

了推进率反馈控制系统，基于水量平衡原理估算入渗参数，以尾水量最小为目标确定入畦流量；James[7]

采用传统方法，求解入畦流量，以期达到尾水量最小的控制目标，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Clemmens

等[8-9]以关口时间为控制参数，基于以往的经验数据，采用贝叶斯概率估算入渗参数与糙率系数，以

灌溉性能参数为控制目标，利用零惯量模型与经验数据确定最优关口时间；Kanya L 等[10]以沟灌为例

研究实时反馈控制系统，以灌溉性能参数为控制目标，固定入畦流量，寻找最优关口时间。前人以关

口时间为控制参数的研究中，多以灌水效率和灌水均匀度等灌溉性能指标为控制目标[8-10]，但在地面

灌溉反馈控制过程中，要求根据实时采集到的部分灌水信息，在灌溉结束前快速优化决策最佳灌溉控

制方案（最优灌水时间），若直接以多个灌溉性能指标值为实时反馈控制目标，难以满足反馈控制过

程中快速准确的要求。为此，本研究以灌溉关口时间作为控制参数，以平均灌水深度为控制目标，通

过分析不同灌溉技术要素组合下,各灌溉性能指标值对灌水深度控制目标的响应关系,确定不同技术要

素组合下能使灌溉性能指标值最优的适宜控制目标,从而为精细地面灌溉反馈控制方案的制定提供决

策依据。 

1 研究方法与试验设计 

1.1畦灌灌水深度控制目标的选取  地面灌溉反馈控制技术基于实时采集到的部分灌溉信息，估算入

渗参数值，借助灌溉模型对整个灌溉过程进行模拟预测，根据灌水深度控制目标优化决策最佳关口时

间和灌溉入畦流量，达到改善灌溉性能的目的。根据以往研究成果与农民实际灌水经验[11]，本研究提

出 3 种灌水深度控制目标：最小灌水深度 Zmin>0 即灌溉水流恰好推进到所有田面时关口，入渗最小的

1/4 区域的平均灌水深度 Zlq=灌溉需水量 Zreq 时关口，最小灌水深度 Zmin=灌溉需水量 Zreq时关口。其

中，Zlq 为沿田块长度方向上土壤受水最少的 1/4 畦段内的平均灌水深度, m；Zmin为畦田内最小灌水深

度, m；Zreq 为作物灌溉需水量, m，根据以往成果[12]取值 0.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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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研究确定不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需要采用的能够使灌溉性能指标达到最优的灌水深度控

制目标，以便在反馈控制过程中能够根据实际的灌水技术要素组合直接选择合理的灌水深度控制目

标，并以此为决策依据对灌溉关口时间进行优化，避免直接采用多个灌溉性能指标作为决策依据时耗

时多且易产生无解的问题。 

1.2 畦灌模拟模型  采用基于混合数值解法的一维全水动力学畦灌模型[13]对畦灌水流运动过程进行

模拟。模型输入参数为：畦田规格、田面微地形、单宽流量、关口时间、Kostiakov 入渗参数及糙率

系数，其中田面微地形数据为田面各点的高程数据，该模型要求录入田面各点的高程数据，能很好的

模拟田面高低起伏对灌溉过程的影响。模型输出参数为：灌水效率 Ea、灌水均匀度 CU 及储水效率

Es 等。 

一维全水动力学模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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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 为水平向坐标，m；t 为水流运动时间，s；h 为地表水深，m；g 为重力加速度，m/s2；U 为

沿 x 水平坐标向的垂向均布流速，m/s；Q 为沿 x 水平坐标向的单宽流量，m3/(s·m)；ic为地表水入渗

率，m/(s· m2)；b 为畦面高程，m；n 为曼宁糙率系数，m/s1/3。 

1.3 畦灌性能评价指标  灌水效率、灌水均匀度及储水效率是评价灌水质量的 3 个重要指标，3 者间

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项指标都难以全面地判断田间灌水质量，研究表明[14-18]，

3 项指标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优，但灌水效率与灌水均匀度对灌水质量的影响较储水效率大。因此，本

文以灌水效率和灌水均匀度为主要控制指标，储水效率为辅助控制指标，基于大量的数值模拟结果，

寻求不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下能使 3 项灌溉性能指标达到相对合理区域的最优反馈控制目标。 

灌溉性能评价指标灌水效率 Ea、灌水均匀度 CU 及储水效率 Es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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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i为灌后储存在根区的平均灌水深度, m；Zavg为畦田内平均灌水深度, m； j 为畦田内的测点数。 

1.4数值模拟试验设计  通过灌溉模拟获得不同灌水深度控制目标下，灌水技术要素与灌溉性能指标

值间的对应关系，进而分析不同灌水技术组合下最佳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值。数值模拟试验设计中考

虑畦长、土质、田面坡度、田面平整精度、入畦单宽流量 5类要素。土质考虑砂壤土和黏壤土 2 种，

入渗公式采用地表水入渗经验公式中，应用广泛的修正 Kostiakov 入渗公式。本文基于研究团队以往

在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多个试验区域的实测值，综合衡量相关文献[19-22]中对砂壤土、黏壤土 Kostiakov

入渗参数 k， 和 f0 的取值，选取能反映不同土质平均入渗能力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入渗参数取值，

即砂壤土：k=55 mm/ha， =0.4，f0=24 mm/h；黏壤土：k=73 mm/ha， =0.33，f0=2.4 mm/h；5 类要素

按照实际灌水经验取具有代表性的数值：畦长选取 3 种水平：50、100 和 150m；入畦单宽流量选取 3

种水平：2、4 和 6L/s；田面坡度选取 3 种水平：0‰、1.5‰和 3‰；田面平整精度取 2 种水平：2 和

5cm，且根据白美健（2007）[16]的研究选取不同畦灌数值模拟试验设计条件下随机生成的田面相对高

程最小样本容量值，田面平整精度 Sd=2cm 时取 5 组，Sd=5cm 时取 20 组。田面糙率系数根据以往实

验结果取 0.12。灌溉模拟时灌溉关口时间，根据给定的灌溉控制目标采用开发的灌溉关口时间优化反

求模块，自动模拟获得。 

对上述 5 个要素水平进行排列组合，共需开展 1350 组数值模拟计算，对于 3 类控制目标(Zmin>0、

Zlq=Zreq 和 Zmin=Zreq）总共需要进行 4050 组模拟。 

1.5 验证试验  为了评价数值模拟分析给出的不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下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值的合

理性，2012 年 12 月冬小麦冬灌期，在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中心大兴试验基地（地理位置北纬

39º39 ，́东经 116º15 ）́开展了田间灌溉试验。试验选择规格为 50m×2m、100m×2m 和 150m×2m 的

畦田各 3 块，田面坡度 J 为 0，田面平整精度 Sd为 2cm。试验畦田土壤质地均为砂壤土，灌溉入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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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0.012m3/s。灌溉试验时主要观测灌溉开始时间，灌前田面微地形，灌溉水流推进和消退时间，

灌前 1 d 和灌后 1 d 的土壤含水率。田面微地形和水流推进消退时间的测点间距为 5 m，采用秒表记

录时间。土壤含水率测点间距为 10 m，各测点处土壤深度方向分别在 20、40、60、80 和 100cm 深度

处取土，采用高精度土壤水分测量仪 HH2 观测 0~100cm 土层内不同深度处的土壤含水率，并据此计

算灌后储存在根区的平均灌水深度 Zi,和畦田内平均灌水深度 Zavg。对每个规格的 3 个田块分别按照 3

类控制目标（Zmin>0、Zlq=Zreq 和 Zmin=Zreq ）根据畦灌模拟模型计算出的所需灌溉时间进行关口，测算

出不同控制目标下灌溉性能评价指标值，优选出不同畦田条件下最适宜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并与数

值模拟试验得出的结论进行比较验证。 

2 结果与分析  

2.1不同灌水技术要素下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对灌溉性能指标值的影响研究  受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

给出 Sd=2 cm 时不同灌水技术要素下的灌溉效率 Ea 、灌水均匀度 CU 和储水效率 Es在三种控制目标

下的灌溉性能参数值（见表 1），Sd=5 cm 时的数值未在文中列出，但规律相似。 

根据表 1 中数据，相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下，灌水深度控制目标不同，则灌溉性能参数不同，且

影响程度主要与土壤质地和坡度有关。就土质而言，以畦长=50 m，单宽流量=2 L/s，坡度为 0 的组合

为例，砂壤土，Zmin>0，Zlq=Zreq，Zmin=Zreq 控制目标下的 Ea分别为 0.794,0.614,0.580；CU 分别为

0.712,0.814,0.854；Es分别为 0.916,0.989,1.000。 黏壤土 Zmin>0，Zlq=Zreq，Zmin=Zreq 控制目标下的 Ea

分别为 0.843,0.748,0.613；CU 分别为 0.826,0.843, 0.870；Es分别为 0.970,0.995,1.000。上述数据中，

无论砂壤土还是黏壤土，灌水效率 Ea 数值的从大到小的顺序都是控制目标 Zmin>0、Zlq=Zreq 和 Zmin=Zreq，

且控制目标对数值的影响程度相近。但是对灌水均匀度 CU 和储水效率 Es 而言，控制目标对数值的影

响程度是砂壤土明显大于黏壤土。其他灌水技术要素组合下，土质的影响程度与此类似。 

就坡度而言，以砂壤土，畦长=100 m，单宽流量=2 L/s，坡度为 0 的组合和砂壤土，畦长=100 m，

单宽流量=2 L/s，坡度为 3‰的组合为例，坡度为 0 时，Zmin>0，Zlq=Zreq，Zmin=Zreq 控制目标下的 Ea

分别为 0.580,0.578,0.575；CU 分别为 0.732,0.734,0.807；Es 分别为 0.977,0.978,1.000。坡度为 3‰时，

Zmin>0，Zlq=Zreq，Zmin=Zreq 控制目标下的 Ea分别为 0.803,0.664,0.518；CU 分别为 0.681,0.765,0.798；

Es分别为 0.884,0.994,1.000。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其他灌水技术要素相同条件下，灌水深度控制目

标对灌溉性能指标值的影响程度受坡度影响较为明显。土质为黏壤土时，分析结果与此类似。 

此外，相同土质和坡度下，灌水深度控制目标不同，灌溉效率 Ea, 灌水均匀度 CU, 储水效率 Es

的值也不同。总体来看，对于各种灌水技术要素组合，灌溉效率 Ea在选取控制目标 Zmin>0 时相对最

优，灌溉均匀度 CU 与储水效率 Es 在选取控制目标 Zmin=Zreq 时相对最优。 

表1 田面平整精度Sd=2cm时不同灌溉技术要素组合在三类控制目标下的灌溉性能参数值表 
Table 1 Irrigation performance parameters under three control targets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irrigation technique 

elements of which land leveling certain equals 2cm  

土壤 

Soil 

畦长 

Length 

/m 

单宽流量 

Unit 

Discharge/(L/s) 

坡度 

Slope 

/‰ 

Zmin>0 Zlq=Zreq Zmin=Zreq 

Ea CU Es Ea CU Es Ea CU Es 

砂壤土 

50 

2 0 0.794  0.712  0.916  0.614  0.814  0.989  0.580  0.854  1.000  

2 3 0.844  0.689  0.771  0.677  0.781  0.991  0.613  0.801  1.000  

4 0 0.850  0.685  0.858  0.711  0.832  0.993  0.609  0.850  1.000  

4 3 0.868  0.672  0.734  0.731  0.733  0.987  0.656  0.778  1.000  

6 0 0.859  0.665  0.832  0.702  0.835  0.995  0.621  0.860  1.000  

6 3 0.891  0.671  0.701  0.747  0.731  0.988  0.704  0.767  1.000  

100 

2 0 0.580  0.732  0.977  0.578  0.734  0.978  0.575  0.807  1.000  

2 3 0.803  0.681  0.884  0.664  0.765  0.994  0.518  0.798  1.000  

4 0 0.724  0.739  0.963  0.674  0.789  0.987  0.674  0.836  1.000  

4 3 0.886  0.669  0.797  0.706  0.744  0.995  0.645  0.764  1.000  

6 0 0.758  0.714  0.924  0.686  0.806  0.992  0.686  0.841  1.000  

6 3 0.893  0.648  0.778  0.731  0.739  0.987  0.689  0.751  1.000  

150 

2 0 0.414  0.724  0.984  0.435  0.676  0.950  0.376  0.778  1.000  

2 3 0.566  0.673  0.954  0.474  0.750  0.988  0.481  0.776  1.000  

4 0 0.605  0.731  0.975  0.602  0.736  0.978  0.534  0.8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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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Soil 

畦长 

Length 

/m 

单宽流量 

Unit 

Discharge/(L/s) 

坡度 

Slope 

/‰ 

Zmin>0 Zlq=Zreq Zmin=Zreq 

Ea CU Es Ea CU Es Ea CU Es 

4 3 0.786  0.671  0.912  0.695  0.723  0.992  0.626  0.763  1.000  

6 0 0.659  0.738  0.969  0.639  0.765  0.982  0.548  0.831  1.000  

6 3 0.837  0.659  0.879  0.710  0.722  0.999  0.670  0.754  1.000  

黏壤土 

50 

2 0 0.843  0.826  0.970  0.748  0.843  0.995  0.613  0.870  1.000  

2 3 0.876  0.767  0.733  0.751  0.818  0.994  0.634  0.840  1.000  

4 0 0.873  0.813  0.960  0.755  0.850  0.995  0.623  0.872  1.000  

4 3 0.904  0.746  0.727  0.756  0.788  0.991  0.681  0.816  1.000  

6 0 0.884  0.802  0.950  0.754  0.852  0.996  0.629  0.872  1.000  

6 3 0.944  0.734  0.726  0.771  0.774  0.988  0.733  0.804  1.000  

100 

2 0 0.719  0.843  0.991  0.708  0.791  0.983  0.598  0.855  1.000  

2 3 0.853  0.780  0.925  0.727  0.794  0.998  0.608  0.823  1.000  

4 0 0.781  0.831  0.978  0.736  0.821  0.990  0.593  0.868  1.000  

4 3 0.911  0.768  0.873  0.746  0.765  0.996  0.674  0.803  0.999  

6 0 0.798  0.817  0.958  0.736  0.829  0.992  0.595  0.870  1.000  

6 3 0.907  0.741  0.858  0.759  0.750  0.988  0.713  0.783  1.000  

150 

2 0 0.644  0.836  0.995  0.642  0.765  0.966  0.555  0.834  1.000  

2 3 0.754  0.787  0.967  0.686  0.794  0.997  0.627  0.816  1.000  

4 0 0.711  0.836  0.988  0.698  0.792  0.980  0.579  0.859  1.000  

4 3 0.846  0.761  0.945  0.719  0.766  0.998  0.664  0.793  1.000  

6 0 0.731  0.821  0.978  0.706  0.800  0.982  0.585  0.863  1.000  

6 3 0.847  0.746  0.918  0.732  0.763  0.999  0.705  0.778  1.000  

注：Ea 为灌溉效率，CU 为灌水均匀度，Es 为储水效率。Zmin为畦田内最小灌水深度, m；Zlq 为沿田块长度方向上土壤

受水最少的 1/4 畦段内的平均灌水深度, m；Zreq 为作物灌溉需水量, m 

Note: Ea is irrigation efficiency, CU is irrigation uniformity, Es is storage efficiency. Zmin is the minimum depth 

of border irrigation, m; Zlq is the average depth of quarter field length for least irrigation water, m; Zreq is the irrigation water 

requirement. 

 

同一控制目标下 Ea，CU 和 Es，这 3 者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优。因此，本研究根据实际经验提出以

主要控制指标 Ea与 CU 的均值大于 0.75，且辅助控制指标 Es 大于 0.95 为优化目标，采用理论分析与

实际经验相结合的方法，优化出不同灌溉技术要素组合下最适宜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 

2.2不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下最适宜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  分别以砂壤土 J=0，Sd=2cm 时，畦长

L=50m 和 100m 的组合为例，分析不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下最适宜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对砂壤土 J=0，Sd=2cm，L=50m 组合，选用控制目标 Zmin>0 时，主要控制

指标 Ea与 CU 的均值为 0.76，辅助控制指标 Es为 0.86；选用控制目标 Zlq=Zreq时，Ea 与 CU 的均值为

0.80，Es为 0.99；选用控制目标 Zmin=Zreq 时，Ea与 CU 的均值为 0.72，Es为 1.00。控制目标为 Zlq=Zreq

时能满足灌溉性能指标综合最优。且结合实际经验看，对于 50m 平坡且田面较为平整的短畦而言，

若选用控制目标 Zmin>0，则灌溉水流刚推到畦尾时关口，此时虽然灌水效率高，但田块内大部分区域

为非充分灌溉，灌水均匀度与储水效率均较低；若选用控制目标 Zmin=Zreq，则关口时间较晚，过量的

灌水造成深层渗漏和尾部弃水，导致灌溉效率低下。因此，砂壤土质下，J=0，Sd=2cm、L=50m 时的

灌溉田块，最适宜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为 Zlq=Zreq。 

对砂壤土 J=0，Sd=2cm，L=100m 组合，选用控制目标 Zmin>0 时，主要控制指标 Ea 与 CU 的均值

为 0.76，辅助控制指标 Es为 0.95；选用控制目标 Zlq=Zreq 时，Ea与 CU 的均值为 0.66，Es 为 0.99；选

用控制目标 Zmin=Zreq 时，Ea 与 CU 的均值为 0.65，Es为 1.00。控制目标为 Zmin>0 时能满足灌溉性能指

标综合最优。且结合实际经验看，对于 100m 平坡且田面较为平整的中畦而言，若选用控制目标 Zlq=Zreq

和 Zmin=Zreq，则关口时间较晚，流入田间的水量较多，灌溉效率较低，也就造成了主要控制指标 Ea

与 CU 的均值较小，因此，砂壤土质下，J=0，Sd=2cm、L=100m 时的灌溉田块，最适宜的灌水深度控

制目标为 Zmin>0。 

同理，按上述理论分析与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法对其他组合情况的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得

出不同土壤质地、田面坡度、田面平整精度和畦田长度下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适宜值（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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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灌溉技术要素组合下灌水深度控制目标推荐值 
Table 1 Proposed control object for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irrigation technique elements 

土壤 畦长 坡度 平整精度 推荐控制目标 

Soil Length/m Slope/‰ Precision of land leveling Recommend control target 

 

 
 

 

 

 

 

 

砂壤土 

50 

0 2 Zlq=Zreq 

0 5 Zlq=Zreq 

1.5 2 Zlq=Zreq 

1.5 5 Zlq=Zreq 

3 2 Zlq=Zreq 

3 5 Zlq=Zreq 

100 

0 2 Zmin>0 

0 5 Zmin>0 

1.5 2 Zlq=Zreq 

1.5 5 Zlq=Zreq 

3 2 Zlq=Zreq 

3 5 Zlq=Zreq 

150 

0 2 Zmin>0 

0 5 Zmin>0 

1.5 2 Zmin>0 

1.5 5 Zmin>0 

3 2 Zmin>0 

3 5 Zmin>0 

黏壤土 

50 

0 2 Zlq=Zreq 

0 5 Zlq=Zreq 

1.5 2 Zlq=Zreq 

1.5 5 Zlq=Zreq 

3 2 Zlq=Zreq 

3 5 Zlq=Zreq 

100 

0 2 Zmin>0 

0 5 Zmin>0 

1.5 2 Zlq=Zreq 

1.5 5 Zlq=Zreq 

3 2 Zlq=Zreq 

3 5 Zlq=Zreq 

150 

0 2 Zmin>0 

0 5 Zmin>0 

1.5 2 Zlq=Zreq 

1.5 5 Zmin>0 

3 2 Zlq=Zreq 

3 5 Zmin>0 

注：Zmin为畦田内最小灌水深度, m；Zlq 为沿田块长度方向上土壤受水最少的 1/4 畦段内的平均灌水深度, m；Zreq为作

物灌溉需水量, m 

Note: Zmin is the minimum depth of border irrigation, m; Zlq is the average depth of quarter field length for least irrigation 

water, m; Zreq is the irrigation water requirement. 

 

表 2 结果表明，对于砂壤土和黏壤土，畦长为 50m 时，不同坡度与田面平整精度的地形均适合

采用控制目标 Zlq=Zreq；畦长为 100m 时，零坡度田块适合采用的控制目标为 Zmin>0，有坡度的田块适

合采用的控制目标为 Zlq=Zreq；对砂壤土，畦长为 150 米时不同坡度与田面平整度的地形均适合采用

控制目标 Zmin>0，对黏壤土，畦长为 150 米时，零坡度田块适合采用控制目标 Zmin>0，有坡度且田面

平整度较差的田块（J=1.5, Sd=5cm）和（J=3,Sd=5cm）也适合采用控制目标 Zmin>0，但是，有坡度且

田面平整度较好的田块（J=1.5, Sd=2cm）和（J=3,Sd=2cm）适合采用控制目标 Zlq=Zreq。结合实际经验

看，这是由于黏壤土有坡度且较平整的田面水流速度快，如果采用控制目标 Zmin>0 则关口时间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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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块未得到充分灌溉。此外，表 1 中各灌水技术要素组合的综合最优控制目标均不推荐采用 Zmin= Zreq

控制目标，这主要由于 Zmin= Zreq控制目标关口时间太晚，灌溉效率太低，故在实际应用中不推荐采用

Zmin= Zreq 为控制目标。 

综上，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对灌溉性能指标值的影响程度受畦长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田面坡度和

土质、之后是田面平整精度，入畦流量的影响不明显。 

2.3 适宜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合理性验证  图 4 给出由实测资料计算出的畦长为 50、100 和 150 m 的田

块在 3类控制目标下的灌溉性能指标值。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畦长 50m的田块，采用控制目标 Zlq=Zreq

控制灌溉关口时间时，灌溉性能指标值综合最优；对于畦长 100 和 150 m 的田块，采用控制目标 Zmin>0

控制灌溉关口时间时，灌溉性能指标值综合最优。因此，对于砂壤土，地形（J=0、Sd=2cm）条件下，

50、100 和 150 m 畦长的田块依次适合采用控制目标 Zlq=Zreq、Zmin>0 和 Zmin>0。 

综上，田间试验所得的结果与表 1 中给出的推荐值一致，表 1 中给出的不同灌溉技术要素组合下

的控制目标建议值可为畦灌控制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a.畦长 50m                            b.畦长 100m                          c.畦长 150m 

   a.Length 50m                           b.Length 100m                         c.Length 150m 

 

 灌水效率              灌水均匀度            储水效率 
Irrigation efficiency      Irrigation uniformity      Storage efficiency 

图 4.实测所得不同畦长的田块在不同灌水深度控制目标下的灌溉性能指标值 
Fig.4 The irrigation performance index for three kinds of border length(50m,100m,150m) under three control objects 

3 结论 

基于大量的数值模拟实验结果，采用理论分析与实际经验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不同灌溉技术要

素组合下灌溉性能指标对灌水深度控制目标的响应关系，提出了不同灌溉技术要素组合下满足灌溉性

能综合最优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适宜值，根据典型试验田块的田间灌溉试验结果，验证了本研究提出

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适宜值的可行性。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对灌溉性能值影响明显，且影响程度与土壤质地、坡度、畦长和田面平整

精度均有关，灌水深度控制目标的合理选取可有效改善灌溉性能指标值。 

2）不同灌溉性能指标值对灌水深度控制目标的响应规律并不完全一致。各种灌水技术要素组合

下，选取控制目标 Zmin>0 时灌水效率 Ea 相对最优，选取控制目标 Zmin=Zreq 时灌溉均匀度 CU 与储水

效率 Es相对最优。适宜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值需要满足灌溉性能综合值最优。 

3）砂壤和黏壤土质下畦长为 50m 时，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取 Zlq=Zreq 最佳；畦长为 100m 时，零坡

度下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取 Zmin>0 最佳，有坡度下取 Zlq=Zreq 最佳；畦长为 150m 时，除黏壤土有坡度

田面平整精度好的情况采用 Zlq=Zreq 最佳外，其他建议采用 Zmin>0。 

4）不同畦田长度上开展的不同灌水深度控制目标下灌溉性能指标田间实测试验结果表明，基于

试验所得典型灌溉技术要素组合下的最优灌水深度控制目标值与本文推荐采用的值一致，本研究提出

的不同灌溉技术要素组合下的控制目标建议值可为畦灌控制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地面灌溉过程可控制性差是制约地面灌溉技术发展的关键，本文研究提出不同灌溉技术要素组合

下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为地面灌溉控制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本研究采用的地面

灌溉模拟模型是基于本研究团队研发的一维模型，而现实中畦田多是二维的情况，研究并采用二维的

模拟模型能够更为准确地模拟地面灌溉水流状况，因此，该问题将是下一步研究内容。 

Zmin>0    Zlq=Zreq   Zmin=Zreq ①        ②        ③ Zmin>0    Zlq=Zreq   Zmin=Zreq Zmin>0    Zlq=Zreq   Zmin=Z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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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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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s under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irrigation technique elements for border irrigation 

Wu Caili1,2, Xu Di1,2, Bai Meijian1,2, Li Yinong1,2 
 (1.National Center of Efficient Irrigat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Beijing 10048;  2.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key point to improve the irrigation technology on studying of surface irrigation feedback 

control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the irrigation process. The study of 

surface irrigation feedback control methods involves an accurate estimation of surface irrigation control 

parameters by field observational data, irrigation time, and appropriate adjustment of the flow rate to achieve 

a finer control for the whole process of irrigation. It shoul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automation controlling of surface irrigation and  measured-distribution water 

processes,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of irrigation agriculture from the experiential extensive 

management to intensive management and computer-controll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rrigation 

agricultu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irrigation farmers experiences, and determine the close time 

with the help of irrigation model, so as to control the quantity of irrigation water. In this study,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field tests measured data, BI1D, a one dimensional hydrodynamic model of border irrigation 

based on the hybrid numerical method, was used. This study combines field experimen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analyse the response relationship of irrigation performance index for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s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irrigation technique elements such as soil texture, topography, 

border length, unit inflow rate, and other factors, and to determine the suitable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rrigation depth control targets have an significantly effection on the irrigation 

performance index, and the effect degree are related with soil texture, slope, the length of border and land 

leveling precision .It can improve irrigation performance parameters effectively by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irrigation depth control objectives.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 to 

irrigation performance parameters is the most obvious by the effect on length of border , followed by 

the surface slope and soil, finally by land smooth precision, influence of inflow rate is not obvious. When the 

border length is 50m and the soil texture is sandy loam or clay loam, the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 

Zlq=Zreq is the best target; When the border length is 100m and J=0‰, the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 Zmin>0 is the best target; When the border length is 100m and J>0‰, the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 Zlq=Zreq is the best target; When the border length is 150m, the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 

Zmin>0 is the best target for all of the combination of irrigation technique elements except the combination of 

clay loam, J>0‰, and good field smooth accuracy which recommends the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 Zlq=Zreq.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decision basis for formulating border irrigation feedback control 

scheme. Through the study of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s under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irrigation 

technique elements for border irrigation, it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effectively selecting the time of feedback 

control of surface irrigation, improving irrigation efficiency and irrigation uniformity, and it can also provide 

a method foundation for the process of feedback control of surface irrigatio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irrig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 irrigation technique elements,border irrigation, irrigation water depth, control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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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灌水技术要素组合的畦灌灌水深度适宜控制目标 

吴彩丽 1，2，许迪 1，2，白美健 1，2，李益农 1，2 

1 国家节水灌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北京 100048 

摘要 

 

研究地面灌溉反馈控制技术，加强对灌溉过程的控制和管理

是当前改进地面灌溉技术的重点所在。该文基于以往研究成

果，结合农民实际灌水经验，提出 3 种灌水深度控制目标

（即田面最小灌水深度大于 0 时关口，入渗最小的 1/4 区

域的平均灌水深度等于灌溉需水量时关口，田面最小灌水深

度等于灌溉需水量时关口），并借助灌溉模拟模型以确定关

口时间，从而控制灌溉水量。将田间试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

分析不同土质、地形、畦长、入畦单宽流量下灌溉性能指标

值对 3 种灌水深度控制目标的响应关系，确定不同灌水技

术要素组合下适宜的灌水深度控制目标。结果表明，灌水深

度控制目标对灌溉性能指标值的影响程度受畦长影响最为

明显，其次是田面坡度和土质、再后是田面平整精度，入畦

流量的影响不明显。砂壤和黏壤土质下畦长为 50 m 时，灌

水深度控制目标取入渗最小的 1/4 区域的平均灌水深度等

于灌溉需水量时关口最佳；畦长为 100 m 时，零坡度下灌

水深度控制目标取田面最小灌水深度大于 0 时关口最佳，

有坡度下取入渗最小的 1/4 区域的平均灌水深度等于灌溉

需水量时关口最佳；畦长为 150 m 时，除黏壤土有坡度田

面平整精度好的情况采用入渗最小的 1/4 区域的平均灌水

深度等于灌溉需水量时关口最佳外，其他建议采用田面最小

灌水深度大于 0 时关口。研究成果为畦灌反馈控制方案的

制定提供了决策依据。 

关键词 

灌水技术要素；畦灌；灌水深度；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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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递推关系概化前期产流条件的SCS模型改进与评价 

焦平金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所，北京 100048) 

摘要：降雨径流的精准模拟和预测是开展水资源管理和水土环境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现有SCS模型不能

有效表征前期降雨蓄存和消耗对产流的影响进而限制其径流预测精度的问题，本文基于潜在初损和有效降雨影响

系数形成日有效影响雨量的递推关系，将前期产流条件概化成前期日降雨量对降雨初损的影响函数，从而构建了

改进SCS模型。其中潜在初损量明确了产流前流域的最大降雨蓄存潜力和日降雨量的有效影响阈值，而前期有效

降雨影响系数则表示了在蒸发蒸腾或渗漏过程作用下前期有效日降雨量的动态消耗。在3种排水面积下的模型应

用结果表明，改进SCS模型能更准确地预报产流的变化，验证期的确定系数R
2
和纳什系数NSE比SCS原模型分别提

高了27.0%-30.9%和1.0%-78.3%。前期有效降雨影响系数的稳定性较好，两模型的曲线数的拟合值比较一致。 

关键词： SCS模型；前期产流条件；潜在初损；径流预测；递推关系 

中图分类号： S271，P338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降雨径流预测不仅是水文模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土壤侵蚀和农业面源污染计算的基础，已广

泛用于水资源管理和水土环境质量评价等方面。在众多降雨径流预测模型中，SCS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模型因计算过程简便，所需参数较少，资料易于获得，适用于缺乏详细降雨

过程资料的农业小流域，又考虑了土壤、植被、土地利用状况等下垫面对产流影响，被普遍认可和应

用
[1]
，并为GWLF

[2]
、SWAT

[3]
、EPIC

[4]
和SWMM

[5]
等农业水循环或水质模型所采用。然而SCS模型预测的是

流域平均产流状况，不能很好反映产流前流域水分状况和降雨等条件变化对产流的影响，进而限制到

模拟精度的提高
[6]
。 

产流前流域水分状况一般称为前期产流条件（ARC（Antecedent Runoff Condition）），SCS模

型以前5日降雨总量为指标将其简化成干旱条件（ARC1）、平均条件（ARC2）和湿润条件（ARC3），

这是造成径流预测结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7, 8]

。Sahu等
[9]
和Huang等

[10]
指出这种产流条件的概化隔断了前

期产流条件与径流曲线数（CN（Curve Number））间的连续性变化关系，致使径流预测值出现跳跃性

变化，从而影响径流预测精度。因此，人们基于上述简化产流条件，建立起CN与前期降雨量或土壤含

水量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或在不同地区修正三种前期产流条件的雨量阈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SCS模型的径流估测精度
[11-13]

。使用基流
[14]

或土壤湿润状况
[8, 15, 16]

等流域指标与潜在滞蓄量之间建立

关联性也能达到改善径流预测精度的目的，却明显增加了参数及数据监测量。 

然而由于SCS模型是针对美国的地域特点开发的，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需在SCS模型框架中重新

率定判定ARC的雨量阈值等，增加了模型的应用难度
[12, 17]

。影响ARC的产流前水文过程包括降雨在植株

截留、地表填洼、蒸发蒸腾、土壤剖面蓄存等过程间的转化
[18, 19]

，其中植株截留、地表填洼和土壤剖

面蓄存表示了前期降雨的流域存储过程，蒸发蒸腾和渗漏损失则表示存续雨水量的消耗过程。故对现

有SCS模型的改进既要保持其易于获取资料和参数较少的特点，又要使其能描述流域水量蓄存与消耗

过程以有效表征前期产流条件，来提高径流预报的准确性
[20]

。 

本文以前期日降雨量作为前期产流条件的参量指标，提出潜在初损量（初损最大值）作为日降雨

量蓄存的阈值，采用递推函数的形式表达流域水量的动态蓄存和消耗过程，建立起以日降雨量为自变

量，初损量为因变量的前期产流条件连续变化方程，并以无量纲系数CN的形式表示潜在初损量以形成

SCS改进模型。利用不同排水面积下的降雨径流监测数据，对比分析改进SCS模型的径流预测效果和参

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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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S模型及其改进 

2.1 SCS模型  SCS模型是基于水量平衡和2个基本假设开发的，其中水量平衡表示如下， 

 

式中：P为当日降雨量，mm；Ia为降雨初损量，mm；F为产流开始后的实际滞蓄量（不包括Ia），mm；Q

为地表产流量mm。 

SCS模型的基本假设之一为比例相等假设： 

 

式中：S为产流开始后的潜在滞蓄量，mm。 

SCS模型的其本假设之二为降雨初损量与潜在滞蓄量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式中：为初损系数。 

由式（1）和式（2）可得到： 

)(

)( 2

SIP

IP
Q

a

a




                     （4） 

 

其中潜在滞蓄量S可表示为： 
 

 

式中：CN是反映流域下垫面特征的综合参数，与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式和水土保持措施等有关。 

基于大量降雨径流试验数据，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得出式（3）中的初损系数=0.2，再结合式

（3）-（5）可得到SCS模型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为， 

 

  8.50
5080


CN

Ia                   （7） 

2.2 改进SCS模型  前期产流条件（ARC）主要是降雨在植株截留、地表填洼、蒸发蒸腾及入渗等水文

过程驱动下所形成的产流前流域水分状况，直接使用ARC的主要影响因素降雨量不能精确地描述ARC

对产流量的影响。式（6-7）中用曲线数（CN）表示的降雨初损Ia是SCS原模型中受前期产流条件影响

最为明显的参数，为此拟使用降雨量和降雨初损的数学关系来概化ARC及其对产流量的影响。 

对于不同的ARC，降雨初损Ia在0和最大值间变化。当前期土壤比较干燥（或长期没有降雨）条件

下的降雨初损量为其最大值，反映了产流前由植株截留、地表填洼和土壤滞蓄等作用形成的流域最大

雨水蓄存量，用符号Id表示。这样在使用前期降雨量来描述ARC对产流影响的时候应使用不超过Id的实

际降雨量部分作为有效影响雨量，因为若前期日降雨量超过Id后即形成径流或渗漏水而损失掉，后续

降雨不会影响次日的产流过程。 

前期某日降雨对当日产流的影响是前期该日有效影响雨量在蒸发蒸腾和入渗等消耗作用下形成

的，受该日和产流当日间若干天的降雨、入渗和蒸发蒸腾等相互作用的影响。为了准确地概化这种影

响过程，假设前（i+1）日有效降雨量对当日产流的影响是通过前i日的逐日传递来实现的。前1日有

效降雨量对当日产流影响的传递比例定义为系数K，具体表示为前1日有效降雨量中通过入渗和蒸发蒸

腾等消耗后所剩余的比率；考虑到这种消耗量与降雨的有效蓄存量间存在近似线性关系，假定K值在

特定的土壤和作物生长条件下不随降雨日期的变化而变化。故在前期若干天降雨条件下的有效影响雨

量可用递推关系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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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特别地， 

        （9） 

式中：Pi为自产流当日往前第i天的实际日降雨量，mm； 为自产流当日往前第i天的有效影响雨

量，mm；K为前期有效降雨影响系数。 

由上分析可知，前期降雨对产流的影响可归结为对初损值的改变上。故考虑到前期逐日降雨对当

日产流的影响作用后，降雨初损值Ia可表示为： 

 

这样，式（6）、式（8）、式（9）和式（10）构成了完整的改进SCS模型。 

为了进一步减少参数量和建立与CN的关系，定义 时的潜在滞蓄量S和曲线数CN分别为Sd和CNd，

且此时有： 

(11) 

结合式（5）可得: 

 

这样就可以利用式（6）、式（8）、式（9）、式（10）和式（12）及参数K和CNd预测径流量。

参数CNd或K可利用降雨径流监测数据反求的方法算得。 

3 模型评价 

3.1 评价方法  为了对比两预测模型的精度和尽量使率定与验证期的径流数据具有较宽泛的变化范

围，首先基于1997-1999年的降雨-径流监测数据和最小二乘法
[22]

进行模型参数估算。在率定SCS模型

参数曲线数（CN2）的过程中，前期产流条件采用前5日降雨总量划分：小于35.6mm为ARC1，介于35.6

和53.3mm之间为ARC2，大于53.3mm为ARC3；不同ARC相应的CN值取自NEH-Part 630 
[23]

，然后基于式（5）

和式（6）进行产流计算。 

在率定改进SCS模型参数CNd和K时，前期影响时段也取前5日，逐日降雨的有效影响雨量在Id限定

下由递推关系求得，然后用如下的简化改进SCS模型进行产流计算。 

 

 

 

 

基于2000-2008年的降雨-径流监测数据对SCS模型和改进SCS模型进行验证和模拟效果评价。利用

模拟结果与观测值的百分比偏差系数PBIAS评价模拟结果高于或低于观测值的平均趋势，该值大于0

表示模型低估产流量，小于0表示模型高估产流量
[24]

；使用确定系数R
2
评价模型追踪观测值变化的准

确程度，一般大于0.5认为是可接受的
[25]

；采用模拟效率系数（又称纳什系数）NSE表示模拟结果与观

测值的二维图与1：1线的契合程度，取值在0和1之间认为可以接受
[26]

。3个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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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为观测值数量；Oi和Mi分别为第i个模拟结果和观测值，mm； 和 分别为模拟结果和观测值的

均值，mm。 

3.2 径流数据获取  监测和收集3种排水面积下的降雨径流试验数据用于评价改进SCS模型的预测性

能及参数变化规律。该试验在位于淮北平原的安徽省蚌埠市五道沟水文水资源实验站开展，地处

117°21′E， 33°09′N，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均降水量911.3mm，其中60%-70%的雨量集

中在6-9份的汛期，且多为暴雨，年均气温和蒸发量分别为15℃和917mm。试验区内地面平缓，土壤类

型为砂浆黑土，质地以重壤土为主。 

不同尺度排水面积下的降雨产流试验于1997-2008年在面积分别为1600 m
2
、0.06 km

2
和1.36 km

2

的3个封闭集水区上开展，且中尺度区域嵌套在大尺度径流场内（图1）。小尺度径流场（小区）为正

方形区域，以高0.3m的畦埂作为边界形成产流封闭区；中尺度径流场（田间）为近似长方形区域，由

整个区域的部分边界和1.3m深农沟形成产流封闭区域，来自不同田块的地表和浅层地下水被汇集到该

区东侧农沟内，再流入大尺度径流场排水斗沟（沟深3m）中；大尺度径流场（流域）以路边农沟为边

界形成产流封闭区。中尺度和大尺度径流场内主要种植黄豆、棉花和玉米作物。降雨量和径流量分别

由雨量站和出口流量监测设备获取
[21]

。 

中尺度

小尺度

径流观测点

N

斗沟 农沟

雨量站

水流方向

道路  
图 1 不同尺度暴雨径流集水区域示意图 

4 结果与讨论  

4.1 模拟效果评价  由表1给出的3种排水面积下两种模型率定结果的统计指标可见，SCS模型和改进

SCS模型的率定值与观测值都比较接近，且后者的模拟效果略强于前者。两种模型模拟结果的PBIAS

绝对值都小于20%，NSE值都高于0.90且R
2
值都大于0.95。小区、田间和流域三种尺度下SCS模型参数

CN2率定值分别为75、92和88，而改进SCS模型参数CNd的相应率定值分别为77、92和88，这表明在相同

的产流条件下两种径流计算模型的曲线数是大体相等的，在缺乏降雨-径流数据小流域预测径流时，

改进SCS模型参数CNd的选取可参照原方法NEH-Part 630中的CN值
[23]

。改进SCS模型的前期有效降雨影

响系数K值很稳定，其不随排水区域面积的变化而变化，在试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K值率定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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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模型率定过程中不同排水面积下的径流模拟效果评价指标 

尺度 模  型 
径流深观测值/mm 径流深预测值/mm 百分比偏差系

数（PBIAS）/% 

纳什系

数（NSE） 

确定系

数（R2） Mean SD Mean SD 

小区 
SCS 

58.5 70.7 
63.7 60.6 -8.8 0.93 0.95 

改进 SCS 57.9 56.8 1.1 0.94 0.98 

田间 
SCS 

104.9 75.7 
95.7 71.0 8.8 0.95 0.97 

改进 SCS 93.0 72.2 11.4 0.96 0.99 

流域 
SCS 

98.1 67.4 
86.8 68.2 11.5 0.95 0.98 

改进 SCS 82.1 68.0 16.3 0.93 1.00 

从表2给出的3种排水面积下的径流模拟效果评价指标可知，在SCS模型的模拟精度尚可的基础上，

改进SCS模型仍可进一步提高径流预测精度。在SCS模型对小区、田间和流域3种尺度径流预测的确定

系数R2分别达0. 63、0.66和0. 68的状况下，改进模型R2值仍可分别提高27.0%、28.8%和30.9%；对

于纳什系数NSE，小、中和大3尺度下改进SCS模型分别提高了1.0%、17.7%和78.3%。若把产流事件中

用于率定（前6次）和验证（余下）的相应观测值和预测值以图2的形式对比可见，改进SCS模型的预

测精度较原模型大都有所提升，其模拟值与观测值更为接近，其中预测精度提高较大的次降雨径流事

件分别为2007年7月20日的3种排水区域的产流量（事件19）和2003年6月29日的田间和流域尺度的产

流量（事件7）。 
表2 模型验证过程中不同排水面积下的径流模拟效果评价指标 

尺度 模  型 
径流深观测值/mm 径流深预测值/mm 百分比偏差系数

（PBIAS）/% 

纳什系

数（NSE） 

确定系

数（R2） Mean SD Mean SD 

小区 
SCS 

47.7 31.8 
50.7 33.2 -6.6 0.98 0.63 

改进 SCS 46.5 26.4 2.5 0.99 0.80 

田间 
SCS 

70.3 29.9 
69.5 49.7 1.2 0.79 0.66 

改进 SCS 71.5 40.3 -1.7 0.93 0.85 

流域 
SCS 

53.3 31.8 
55.5 41.0 -3.7 0.46 0.68 

改进 SCS 58.9 35.7 -10.2 0.82 0.89 

降雨产流事件概化成产流前和产流中两个过程，产流中过程已被SCS模型中的式（6）很好描述，

而产流前的水文过程包括降雨在植株截留、地表填洼、蒸发蒸腾、土壤剖面蓄存等过程间的转化[18, 

19]，其中植株截留、地表填洼和土壤剖面蓄存决定着潜在初损量Id，而通过蒸发蒸腾和渗漏损失消

耗的前期有效降雨量的比例可用（1.0-K）表示。排水沟系分布状况和作物种植比例差异是造成不同

排水区域之间在前期降雨蓄存和消耗过程上出现差异的主要因素。SCS模型和改进模型的前期产流条

件都可代表这两种因素对降雨蓄存的影响，但作物蒸发蒸腾和沟道侧渗损失的消耗过程却只能被改进

SCS模型所描述，这就使得改进SCS模型能更为准确地预测不同排水面积下的径流量。上述模拟预测精

度随着排水流域尺度的增大提高，这也表明了改进模型不仅能较好描述蒸发蒸腾对雨量的消耗作用，

又可描述尺度提升下前期有效降雨向农沟的侧向渗漏消耗过程。 

三种排水面积下次降雨产流事件的径流预测结果在改善程度上的差异，与SCS模型将连续的前期

产流条件简单地划分为3个孤立点有关，这导致不同前期降雨条件下SCS模型不同程度地放大或减少了

降雨初损值。以2007年7月20日的降雨产流事件为例，SCS模型判断为干旱条件，小、中和大尺度下的

Ia计算值较改进SCS模型分别放大了1.7、2.3和1.8倍，致使SCS模型的预测结果较实测值分别低估了

50.1%、19.2%和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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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排水面积尺度下的径流预测值和观测值 

 

4.2 模型参数分析  由率定结果已知前期有效降雨影响系数K值不随排水区域面积的变化而变化，为

了进一步了解该系数的变化对径流预测值的影响，图3给出了K值相对于0.3的相对变化量引起的试验

监测期间产流量平均值的相对变化率。由图可见，提高K值对径流预测值的影响要强于降低作用，50%

的K值变化引起径流预测值的变化在10%以内，若减少K值达70%仍能保持预测值的下降量在10%以内。K

值对径流预测值变化的影响在不同排水面积尺度上也有变化，当限定径流预测值变化量在5%的范围内

时，要求小区、田间和流域尺度的相应K值的变化范围不超过25%、65%和50%。这表明系数K的稳定性

较好，容许在实际应用当中K值出现一定程度的估算误差。概念性模型SCS及其改进模型不能克服模型

本身结构与参数变化的不确定性，故在使用过程中最好收集当地的长系列降雨-径流数据对参数K与CN

进行率定验证以确保径流预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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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排水面积尺度下的有效降雨影响系数 K变化对径流预测值的影响 

5 结论 

通过提出的潜在初损Id和有效降雨影响系数K，建立起表征前期逐日降雨量在流域蓄存和消耗过

程对当日产流量影响的改进SCS模型。潜在初损量明确了产流前流域的最大降雨蓄存潜力和日降雨量

的有效影响阈值，前期有效降雨影响系数则表示了前期有效日降雨量在蒸发蒸腾或渗漏作用下的动态

消耗过程，基于两者形成逐日有效影响雨量的递推关系，考虑其对降雨初损的影响概化成连续的前期

产流条件。对3种排水面积下的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构建的改进SCS模型比原SCS模型能更为

准确地模拟降雨产流变化，有效地提高了模拟估值精度，且在特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前期有效降雨

影响系数K的稳定性较好，不随流域排水面积的变化而改变，两种模型的曲线数率定值比较一致。改

进SCS模型在受前期降雨、蒸发蒸腾或渗漏影响较为明显的地区使用更具优势。 



 

84 

参 考 文 献：  

 

[ 1 ]   陈正维, 刘兴年, 朱波. 基于SCS-CN模型的紫色土坡地径流预测[J]. 农业工程学报, 2014,30(7) : 72－81. 

[ 2 ]  Haith D A and Shoemaker L L, Generalized watershed loading functions for stream flow nutrients[J]. Water 

Resources Bulletin, 1987, 23(3): 471-478. 

[ 3 ]  Arnold J G, Srinivasan R, Muttiah R S, et al., Large area hydrologic modeling and assessment - Part 1: Mode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1998, 34(1): 73-89. 

[ 4 ]  Williams J R, the EPIC model, in Computer models of watershed hydrology [M], V.P. Singh, Editor. 1995, water 

resources publications.: highlands ranch. p. 909-1000. 

[ 5 ]  Krysanova V, Müller-Wohlfeil D I, and Becker A, Development and test of a spatially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water quality model for mesoscale watersheds[J]. Ecological Modelling, 1998, 106(2–3): 261-289. 

[ 6 ]  Ponce V M and Hawkins R H, Runoff curve number: Has it reached maturity?[J].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1996, 1(1): 11-18. 

[ 7 ]  Mishra S K, Sahu R K, Eldho T I, et al., An improved Ia-S relation incorporating antecedent moisture in SCS-CN 

methodology[J].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06, 20(5): 643-660. 

[ 8 ]  Brocca L, Melone F, Moramarco T, et al., Assimilation of observed soil moisture data in storm rainfall-runoff 

modeling[J].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09, 14(2): 153-165. 

[ 9 ]  Sahu R K, Mishra S K, and Eldho T I, An improved AMC-coupled runoff curve number model[J].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010, 24(20): 2834-2839. 

[ 10 ]  Huang M, Gallichand J, Dong C, et al., Use of soil moisture data and curve number method for estimating runoff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J].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007, 21(11): 1471-1481. 

[ 11 ]  Haith D A and Andre B, Curve number approach for estimating runoff from turf[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2000, 29(5): 1548-1554. 

[ 12 ]  Miliani F, Ravazzani G, and Mancini M, Adaptation of Precipitation Index for the Estimation of Antecedent 

Moisture Condition in Large Mountainous Basins[J].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11, 16(3): 218-227. 

[ 13 ] 夏立忠, 李运东, 马力, 等. 基于 SCS 模型的浅层紫色土柑桔园坡面径流的计算参数确定 [J]. 土壤 2010, 

42(6): 1003-1008. 

[ 14 ]  Shaw S B and Walter M T, Improving runoff risk estimates: Formulating runoff as a bivariate process using the 

scs curve number method[J].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2009, 45(3). 

[ 15 ]  Tessema S M, Lyon S W, Setegn S G, et al., Effects of Different Retention Parameter Estimation Methods on the 

Prediction of Surface Runoff Using the SCS Curve Number Method[J].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4, 

28(10): 3241-3254. 

[ 16 ] 王敏, 许彦刚, 房海军, 等. 基于改进的 SCS 模型的城市径流预测系统研究[J]. 水电能源科学, 2012, 30(3): 

20-22. 

[ 17 ]  符素华 , 王红叶 , 王向亮, 等 . 北京地区径流曲线数模型中的径流曲线数[J]. 地理研究 , 2013, 32(5): 

797-807. 

[ 18 ]  Mishra S K, Jain M K, Suresh Babu P, et al., Comparison of AMC-dependent CN-conversion formulae[J].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08, 22(10): 1409-1420. 

[ 19 ]  Boughton W C, A review of the USDA SCS curve number method[J].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il Research, 1989, 

27(3): 511-523. 

[ 20 ]  Epps T H, Hitchcock D R, Jayakaran A D, et al., Curve Number derivation for watersheds draining two 

headwater streams in lower coastal plain South Carolina, USA[J]. JAWR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2013, 49(6): 1284-1295. 

[ 21 ]  韩松俊, 王少丽, 许迪，等. 淮北平原农田暴雨径流过程的尺度效应[J].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8): 32-37. 

[ 22 ]   Marquardt D W, An algorithm for least-squares estimation of nonlinear parameters[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Industrial & Applied Mathematics, 1963, 11(2): 431-441. 

[ 23 ]  USDA-ARS, Chapter 10 Estimation of direct runoff from storm rainfall, in SCS National Engineering Handbook, 

Part 630: Hydrology. 2004[M]: Washington, DC. p. 10-6. 

[ 24 ]  Gupta H V, Sorooshian S, and Yapo P O, Status of automatic calibration for hydrologic models: Comparison with 

multilevel expert calibration[J].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1999, 4(2): 135-143. 

[ 25 ]  Van Liew M W, Arnold J G, and Garbrecht J D, Hydrologic simulation on agricultural watersheds: Choosing 

between two models[J].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s, 2003, 46(6): 1539-1551. 

[ 26 ]  Moriasi D N, Arnold J G, Van Liew M W, et al., Model evaluation guidelines for systematic quantification of 

accuracy in watershed simulations[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be, 2007, 50(3): 885-900. 



 

85 

 

Improvement and evaluation of SCS model based on the estimation of 

antecedent runoff condition with recurrence relation 

Jiao Pingjin1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 The accurate simulation or prediction of storm runoff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es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of water and soil. The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curve number (SCS) model,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runoff prediction models, 

cannot effectively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e antecedent runoff condition (ARC) on runoff amount, which 

limits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s runoff prediction. Assuming that antecedent daily precipitation depletion 

by evapotranspiration and seepage is linear with watershed water storage amount, the new ARC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recurrence relation of daily rainfall amount and watershed maximum rainfall storage 

amount. The SCS model was improved by correlating the initial abstraction with the new parameters of the 

potential initial abstraction and effective rainfall influence coefficient. Potential initial abstraction determines 

the maximum watershed rainfall storage amount prior to runoff and the threshold of daily effective rainfall 

amount, and the effective rainfall influence coefficient describes the dynamic depletion of antecedent daily 

effective rainfall amount induced by evapotranspiration and seepage. As applied in runoff prediction in three 

drainage areas, the improved SCS model predicted daily runoff amount more accurately than the original 

SCS model, the improved SCS model increased the R2 and NSE by 27.0%-30.9% and 1.0%-78.3%,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SCS model during the validation period. Both models were 

calibrated with the close curve number, and the effective rainfall influence coefficient did not vary with 

drainage areas. 

Key words: SCS model; Antecedent runoff condition; Potential initial abstraction; Runoff prediction; 

Recurrence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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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基于递推关系概化前期产流条件的 SCS 模型改进与评价 

 

焦平金 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所，北京 100048 
 

 

摘要 

 

摘要降雨径流的精准模拟和预测是开展水资源管理和水土环

境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现有 SCS 模型不能有效表征

前期降雨蓄存和消耗对产流的影响进而限制其径流预测精度

的问题，本文基于潜在初损和有效降雨影响系数形成日有效

影响雨量的递推关系，将前期产流条件概化成前期日降雨量

对降雨初损的影响函数，从而构建了改进 SCS 模型。其中潜

在初损量明确了产流前流域的最大降雨蓄存潜力和日降雨量

的有效影响阈值，而前期有效降雨影响系数则表示了在蒸发

蒸腾或渗漏过程作用下前期有效日降雨量的动态消耗。在 3

种排水面积下的模型应用结果表明，改进 SCS 模型能更准确

地预报产流的变化，验证期的确定系数 R2 和纳什系数 NSE

比 SCS 原模型分别提高了 27.0%-30.9%和 1.0%-78.3%。

前期有效降雨影响系数的稳定性较好，两模型的曲线数的拟

合值比较一致。 

 

关键词 

SCS 模型；前期产流条件；潜在初损；径流预测；递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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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基于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的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确

定及应用 

任明磊1,2，何晓燕1,2，丁留谦1,2，黄金池1,2，李辉1,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 

摘要：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是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的关键内容，亦是动态控制方案实施的基础。预泄能力约束

法是确定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的主要方法,但该方法主要考虑洪水预报信息进行预蓄预泄，并不适用于汇流时间短、洪

水预报方案精度低的水库，因此，本文提出考虑 48 小时降雨预报信息的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并结合水库分期汛限水

位，研究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的确定；在方法研究的基础上，以山西省漳泽水库为工程背景，采用改进预泄

能力约束法，结合漳泽水库现有分期汛限水位，确定了漳泽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该成果经海河水利管理委

员会批准，在 2013 年、2014年、2015 年的水库调度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分期； 

1 前言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自2001年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布置开展工作以来，经过多年

基础理论研究及试点水库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已从原来整个汛期固定单一汛限水位发展为分期

汛限水位，进而发展到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的确定是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的关

键内容之一，亦是动态控制方案实施的基础。 

目前，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确定的主要方法之一即为预泄能力约束法
[1]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

规范(SL 104-95)允许洪水预报条件较好、预报方案完善、预报精度较高的水库进行洪水调节计算时

可适当考虑预报预泄，但预泄能力约束法仅局限于考虑洪水预报信息，一般不考虑气象预报信息。 

实际上，随着我国气象、降雨预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的成功发射，降雨

预报信息准确率不断提高，水文及气象部门亦积累了大量可利用的降雨预报数据。因此，针对汇流速

度快、时间短、洪水预报方案精度低的水库，本文提出考虑降雨预报信息的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根

据所依据降雨预报信息的预见期、精度、泄流能力、下游允许水库出流等确定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

域上限值；并与水库分期汛限水位相结合，研究各分期内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的确定。 

2  短期降雨预报精度分析内容与方法 

短期降雨预报精度分析内容主要包括未来 24h、48h 各量级降雨预报信息准确率、漏报率、空报

率等特征指标值及某一量级降雨预报情况下实际发生降雨量的频率分布规律
[2]
。 

尊重气象部门的习惯，按表1对降雨等级进行划分，不同等级降雨预报准确率计算方法如下：

100%n m                                 

式(1)中，m 为发布预报次数； n 为降雨实际值落于预报等级相应值域内的次数。 
表 1 降雨等级表 

等级 无雨 小雨 中雨 大雨 暴雨 大暴雨 

值域(mm) 0 0.1～10 10.1～25 25.1～50 50.1～100 100.1～200 

不同等级降雨预报漏报率计算方法为： 

100%u m                                    

式(2)中，m 为发布预报次数；u 为发布预报中漏报(降雨实际值大于预报等级值域上限)的次数。 

不同等级降雨预报空报率计算方法为： 

                 
100%k v m 

                                     

式(3)中，m为发布预报次数；v为发布预报中空报(降雨实际值小于预报等级值域下限)的次数。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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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量级降雨预报条件下实际发生降雨量的频率分布规律，采用频率分析法计算。例如，预报无

雨条件下实际发生大暴雨的频率即为预报无雨而实际发生大暴雨的次数占预报无雨总总次数的比例。

文献[2]通过大量实例研究认为：某一量级降雨预报条件下实际发生降雨量的频率分布符合 PIII型分

布,可采用矩法估计其统计参数,由于本文不涉及实际发生降雨量频率计算，因此，不在此详述其计算

公式，具体公式读者可详见参考文献[3]。 

3  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 

3.1 基本思想  

本文所述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是考虑降雨预报信息的预泄能力约束法
[4]
。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

基于降雨预报信息可利用性研究成果，按照洪水起涨前水库水位必须降至原设计汛限水位的原则，在

降雨预报有效预见期内，依据预报信息的有效预见期、预报精度、水库泄流能力、下游允许水库出流

量等综合确定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上限值，原设计汛限水位作为动态控制域下限值。 

3.2 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计算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上限步骤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上限值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面临时刻的水情、雨情、工情信息；降雨

预报预见期、有效预见期；有效预见期内的入库流量；有效预见期内水库泄流能力；下游河道允许预

泄流量；水库调度决策与反馈信息传递时间、闸门操作时间等。 

 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确定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上限分以下四个步骤： 

3.2.1 计算有效预见期 按照式(6)、式(7)计算有效预见期，即： 

 

 
式(6)中， 表示降雨预报预见期扣除信息传递、信息反馈、调度决策、闸门操作时间等的有效

预见期； 为考虑短期降雨预报信息的极限预泄时间； 为预报信息传递时间、信息反馈时间、调

度决策时间、闸门启闭时间等之和； 为降雨预报信息传递时间、 为信息反馈、调度决策传播时间、

为闸门操作时间。 

3.2.2 有效预见期内水库平均出流及入流 采用降雨预报信息，则有效预见期 期间平均入库流量 即

为发布中雨及以上量级降雨预报信息后，有效预见期内的平均入库流量 ；通常根据水库流域气象

台各次发布中雨及以上量级降雨预报信息后，有效预见期内的最大入库流量的平均值确定，可按照式

(8)计算： 

       

式(8)中， 为各次发布中雨及以上量级降雨预报后有效预见期内的最大入库流量， 为发布中

雨及以上量级降雨的次数。 

有效预见期 期间平均出库流量 通常取下游防洪控制断面最低一级防洪目标安全过流量所

允许的水库安全泄量 。 

3.2.3 有效预见期内允许预蓄水量计算 根据有效预见期内平均入库流量 、有效预见期期间平均出库

流量 ,按式(7)计算原设计汛限水位 以上的预蓄水量 。 

     
3.2.4 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上限值 的计算 已知原设计汛限水位所对应的库容量 ，根据 2.2.3

步骤求得可预蓄水量 ，以 值查求水位-库容关系曲线，用式(8)确定汛限水位动态控制

域上限值 。 

     
式(8)中， 为兴利蓄水位； 为水库库容-水位关系。  

4 基于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的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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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汛限水位分期控制(即设置有分期汛限水位)的水库，已知主汛期汛限水位 、前后汛期分

期汛限水位 及二者所对应的库容量 、 ，根据 2.2.3 步骤求得的可预蓄水量 ，以

值、 值查求水位-库容关系曲线，用式(9)、式(10)分别确定主汛期、非主

汛期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上限值 、 。 

 

 
原主汛期汛限水位 作为主汛期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下限值

[5]
；前后汛期分期汛限水位 作为

前后汛期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下限值。 

5 实例应用 

5.1 漳泽水库概况  
漳泽水库坝址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北郊，是海河流域漳河上游浊漳河南源干流上的一座控制性工

程，水库流域图如图 1所示。该水库是一座以防洪、灌溉、工业和城市供水为主，兼顾养鱼、旅游等

综合利用的大(Ⅱ)型水库工程，控制流域面积 3176 km
2
，总库容 4.27 亿 m

3
。水库按百年一遇洪水设

计，两千年一遇洪水校核，正常蓄水位 902.4m，设计洪水位 903.61m,校核洪水位 908.45m。汛期为 6

月～9月，其中主汛期(7月 15日～8月 15日)汛限水位为 901.0m,前汛期(6月 1日～7月 14日)、后

汛期(8月 16日～9月 30日)汛限水位为 901.5m。漳泽水库以上流域洪水主要是暴雨造成的，主要集

中在 7月中旬至 8月中旬，且暴雨洪水发生次数较少，一般一年只发生一次或两次，尤其近年自 2007

年以来一直无洪水发生。因此，有必要对漳泽水库实施汛限水位实时动态控制，以期提高汛末蓄满率，

充分利用洪水资源。 

    
图 1 漳泽水库流域图 

5.2 漳泽水库流域短期降雨预报可利用性成果分析 

选用漳泽水库以上流域长治市气象台 2004年至 2008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的未来 24h、48h降

雨预报数据及漳泽水库控制流域实际日降雨数据进行精度分析
[6]
，结果分别列于表 2、表 3。根据短

期降雨预报精度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漳泽水库流域以上未来 24h、48h 无雨、小雨、中雨

短期降雨预报信息在实际调度中是可以利用的，鉴于大雨及以上量级降雨样本个数较少(24h 降雨预

报大雨及以上量级样本数 58,48小时降雨预报大雨及以上量级样本数 48)，暂不考虑其在汛限水位动

态控制中的应用。 

表 2 长治市气象台 24 小时无雨、小雨、中雨各量级降雨预报信息分析 

未来 24h 降雨预报 无雨预报 小雨预报 中雨预报 

发布预报次数 432 625 101 

准确率(%) 78.2 57.0 23.8 

空报率(%) - 32.8 70.3 

漏报率(%) 21.8 10.2 5.9 

实际发生小雨的频率(%) 20.1 57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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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中雨的频率(%) 1.6 9.9 23.8 

实际发生大雨的频率(%) 0 0.3 5.9 

实际发生暴雨的频率(%) 0 0 0 

实际发生大暴雨的频率(%) 0 0 0 

表 3 长治市气象台 48 小时无雨、小雨、中雨各量级降雨预报信息分析 

未来 48h 降雨预报 无雨预报 小雨预报 中雨预报 

发布预报次数 480 541 148 

准确率(%) 73.7 55.4 18.9 

空报率(%) 0 33.1 75.6 

漏报率(%) 26.3 11.5 5.5 

实际发生小雨的频率(%) 24.4 55.4 62.8 

发生中雨的频率(%) 1.9 10.7 18.9 

实际发生大雨的频率(%) 0 0.6 4.1 

实际发生暴雨的频率(%) 0 0.2 1.4 

实际发生大暴雨的频率(%) 0 0 0 

在利用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确定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上限时，若采用24h降雨预报信息，则

降雨有可能发生在最不利时刻，即24h降雨预报之初，则此种情况下短期降雨预报可利用的预见期则

为0h；因此，考虑漳泽水库有效预泄时间的约束，本文在确定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时利用的是漳泽水

库以上流域未来48h短期降雨预报信息。 

5.3 漳泽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确定  

根据第 2.2节及第 3节介绍的计算步骤，漳泽水库基于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的水库汛限水位分期

动态控制域确定如下： 

5.3.1 有效预见期 根据短期降雨预报可利用性分析成果，漳泽水库确定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时利用的

是水库以上流域未来 48h短期降雨预报信息。实际降雨有可能发生在 48h降雨预报的最不利时刻，即

24-48小时降雨预报的 24小时之初，因此，降雨预报信息的可利用预见期为 24h。考虑到信息传递、

预泄决策调令传达及实施时间、闸门操作时间等，有效预见期取为 20h。 

5.3.2 有效预见期内水库入流及出流 漳泽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采用的是未来 48h 降雨预报信

息，即水库相关流域气象台发布未来 24-48h 大雨及以上量级降雨预报信息后，水库开始预泄。水库

在有效预见期内的入库流量即为发布 24-48h 大雨及以上量级降雨预报信息之后的入库流量。偏于安

全考虑，在确定漳泽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时，将有效预见期内的最大入库流量作为水库预泄时的

入库流量。统计漳泽水库流域 2004年～2009年发布大雨及以上量级降雨预报信息之后，有效预见期

内的最大入库流量，结果如表 4所示。 

由表4可见，水库流域2004年～2009年发布大雨以上量级降雨预报信息有效预见期内的最大入库

流量为28.1m
3
/s,为安全起见，取为30 m

3
/s。 

有效预见期 期间平均出库流量 首先考虑下游防洪控制断面安全过流量所允许的水库安全

泄量 300m
3
/s；另外，有效预见期内水库出库流量亦受城市供水与灌溉日平均出流约束，根据漳泽水

库设计年供水量 10
8
m
3
，水库供水出流取 5m

3
/s；综合上述俩方面因素，漳泽水库 期间平均出库流量

取为 305 m
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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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4 年～2009 年发布大雨及以上量级降雨预报信息后有效预见期内的最大入库流量 

日期 
有效预见期内最大入库流量 

(m3/s) 
日期 

有效预见期内最大入库流量 

(m3/s) 

2004．06.30 4.7 2006．08.28 4.2 

2004．07.10 9.0 2006．09.03 12.7 

2005．06.05 1.5 2007．07.28 1.8 

2005．06.25 1.3 2007．08.08 10.2 

2005．07.02 3.5 2007．08.27 7.2 

2005．07.22 4.2 2007．08.28 6.9 

2005．07.31 1.4 2008．07.21 2.9 

2005．08.16 2.5 2008．08.19 2.5 

2005．09.19 7.7 2008．08.28 2.6 

2005．09.20 28.1 2009．06.17 2 

2005．09.28 8.5 2009．07.07 6.9 

2006．07.02 3.8 2009．08.16 1.6 

2006．07.31 5.8 2009．08.17 1.6 

2006．08.14 5.6 2009．08.20 1.1 

 

5.3.3 漳泽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 根据 4.3.1及 4.3.2确定的有效预见期及有效预见期内水库

出流及入流，有效预见期 20h 内可预泄水量为 19.8×10
6
m
3
 [(300+5-30) m

3
/s×3600s×20]。 

对主汛期而言，在原设计汛限水位(901.0m)对应的库容基础上增加水量 19.8×10
6
m
3
，此时对应的

水位为 901.75m,此水位即为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确定的主汛期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上限；原设

计汛限水位 901.0m为主汛期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下限。 

对前后汛期而言，在水库现行分期汛限水位 901.5m 对应的库容基础上增加水量 19.8×10
6
m
3
，此

时对应的水位为 902.2m，此水位即为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确定的前后汛期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

上限；分期汛限水位 901.5m 为分期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下限。 

综上所述，漳泽水库基于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确定的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计算成果如表

5所示： 

表 5 漳泽水库基于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确定的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 

有效预

见期(h) 

下游安全泄

量(m3/s) 

城市及灌溉

供水日均出

流量(m3/s) 

有效预见期

内入库流量
(m3/s) 

可预泄水

量(106m3) 
动态控制域(m) 

20 300 5 30 19.8 
前后汛期：901.5～902.2 

主汛期：901.0～901.75 

6 结论 

针对汇流速度快、时间短、洪水预报方案精度低但又迫切需要进行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的水库，

本文在对水库流域短期降雨预报信息可利用性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研究

了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并将研究成果在全国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第二批试点水库之一山西省

漳泽水库进行应用。结果表明：采用改进的预泄能力约束法确定的漳泽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

成果经海河水利管理委员会批准，在 2013年、2014年、2015 年的水库调度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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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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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ty of staged dynamic controlling domain of limited reservoir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 based on the improved pre-discharge capacity 

constrained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Ren Minglei1,2，He Xiaoyan1,2，Ding Liuqian1,2，Huang Jinchi1,2，Li Hui1,2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and Drought Reduction，IWHR，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Dynamic controlling domain of limited reservoir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 is the key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on dynamic control of limited reservoir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and also is the foundation of 

implementing dynamic control scheme. Pre-discharge capacity constrained method is the main method for 

certain the dynamic controlling domain of limited reservoir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 however, this 

method mainly considers flood forecasting information to pre-storage & pre-discharge，and does not 

applicable for the reservoirs those with short flow concentration time and low accuracy of flood forecasting 

schem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improved pre-discharge capacity constrained method which 

considers 48 hours rainfall forecasting information，and studies on the certainty of staged dynamic control 

domain of limited reservoir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 combining staged limited reservoir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 on the basis of the  method research, Zhangze Reservoir in Shanxi province is considered as 

engineering background, combining with existing staged limited reservoir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the 

improved pre-discharge capacity constrained method is adopted to certain the staged dynamic control 

domain of limited reservoir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 for Zhangze Reservoir. The achievement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Haihe River Wat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and achieved preferable application result in 

the practice of reservoir operation of year 2013, 2014 and 2015. 

Key words: improved pre-discharge capacity constrained method; dynamic controlling domain of limited 

reservoir water level in flood season; staged flood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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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法的水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确定及应用 

 

任明磊 1，2，何晓燕 1，2，丁留谦 1，2，黄金池 1，2，李辉 1，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8 

2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0038 

 

摘要 

 

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是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的

关键内容，亦是动态控制方案实施的基础。预泄能力

约束法是确定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的主要方法,但该

方法主要考虑洪水预报信息进行预蓄预泄，并不适用

于汇流时间短、洪水预报方案精度低的水库，因此，

本文提出考虑 48 小时降雨预报信息的改进预泄能力

约束法，并结合水库分期汛限水位，研究水库汛限水

位分期动态控制域的确定；在方法研究的基础上，以

山西省漳泽水库为工程背景，采用改进预泄能力约束

法，结合漳泽水库现有分期汛限水位，确定了漳泽水

库汛限水位分期动态控制域，该成果经海河水利管理

委员会批准，在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的水库

调度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 

改进预泄能力约束；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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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基于机载SASI高光谱数据的植被含水量估算 

马建威1，黄诗峰1※，李纪人1，李小涛1，宋小宁2，冷佩3，孙亚勇1，雷添杰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2.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3.农业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100081) 

摘要：植被含水量广泛应用于农业、森林等研究中。该文基于PROSAIL模型，建立了利用机载SASI高光谱数据

的植被含水量估算模型。首先，基于PROSAIL模型的模拟数据表明，1200nm水吸收带右侧曲线（1210~1260nm）

一阶导数D1210-1260和1450nm水吸收带右侧曲线（1650~1680nm）一阶导数D1650-1680均与植被含水量关系密

切，决定系数分别为0.9493和0.9361。在此基础上，该文建立了基于D1210-1260和D1650-1680的植被含水量估算

模型。其次，该文利用SASI数据的1655和1670nm 2个波段计算了D1650-1680，并利用所建模型实现了研究区植

被含水量的估算。最后，利用黑河流域的实测数据对估算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估算与实测的植被含水量

相关系数为0.84，均方根误差为2.90%，证明该模型可靠。该研究可以为利用高光谱数据获取区域植被含水量信

息提供有效方法。 

关键词：植被含水量；SASI；PROSAIL模型；一阶导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植被含水量（fuel moisture content，FMC），又称可燃物含水量，是农业、森林等研究中的重要参

数，可以直接反应植被水分亏缺状况，进而被广泛应用于森林火灾风险和作物干旱的评估[1]。FMC可

被定义为植被中水分含量与鲜重的比率，即： 

                            100%
f d

f

w w
FMC

w


                                          (1) 

    式中，
fw 是植被鲜重， dw 为植被干重。在利用遥感进行 FMC 监测时，最常用的参数为单位面

积叶片含水量和干物质含量，即等效水厚度（Equivalent water thickness，EWT）和干物质含量（Dry 

matter content，DMC）： 

                                   f dw w
EWT

A


                                 (2) 

                                   dw
DMC

A
                                     (3) 

式中，A 为叶面积，则叶片尺度 FMC 可以表示为：                    

                             
100% 100%

f d

f

w w

EWTAFMC
w EWT DMC

A



   


                              (4) 

在冠层尺度，需要考虑到叶面积指数（Leaf area index，LAI）的影响。此时，植被冠层水分含量

为 EWT×LAI，植被冠层干物质含量为 DMC×LAI，由于 LAI 在计算中会被抵消，叶片尺度和冠层

尺度的 FMC 均可以由公式（4）计算。本次研究关注的为冠层尺度的 FMC 估算。 

遥感具有及时、范围广的优点，已经成为获取大范围 FMC 的有效方法。一般在植被覆盖高的地

区，土壤背景基本上被植被信号掩盖，光学遥感探测的信号大部分来源于植被信息，所以利用光学遥

感直接监测 FMC 是可行的。目前基于光学遥感数据获取 FMC 的方法主要包括统计法和物理模型法。

在统计法中，光谱指数法可以有效地减少单波段的散射效应，且较为简单，从而成为估算 FMC 的常

用方法[2]。如归一化差异红外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Infrared Index，NDII）被用来估算草地、灌

木丛和森林的 FMC[3-4]，归一化差异水分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 ，NDWI)和大气阻抗

植被指数（Visible Atmospherically Resistant Index，VRAI）则被用来估算灌木丛的 FMC[5-7]。物理 
收稿日期：                             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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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法则是通过对比每个像元的光谱曲线和查找表，基于代价函数最小原则从而求取目标参数

（FMC）。由于物理意义明确，综合考虑了叶片、冠层、土壤和观测几何角度等因素，相对于单一的

光谱指数，物理模型法能够获得更高的反演精度 [8]。如 Yebra 等基于 MODIS 数据对比了统计法和物

理模型法在地中海草地和灌丛 FMC 反演的精度，结果表明物理模型法具有更高的精度，且具有较强

的鲁棒性[9]。以上研究中，主要应用到的数据多为 MODIS 数据或 AVHRR 等多光谱数据，而高光谱

数据的应用则较为少见。 

机载高光谱传感器的出现，为进行地表参数反演及真实性检验提供了新的途径。机载
CASI(Compact Airborne Spectrographic Imager) /SASI (Shortwave infrared Airborne Spectrographic 

Imager)成像光谱仪采用推扫式成像方式，在可见光-短波红外波谱段成像。目前国内外已经对 CASI

开展了一些植被生化参数反演的研究[10]，但对 SASI 的研究较少。SASI 可以提供近红外到短波红外范

围内（950-2450nm），相比于 CASI 数据的可见光近红外波段，SASI 数据波段范围对水分更加敏感，

为获取高精度和大范围的 FMC 信息提供可能。本文基于 PROSAI 模型 [5]，建立了基于 SASI 高光谱

数据的 FMC 估算模型，以期能够实现区域 FMC 的高精度估算。 

2 研究区与数据 

2.1 研究区  黑河流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流域，发源于祁连山中段，位于97.1-102.0°E和37.7-42.7°N

之间，总面积约14.3万 km2。2012年夏季来自多家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在黑河流域中游人工绿洲观测

区开展了黑河流域生态-水文过程综合遥感观测联合试验，本文选择这次试验的通量观测矩阵核心试

验区作为研究区（图1）。该地区1月份温度最低，7月份温度最高，年平均气温6℃，年平均降水量约

为120mm，为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类型主要为玉米，其他还包括少量的果园，白杨林和蔬菜

等。 

2.2 机载 SASI高光谱数据  2012 年 6 月 29 日，航空试验小组利用运 12 飞机，搭载加拿大 ITRES 公

司生产的 CASI-1500/SASI-600 传感器，开展了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高光谱航空遥感数据获取飞行

试验，飞行相对高度 2000 米（海拔高 3500 米）。其中，SASI 传感器波长范围为 950-2450nm，101 个

光谱通道，光谱分辨率为 15nm，空间分辨率为 2.4 米，视场角为 40°。利用同步测量的地面数据和

大气数据，经过几何和 6S 大气校正，得到地表反射率产品 [11] ，并对不同条带数据进行配准和裁剪，

最终得到覆盖研究区的 SASI 影像。  

2.3 FMC实测数据  2012 年 6 月 28 日，地面试验小组在 12 个涡动相关仪（eddy covariance system，

EC）站点开展了生物量的测量。在站点附近选择长势均匀的 1-3 颗玉米，分别测量其叶、茎的鲜重，

并带回实验室进行烘干，得到其干重。从而获得玉米的总鲜重和干重，进而获得了 12 个 EC 站点的

玉米 FMC，范围为 66.7%到 87.2% [12]。 

 
图 1  研究区土地利用图及 EC 站点分布 

3 研究方法 

3.1 PROSAIL 模型及其参数设置  PROSAIL 模型是叶片辐射传输模型 PROSPECT 和冠层辐射传输模

型 SAIL 的耦合模型。PROSPECT 模型由 Jacquemoud（1990）等人提出，它主要描述了植物叶片在

400-2500nm 光谱范围内的光学特性，主要输入参数为叶绿素浓度（Chlorophyll a+b content，Cab）、EWT，

叶片结构参数(Leaf structure parameter，N)、DMC，输出的为叶片透过率和反射率[13]。SAIL 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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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hoef（1984）模型在水平均匀的假设下主要考虑了冠层的垂直分层结构和叶倾角分布[14]。SAIL 模

型的主要输入参数为叶片透过率和反射率、LAI、平均叶倾角（Average Leaf angle，ALA）、土壤系数

(Soil Coefficient，psoil)、热点效应（hot spot effect，HotS）、太阳的散射分量（Ratio of diffuse to total 

incident radiation，Skyl）、以及太阳天顶角（Solar zenith angle，θs）、观测天顶角(Viewing zenith angle ，

θv)、相对方位角（Relative azimuth angle，ϕ）等观测几何信息。PROSAIL 模型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植

被辐射传输模型，其原理和应用的有效性得到了广泛证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 PROSAIL 模

型，是由改进的 PROSPECT 4 叶片模型和 4-SAIL 冠层模型耦合而成[15-16]。 
表 1  PROSAIL 模型的输入参数及其参数设置 

 

 

 

 

 

 

 

 

 

 

 

 

 

 

 

 

              注：FMC不属于输入参数，由公式（4）计算得到。 

结合参考文献及实测数据，不考虑观测几何的变化，本次研究中 PROSAIL 模型主要参数范围设

置如表 1 [17-21]。在参数范围内，本文利用 SimLab 2.2 软件随机生成了 14000 组 PROSAIL 模型参数[22]，

并将这 14000 组模型参数作为 PROSAIL 模型的输入数据，最终得到了光谱间隔为 1nm 的 14000 条对

应的模拟冠层光谱曲线。 

3.2 植被含水量吸收特征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在近红外(NIR)和短波红(SWIR)区，有以 970nm、

1200nm、1450nm、1930nm、2500 nm 为中心的 5 个水分吸收带，这一发现为用光学遥感估算 FMC

提供了可能（图 2）。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由于干物质的吸收作用会对冠层反射率产生影响，若要成

功的估算 FMC，除冠层因素外，需要重点考虑干物质的影响，并避免水和干物质吸收系数差别巨大

的波段。 

 
图2  PROSPECT 4模型中水和干物质的吸收系数 

图 3 为在不同的 FMC 下 PROSAIL 模拟的冠层反射特征。从图中可以看出，FMC 在近红外和短

波红外波段对反射率有较大的影响，从而出现了 5 个反射谷。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FMC 越高，水

吸收特征越明显，970nm、1200nm、1450nm、1930nm、2500nm 两侧越陡峭，曲线的一阶导数越大。

这就为利用两侧曲线一阶导数估算 FMC 提供了基础。 

模型 符号 单位 取值范围 

PROSPECT 

N - 1.3-2.5 

Cab μg·cm−2 5-100 

EWT cm 0.004-0.04 

DMC μg·cm−2 0.002-0.02 

 FMC % 45-95 

SAIL 

LAI - 0.5-8 

ALA ° 10-70 

HotS - 0.01-1 

psoil - 0-1 

Skyl % 0-20 

θs ° 0-70 

θv ° 0 

ϕ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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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ROSAIL 模型模拟的三种不同 FMC 情况下的冠层光谱中 970nm、1200nm、1450nm、1930nm、2500nm 处的水吸收特征 

3.3 用于比较的植被指数  选择十种常用且具有代表性的植被指数，分别建立 FMC 的估算模型，用

来和基于曲线一阶导数的 FMC 估算模型进行精度比较[1,23-24]。具体包括：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25]，土壤调节植被指数（Soil Adjusted Vegetation Index，SAVI）
[26]，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EVI）[27]，VARI [28]，植被绿度指数（Vegetation Index 

— Green，VIgreen）[29]， NDII6（NDII with band 6）[30]，NDII7（NDII with band 7) [30]，NDWI [31]， 

水分指数（Water Index，WI）[32-33] 全球植被湿度指数（Global Vegetation Moisture Index，GVMI）[34]。

各个植被指数的具体计算公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十种用于 FMC 估算的植被指数及其计算公式 

植被指数 

Vegetation indices 

计算公式 

Calculation equations 

NDVI 800 670 800 670( ) / ( )R R R R   

SAVI 
800 670

800 670

1.5 ( )

( 0.5)

R R

R R

 

   

EVI 
870 670

670 870 440

2.5 ( )

( 6 7.5 )

R R

R R R

 

     

VARI 
555 670

555 670 440

( )

( )

R R

R R R



   

VIgreen 555 670 555 670( )/( )R R R R   

NDII6 
860 1650 860 1650( ) / ( )R R R R   

NDII7 860 2130 860 2130( ) / ( )R R R R   

NDWI 860 1240 860 1240( ) / ( )R R R R   

GVMI 
860 1650

860 1650

( 0.1) ( 0.02)

( 0.1) ( 0.02)

R R

R R

  

  
 

WI 
900 970WI /R R  

                           注：
iR 表示 i nm 波段的反射率。 

4 结果与分析 

4.1 应用植被指数的植被含水量估算  基于 PROSAIL 模拟数据，计算上述十种常用且具有代表性的

植被指数，并进一步建立各植被指数对应的 FMC 线性估算模型，各估算模型的 R2及 RMSE 如表 2 所

示。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应用植被指数建立的 FMC 估算模型精度普遍较低。其中以基于 WI 建立的

FMC 估算模型的精度最高，但 R2 仍低于 0.4，RMSE 达到了 10%。这说明应用植被指数建立的 FMC

估算模型不能较好的估算 FMC。 

4.2 基于 D1210-1260和 D1650-1680的植被含水量估算模型  光谱的一阶导数反映了反射率随波长变化的速率，

其可以有效地消除背景噪声、分辨重叠光谱，具有良好的抗土壤背景和观测几何的影响。图 4 为

PROSAIL 模型模拟的 14000 条光谱曲线的不同波段的一阶导数与 FMC 的决定系数图（1300-145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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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800-2000nm 非大气窗口范围的波段未显示）。从图中可以看出，1200nm 右侧（1210-1260nm）和

1450 右侧（1650-1680nm）的决定系数都较为稳定，在 0.80 以上，最高可达 0.90 以上，显著高于应

用植被指数进行 FMC 估算的精度。进一步结合图 2 可以发现，两个范围内的 EWT 和 DMC 的吸收强

度较为相似，进一步说明了应用 1210-1260nm 和 1650-1680nm 范围内曲线一阶导数估算 FMC 的可

靠性。 
表 3  十种植被指数的 FMC 估算模型精度对比 

植被指数 R2 RMSE（%） 

NDVI 0.002 12.263 

SAVI 0.003 12.261 

EVI 0.001 12.278 

VARI 0.001 12.275 

VIgreen 0.001 12.274 

NDII6 0.136 11.415 

NDII7 0.041 12.025 

NDWI 0.214 10.886 

GVMI 0.136 11.415 

WI 0.336 10.004 

 

考虑到本研究获取的 SASI 数据的光谱分辨率为 15nm，且无法获取 SASI 各波段的光谱响应函数，

故本文采用更宽范围的一阶导数 Derivative 1210-1260nm（D1210-1260）和 Derivative 1650-1680nm

（D1650-1680）来估算植被含水量，这样可以消除传感器的光谱分辨率和成像噪声的影响，从而使模型

更加合理。基于模拟数据，计算 D1210-1260、D1650-1680（公式 5 和公式 6），并进一步建立两者与 FMC

的线性模型（公式 7 和公式 8），其关系如图 5 和图 6 所示。从图 5 和图 6 可以看出，D1210-1260、D1650-1680

均与 FMC 密切相关，R2分别为 0.9493 和 0.9361， RMSE 均低于 3%，表明两者均可用于区域 FMC

的估算。 

 
图 4  PROSAIL 模型模拟的光谱曲线的不同波段的一阶导数与 FMC 的决定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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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10-1260(%) 9.69  D +59.98  0.9493FMC R 
                        (7) 

                            
2

1650-1680(%) 10.35  D +81.24  0.9361 FMC R 
                         (8) 

 
图5  PROSAIL模型模拟的D1210-1260与FMC关系图 

 
图6  PROSAIL模型模拟的D1650-1680与FMC关系图 

 

4.3 研究区植被含水量估算及验证  由于获取的 SASI 数据在 1210-1260nm 范围内存在较大异常，无

法应用 D1210-1260 进行 FMC 的估算。故选择预处理后数据质量相对较好的 SASI 1655nm、1670nm 2 个

波段，用来计算 D1650-1680 (SASI)（公式（9））从而进行 FMC 的估算。根据研究区土地利用图，对于

植被覆盖地区根据公式（10）估算研究区植被含水量，对于建筑和道路则设置为空值，结果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FMC 主要分布于 70%-85%，与实测值相符（实测值范围 66.7%到 87.2%）。部

分地区值较高，最高可达 90%，主要原因为这些地区作物长势较好，植被含水量高（如 A 区）；图中

低值部分主要为未分出的建筑、道路（分布于建筑和道路周边），还有一些线状低值区为路防护林（如

B 区），这些地区没有植被覆盖或其植被含水量低，故 FMC 值较低。另外，由于获取不同条带图像时

的飞机飞行姿态、SASI 仪器稳定性等诸多因素有所差异，使得不同条带的图像间的一致性受到影响，

从而导致本文获取的 FMC 图中有一定程度的条带现象，且个别条带内也出现了部分异常区（如 C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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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研究区 FMC 估算结果图 

    为了验证模型的精度，本文利用实测FMC对估算结果进行验证。由于条带影响，EC7和EC12数据

不参于精度检验。对于剩余10个采样点，将每个采样点周围的9个像元的FMC的平均值作为对应采样

点的估算值。将实测值和估算值进行对比，结果如图8所示。可以看出，实测值与估算值相关性较好，

相关系数R为0.84，RMSE为2.90%。该精度能够满足农业、生态、水文对区域FMC信息的需求。图8

表明，基于PROSAIL模型模拟数据建立的FMC估算模型具有较高的估算精度。主要是因为PROSAIL

模型是基于辐射传输方程建立的，能够精确的模拟植被的冠层光谱，从而建立准确有效的FMC估算模

型。由于未测量其他作物类型的FMC，本研究仅仅验证了玉米FMC估算的精度，对于其他作物的估算

精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8 估算与实测 FMC 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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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 SASI 机载高光谱数据估算 FMC 的方法，该方法实用有效，能够进行

区域 FMC 的估算。主要结论如下：                                

（1）PROSAIL 模型具有严密的理论基础，能够精确的描述植被冠层反射特征。基于 PROSAIL

模型模拟数据建立了 FMC 的估算模型。并利用 SASI 数据，实现了区域 FMC 的估算，估算的结果分

布较为合理，利用实测数据验证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为获取大范围 FMC 提供了一个新的思

路。 

（2）D1210-1260、D1650-1680 均与 FMC 密切相关，基于 D1210-1260 建立的 FMC 估算模型精度略高于基

于 D1650-1680 建立的 FMC 估算模型，在 FMC 估算时可优先考虑 D1210-1260。 

下一步的工作主要包括根据不同植被的特征，进一步优化 PROSAIL 模型的输入参数，从而得到

不同植被类型的 FMC 的估算模型，并根据植被类型分布图进行 FMC 的估算，将进一步提高 FMC 的

估算精度；以及采用新的实验数据来进行模型的验证和其他生化参数如 LAI 等的估算及验证。 

致谢：对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http://westdc.westgis.ac.cn/）提供的机载 SASI 高光谱数据和植被生

物量数据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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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fuel moisture content using airborne SASI hyperspectral data 

Ma Jianwei1, Huang Shifeng1※, Li Jiren1, Li Xiaotao1, Song Xiaoning2, Leng Pei3, 

Sun Yayong1, Lei Tianjie1 
(1. Research Center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Agri-informatic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Fuel moisture content (FMC) has widespread utility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 for drought and 

wildfire monitoring.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has demonstrated great potential for accurate retrieval of 

FMC for its high spectral resolution and it can provide plenty of narrow bands ranging from visible to 

near-infrared(NIR) and the shortwave-infrared (SWIR). The FMC is the ratio of the mass of water contained 

in a live plant to the total mass of the plant. Liquid water has strong absorption features in the near- and 

shortwave-infrared spectral regions (five water absorption feature at 970nm,1200nm, 1450 nm,1930nm and 

2500nm), which provide a physical basis for direct estimation of FMC. In this paper, in particular the 

spectra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water absorption feature at 1200nm and 1450 nm for estimating and 

predicting FMC was studied using a modelling approach and airborne SASI (Shortwave infrared Airborne 

Spectrographic Imager) hyperspectral data.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irst derivative at the right slope of the 

1200 nm and 1450 nm water absorption feature with FMC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PROSAIL radiative 

transfer model (using coupled 4-SAIL/ PROSPECT-4 models) and tested for airborne SASI hyperspectral 

data in the Heihe basin. Ten vegetation indices, including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Soil Adjusted Vegetation Index(SAVI), 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 , Visible Atmospherically 

Resistant Index (VRAI),  Vegetation Index — Green (VIgreen) ,Normalized Difference Infrared Index 

(with band 6, NDII6), Normalized Difference Infrared Index (with band 7, NDII7),   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 (NDWI ),  Global Vegetation Moisture Index (GVMI), and Water Index (WI), 

were also investigated for FMC estimation to compare with the proposed metho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I 

and NDWI were more correlated with FMC than the rest of vegetation indices, but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were only 0.336 and 0.214,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were 10.004% and 

10.886% for WI and NDWI, respectively. Hence, the FMC estimation using vegetation indices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ecision. While the first derivative at the right slope (1210-1260nm, D1210-1260) 

of the 1200 nm water absorption feature and the first derivative at the right slope (1650-1680nm, 

D1650-1680) of the 1450 nm water absorption feature were strongly related to FMC, and the R2 were up to 

0.9493 and 0.9361, the RMSE were only 2.64% and 2.98%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wo novel 

linear models for FMC estimation using D1210-1260 and D1650-1680 were developed. Then, band 1655 nm 

and 1670 nm of SASI data were selected to calculate D1650-1680, and FMC in the study area was estimated 

using the proposed model. Most of the FMC in the study area ranged from 70% to 85%,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MC was feasibl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land use map. Finally, ten filed FMC measurements of corn 

were used to verification the estimation accuracy. It indicate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between 

estimated and measured FMC was 0.84, and RMSE was 2.90%. This precision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 studies.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e proposed models are practical and reliable and this 

study provides a more efficient way for obtaining FMC of large area using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data. 

Key words: fuel moisture content; SASI; PROSAIL model; first deri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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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载 SASI 高光谱数据的植被含水量估算 

 

马建威 1，黄诗峰 1※，李纪人 1，李小涛 1，宋小宁 2，冷佩 3，孙亚勇 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3. 农业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100081 

 

摘要 

 

植被含水量广泛应用于农业、森林等研究中。该文基于

PROSAIL 模型，建立了利用机载 SASI 高光谱数据的植被含

水量估算模型。首先，基于 PROSAIL 模型的模拟数据表明，

1200 nm 水吸收带右侧曲线（1210~1260 nm）一阶导数

D1210-1260 和 1450 nm 水吸收带右侧曲线（1650~1680 nm）一

阶导数 D1650-1680 均与植被含水量关系密切，决定系数分别为

0.9493 和 0.9361。在此基础上，该文建立了基于 D1210-1260 和

D1650-1680 的植被含水量估算模型。其次，该文利用 SASI 数据

的 1655 和 1670 nm 2 个波段计算了 D1650-1680，并利用所建模

型实现了研究区植被含水量的估算。最后，利用黑河流域的

实测数据对估算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估算与实测的

植被含水量相关系数为 0.84，均方根误差为 2.90%，证明该

模型可靠。该研究可以为利用高光谱数据获取区域植被含水

量信息提供有效方法。 

 

关键词 

植被含水量；SASI；PROSAIL 模型；一阶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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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基于可公度模型的东北地区大洪水预测 

张丽丽1，彭卓越1,2，殷峻暹1 ，李文龙3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44；2.东华大学，上海 200051； 3.新源控股公司丰满发电厂,吉林吉林 132108） 

摘要：洪水灾害是自然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之一，且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本文以东北地区1856

年以来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年份为样本，采用可公度模型和有序网络结构图对东北地区的大洪水进行预测，结果

显示2017年东北地区可能会发生大洪水。  

关键词：可公度；洪水灾害；洪水预测；东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洪水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发生地往往是人口稠密，经济较为发达，农业垦殖度高的

平原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洪水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洪水预报不仅是防汛抗旱和水库调度决

策的科学依据，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洪减灾的非工程措施之一，在防汛抢险、水库调度以及工农业生产

均有显著作用。目前径流的中长期预报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定量预测，主要是基于数理统计方法

的时间序列分析法和基于物理成因分析的回归分析法及人工神经网络法；另一种是定性预测，其中最

为瞩目的是翁文波院士提出的可公度预测法和邓聚龙先生提出的灰色系统预测法。 

可公度性是由翁文波院士首次运用于天灾预测，创立了信息预测学，1981年成功预报了1991年的

长江大洪水和美国加州1992年的地震
[1]
。后人将此理论进一步运用于地震、干旱和洪涝等灾害事件的

预测，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4]

。1999年门可佩利用可公度原理对长江中下游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是

2008年、2013年、2029年及2051年左右可能有洪水
[5]
。2004年胡辉分析了淮河流域洪水的可公度性，

根据分析的可公度值和黄金分割点指出1991年和2003年淮河洪水的必然性
[6]
。延军平通过可公度法计

算，于2006年预测了川滇地区2008年会发生Ms≥6.7级地震
[7]
，果然在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发生了

8级地震，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于2008年预测了2010年川滇地区将发生Ms≥7.2级地震
[8]
，结果于2010年

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了7.1级地震。 

水文现象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基于可公度方法的中长期径流预测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本文

以东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可公度法和有序结构网络图综合判断洪水灾害的发生趋势，预测2017

年大洪水发生的可能性，探索可公度模型在洪灾等中长期径流预报的可用性。 

2 研究区域概况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及东部部分地区，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9]，是中国最大的粮

基地和农业生产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也是重要的工业和能源基地。面积约 80 万 km2，主要位于北

温带地区。地区特征为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间为广阔的东北平原。河网水系十分发达，主要有黑

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和辽河等。由于夏季受季风气候影响，暴雨频繁出现，常常引起河流决堤、

洪水泛滥，造成重大的自然灾害。1998 年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长时间大强度降雨，是常年同期的

两倍多，引发了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嫩江干流江桥水文站最大实测洪峰流量 26400m3/s，洪水重

现期 480 年；松花江干流哈尔滨水文站最高水位 120.89m，超过历史最高水位（1957 年，120.05m）

0.84m，实测洪峰流量 16600m3/s，为 1898 年建站以来实测最大洪峰流量，洪水重现期约 100 年。2013

年东北地区江河水位猛涨，黑龙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其中黑龙江下游洪水超 100 年一遇，嫩江上游

洪水超 50 年一遇；辽河流域浑河上游发生超 50 年一遇特大洪水。东北地区共 1030.35 万人受灾，因

灾死亡 116 人、失踪 88 人，倒塌房屋 10.63 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3926.68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590.58

亿元，其中松花江、辽河流域洪灾损失为 1998 年以来最重[10]。基于东北地区重要的农业地位及其洪

涝频发性，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国民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对东北地区洪涝灾害的预测

就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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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北地区流域图及水库站点位置图 

3 研究方法 

3.1 可公度 

3.1.1 可公度的定义  可公度性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表达了系统各元素中可以共同度量的某种规律，

反映了自然界中特殊事件（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规律，从特殊系列的可公度性中抽取并非偶然的信号，

进行预报，即是一种从特殊事件来预报特殊事件的方法。 

翁文波院士基于可公度性理论建立了可公度性公式，用来预报天灾发生时间，一般表达式为 

                                  ⑴ 

式中：{j} {i},即 j为集合 i中的元素； 为整数。 

为了证明可公度式的非偶然性，必须有两个及以上的可公度式来验证： 

                              ⑵ 

将上述值排列为一个单调递增的集合 

                      ⑶ 

约束条件： 

                           ⑷ 

为决定模型可行性的临界值，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具体需要确定 的值。对于水文灾害的预测，一

般要求 = 1
[10]

。当 =0 时说明该样本是完全可公度的；若 >0，则该ΔX为[- , ]区间可公度灰周期。

如果满足要求的可公度式多于 1 个，那么可公度式可能就不是偶然的。可公度式个数 m 值越大， 值

越小，其预测精度越高。 

其中适合外推预报的模型有以下三种。 

三元可公度预报模型：                        ⑸ 

五元可公度预报模型：             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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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元可公度预报模型：     ⑺ 

式中：a,b,c,d,e,f,g=1,2， ，n；u,v,w=1,2, m。 

选取样本应用三元、五元、七元可公度预报公式进行计算，挑选三元、五元、七元的可公度公式

数量处于前几位的成果，对预测地区进行全面预测。 

3.1.2 可公度性的检验  翁文波院士把客观存在的事件级划分为两类：常态子集和异态子集。常态子

集的事件是一般、经常等有代表性的事件，其主要要素是统计量，如数学期望、方程、平均值等等，

异态子集的事件是异常、特别的事件，是以体系中各元素的特性为主的数据处理。 

为了判定原时间序列为非均匀性分布，不是偶然的，具有很强的信息提取价值，本文假定原时间

序列为均匀分布，通过统计检验，若为低置信水平则肯定假设，认定该序列为均匀分布，相反，若能

拒绝均匀分布的假设，就能自己建立各年份之间的关系，预测灾害趋势。 

样本序列 ，样本为（ ），假设该样本在区间[a,b]上服从均匀分布

,检验总体分布是否为均匀分布，即检验 ： ，本文中应用三元可

公度卡方检验法确定均匀分布的各参数，三元可公度式为 ,均匀分布的情况下

m=k+l-n。 

（1）均匀分布三元外推式实际频数 X: 

                                       ⑻ 

     s为三元可公度式的个数，其中 为每一个间隔外推时的偏频数 

                                       ⑼ 

(2)均匀分布三元外推式理论频数 : 

                                         ⑽ 

N为频数总和，即 ，也就是样本容量。 为每个样本的理论故障概率，一般是 1/n。 

(3)均匀分布自由度:   

                                     ⑾ 

r为年份跨度， r=max{(n-l),(n-k)}；若 k=l，则 m=1，反之为 2。 

(4)K.Pearson-Fisher定理的运用： 

若 成立，理论频数和实际频数应该相差无几，构造统计量 

                                     ⑿ 

根据 K.Pearson-Fisher 定理，分布服从 。在显著性水平 下，若

，则拒绝 ，则接受
[11]

。 

3.2可公度元及有序网络结构图   

可公度元就是归纳出一个周期，每过一个周期就会有灾害发生，同一周期反复出现，彼此之间没

有重叠或者空缺，这种周期性比较简单方便实用。目前研究表明，水文周期现象主要与天体运动、地

球自转公转和太阳活动等有关。 

网络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可以不受限制的延伸，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

而有序网络结构图就是将周期性和有序性的一种网络直观表现形式，有序网络结构图就是节点及其连

线的有序集合，节点为样本点，连线为时间间隔，在构建结构图时，只关注节点之间连线长度（时间

间隔）的有序性，不在意节点的位置或者连线的平直弯曲有无相交等等，其表现形式可以是二维或者

多维的，也可以是多个网络图来描述，为确保样本之间的上下左右关联性，个别样本可以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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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可公度式 

以《中国历史大洪水》（1988）记载的 12次与其后发生的 1995年、1998年、2010年共 15次东北

地区特大洪灾为研究对象，用可公度预测模型进行预报。因历史记录不详，部分日期只记到月份，且

洪水多发于夏季，故用可公度预报程序只选取其年份。 

表 1  东北地区特大洪灾年份样本 

首先用均匀分布的假设检验法来检验可公度式的非偶然性。如下表所示，X为实际频数，X的平均

值为 16，可能概率平均值为 69.8%。 
表 2   各年份的三元可公度的实际频数及可能概率 

样本年份 三元可公度式 频数 X 可能概率（%） 

1856 

1888+1930-1962 1888+1953-1985 1909+1909-1962 

13 66 1909+1932-1985 1911+1930-1985 1930+1888-1962 

1957+1909-2010 
  

1888 

1856+1985-1953 1909+1909-1930 1909+1911-1932 

17 73 1909+1932-1953 1909+1960-1981 1911+1962-1985 

1930+1911-1953 1930+1953-1995 1962+1856-1930 

1909 

1856+1962-1909 1888+1930-1909 1911+1930-1932 

26 87 

1856+1985-1932 1888+1932-1911 1911+1960-1962 

1856+2010-1957 1888+1981-1960 1930+1960-1981 

1932+1930-1953 1962+1932-1985 1962+1957-2010 

1953+1888-1932 
  

1911 

1856+1985-1930 1909+1932-1930 1953+1888-1930 

18 73 
1888+1932-1909 1888+1985-1962 1909+1962-1960 

1930+1962-1981 1932+1960-1981 1932+1932-1953 

1953+1953-1995 
  

1930 

1856+1962-1888 1909+1932-1911 1911+1981-1962 

24 73 
1909+1909-1888 1888+1995-1953 1932+1960-1962 

1856+1985-1911 1909+1953-1932 1953+1962-1985 

1888+1953-1911 1909+1981-1960 1985+1930-1985 

1932 1856+1985-1909 1909+1985-1962 1930+1962-1960 24 87 

序号 预测样本 样本说明 灾害程度 

1 1856/8 （清咸丰六年七月）吉林中部洪水 
第二松花江松花江河段洪峰流量达到 13800m³/s，其中丰

满水库河段洪峰流量 15300m³/s 

2 1888/8/14 （清光绪十四年七月）辽宁东部洪水 辽河流域沈阳河段洪峰流量达到 11900m³/s 

3 1909/7/24 （清宣统元年六月）第二松花江中游洪水 第二松花江吉林河段洪峰流量达到 12900m³/s 

4 1911/8/12 
（清宣统三年六月）松花江北侧呼兰河、汤旺河

洪水 
第二松花江红石砬子河段洪峰流量达到 11600m³/s 

5 1930/8/4 辽宁西部洪水 辽河流域锦州河段洪峰流量达到 11700m³/s 

6 1932/8/6 松花江洪水 松花江通河河段洪峰流量达到 17800m³/s 

7 1953/8/10 辽河、第二松花江洪水 嫩江北安河段洪峰流量达到 3940m³/s 

8 1957/9/9 松花江洪水 松花江通河河段洪峰流量达到 11900m³/s 

9 1960/8/4 辽东洪水 太子河本溪河段辽河洪峰流量达到 14300m³/s 

10 1962/7/26 西辽河洪水 辽河小河沿河段洪峰流量达到 12200m³/s 

11 1981/7/28 辽东半岛洪水 黄海岸小宋家屯六段洪峰流量 5460m³/s 

12 1985/7/20 辽河洪水 太子河海城河段洪峰流量 27400m³/s 

13 1995/7/30 辽河、第二松花江洪水 浑河大伙房水库河段洪峰流量 10700m³/s 

14 1998/8/14 松花江洪水 嫩江江桥河段洪峰流量 26400m³/s 

15 2010/8/18 第二松花江洪水 松花江干流哈尔滨站流量 5230m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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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1953-1909 1911+1930-1909 1953+1960-1981 

1909+1911-1888 1911+1953-1932 1957+1960-1985 

1909+1953-1930 1911+1981-1960 1957+1985-2010 

1953 

1888+1995-1930 1930+1985-1962 1981+1932-1960 

19 80 
1909+1932-1888 1932+1932-1911 1985+1856-1888 

1930+1911-1888 1957+1981-1985 1995+1911-1953 

1930+1932-1909 
  

1957 

1856+2010-1909 1932+2010-1985 1953+1985-1981 

14 80 1909+2010-1962 1953+1957-1953 1960+1995-1998 

1932+1985-1960 
  

1960 

1957+1998-1995 1981+1888-1909 1981+1932-1953 

17 80 1962+1909-1911 1981+1909-1930 1985+1932-1957 

1962+1930-1932 1981+1911-1932 1985+1985-2010 

1962 

1888+1930-1856 1909+1985-1932 1911+1981-1930 

17 80 1888+1985-1911 1909+2010-1957 1930+1985-1953 

1909+1909-1856 1911+1960-1909 1932+1960-1930 

1981 
1909+1960-1888 1932+1960-1911 1953+1960-1932 

12 67 
1930+1960-1909 1930+1962-1911 1953+1985-1957 

1985 

1888+1953-1856 1932+1962-1909 1957+1960-1932 

20 87 
1909+1932-1856 1932+2010-1957 1957+1981-1953 

1911+1930-1856 1953+1962-1930 1960+2010-1985 

1911+1962-1888 
  

1995 1930+1953-1888 1953+1953-1911 1957+1998-1960 5 47 

1998 1960+1995-1957 
  

2 20 

2010 
1957+1909-1856 1957+1985-1932 1985+1985-1960 

7 47 
1957+1962-1909 

  

由下表得出 ，查 分布表，得 =26.8。因为

，所以有 99.5%的概率拒绝 ，该序列不是均匀分布的，其他分布类型的检验就不

再赘述，结果说明三元可公度式不是偶然的，可以尝试用三元可公度进行洪水灾害预测。 
表 3  各年份的理论频数及卡方检验各参数值 

年份 实际频数 X 理论频数 Npi X-Npi （X-Npi）^2/Npi 

1856 13 15.67 -2.67 0.45 

1888 17 15.67 1.33 0.11 

1909 26 15.67 10.33 6.81 

1911 18 15.67 2.33 0.35 

1930 24 15.67 8.33 4.43 

1932 24 15.67 8.33 4.43 

1953 19 15.67 3.33 0.71 

1957 14 15.67 -1.67 0.18 

1960 17 15.67 1.33 0.11 

1962 17 15.67 1.33 0.11 

1981 12 15.67 -3.67 0.86 

1985 20 15.67 4.33 1.20 

1995 5 15.67 -10.67 7.27 

1998 2 15.67 -13.67 11.93 

2010 7 15.67 -8.67 4.80 

总和 235     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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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三元可公度、五元可公度和七元可公度预测模型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  预测模型的计算结果 

三元预测 五元预测 七元预测 

时间 等式个数 时间 等式个数 时间 等式个数 

2011 5 2011 177 2011 4825 

2012 6 2012 195 2012 4676 

2013 10 2013 234 2013 6077 

2014 4 2014 162 2014 4849 

2015 7 2015 215 2015 4793 

2016 5 2016 163 2016 5092 

2017 7 2017 207 2017 5213 

2018 5 2018 233 2018 4579 

2019 7 2019 195 2019 4423 

2020 3 2020 128 2020 3994 

 

经三元、五元、七元可公度计算，相互验证， 2013 年三元排第一位、五元排第一位、七元排

第一位。三元可公度式如下表所示，由参加可公度式的年份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位于辽河和第二松花江

发生洪水的年份，由此可得出 2013年辽河、第二松花江极有可能会发生洪水。实际上，2013年辽河

流域浑河上游发生超 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第二松花江上游洪水超 20年一遇。此验证了预测方法的

可靠性。 

从表 4中可以看出 2017年三元排第二位、五元排第四位、七元排第二位，可公度性较好，其具

体三元可公度式如下表所示，参加此可公度式的年份都是辽河或者第二松花江发生洪水的年份。因此，

预测 2017年东北地区辽河或第二松花江会发生大洪水。 
表 5 2013 年及 2017 年的三元可公度式 

预测年份 三元可公度式 频数 x 可能概率% 

2013 

1888+1981-1856 

1909+1960-1856 

1960+1962-1909 

1960+1985-1932 

1960+2010-1957 

1962+1962-1911 

1962+1981-1930 

1981+1985-1953 

1985+1985-1957 

1998+2010-1995 

18 100 

2017 

1888+1985-1856 

1911+1962-1856 

1930+1998-1911 

1960+2010-1953 

1962+1985-1930 

1981+1998-1962 

1985+1985-1953 
14 73 

4.2 可公度元及有序网络结构图 

（1）可公度元计算 

经 15年年份分别做差值计算，得出间隔年份及频次，取间隔频次 3及以上的年间隔做可公度元，

见下表。其中间隔 21、23、53都出现了 4次，25、28、32、42、51各出现了 3次。 
表 6 可公度元及各频次 

序号 间隔 频次 序号 间隔 频次 

1 21 4 5 32 3 

2 23 4 6 42 3 

3 25 3 7 51 3 

4 28 3 8 53 4 

可以看出 32、42、51、53年间隔可由 21、23、25、28 推导出来。 

25+28=53   

23+28=51  

21+21=42  

25+28-21=32  

所以，最基本的可公度元为 21、23、25、28。 

（2）有序结构网络图 

根据可公度元作信息有序结构网络图如图 2。图上有 4 个矩形，非常规则而且对称有序，间隔分

别为 3a、23a、25a、32a、53a，都是基本可公度元或者可以由基本可公度元推导得出。由图可以推

测 2017 年东北地区可能有洪水，直接相关年份是 1994 年和 1985 年。1994 年 8 月 15 日碧流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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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大洪水，最大入库流量为 5750m³/s，重现期为 50年一遇。1985年辽河干流发生了 4次大水，

太子河海城河段洪峰流量 27400m³/s。 
1856

1957

1985 2017

199419621909

1960

1932

2010

2013

53a 53a 32a

23a

25a

3a

32a

53a

53a

53a

25a

3a

23a 23a

 
图 2 有序结构网络图 

5 结论与讨论 

（1）基于三元可公度、五元可公度、七元可公度模型，预测东北地区 2017年极有可能发生大洪

水。 

（2）通过差值计算确定了 21、23、25、28为最基本的可公度元，画出有序结构网络图。该图形

十分规整有序，清晰直观地推出 2017年东北地区极有可能性发生大洪水。 

（3）在研究同时也发现，在有序法结构网络图中，并不是每一个符合可公度元的年份都会有大

洪水发生，是否虚报灾害还需要结合其他预测方法，比如天体运动、厄尔尼诺现象等等。根据天文研

究，60年基本上是土星、木星、水星汇合的时期，与此同时，地球的自转周期是 60年，两个周期同

步，这种同步会导致干旱、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在 1953 年和 1957年东北地区发生了洪水，往后推

60 年,对应于 2013 年和 2017 年，2013 年是一个既成事实，所以在 2017 年洪水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但这还有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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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mensurability- Based Flood Forecasting in the 

Northeast China Region  

Lili Zhang 1, Zhuoyue Peng 1,2, Junxian Yin 1, Wenlong Li 3  
(a.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44, China ；b. College of 

Environment,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 c. Fengman Hydropower Plant, Jilin Jinlin 132108, 

China) 

Abstract: The flood disaster is one of the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in nature, and can bring huge losses to 

the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This paper selected large flooding years which occurred in the 

Northeast China since 1856, and it used commensurable calculation models and ordered network structure 

chart for forecast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was highly prone to flooding in 2017. 

Key Words: Commensurability; Flood Disaster ;Flood Forecasting;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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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公度模型的东北地区大洪水预测 

 

张丽丽 1，彭卓越 1，2，殷峻暹 1，李文龙 3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 东华大学 

3 新源控股公司丰满发电厂 

 

摘要 

 

洪水灾害是自然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之一，且会给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本文以东北地区 1856 年以来发

生的特大洪水灾害年份为样本，采用可公度模型和有序网络

结构图对东北地区的大洪水进行预测，结果显示 2017 年东

北地区可能会发生大洪水。 

 

关键词 

可公度；洪水灾害；洪水预测；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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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金沙江下游梯级“调控一体化”智能报警技术研究 

韩长霖1，王桂平1，刘晓鹏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100038) 

摘要：本文对水电站传统的报警技术进行分析，并指出传统报警技术在解决巨型电站梯级集控中心“调控一体化”

模式下报警的局限性，针对局限性提出了针对巨型电站“调控一体化”的智能报警技术，并详细介绍了该技术的

实现。  

关键词：调控一体化，智能报警，巨型电站，水电站，相关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根据三峡集团公司的水电梯级开发战略规划，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在成都建立三峡梯调成都调控

中心，统一调度管理溪洛渡-向家坝电站梯级枢纽。为了提高整个梯级电站自动化水平，提高梯级调

度的调度控制能力，优化“一厂两调”的对外调度关系，成都调控中心实行“调控一体化”生产调度

管理模式
[1]
。 

溪洛渡电站设计安装18台770MW的水轮发电机组，向家坝电站设计安装8台800MW的水轮发电机组，

共有26台巨型机组以及公用、开关站、GIS、闸门等设备。为了实现远程调度、全监视和重点控制的

“调控一体化”生产调度管理模式，溪洛渡-向家坝电站监控系统的全部数据需上送至成都调控中心，

由成都调控中心完成两个电站的调度、监视与控制。成都调控中心设计建设的电调监控系统的监控规

模是之前最大的水电站梯级集控中心近两倍规模
[2]
。 

溪洛渡-向家坝电站配置有各自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共安装44套现地控制单元（LCU），共采集约

20万个开关量测点、8万个模拟量测点，控制点约1万点
[3]
。在成都对溪洛渡-向家坝电站实施“调控

一体化”管理，意味着成都电调监控系统将对电站上述海量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处理、监视与报警，如

成都电调监控系统选择采用传统计算机监控系统监视与报警方式，已无法满足巨型机组电站梯级集控

中心运行人员监视与调控要求，存在重要报警信息被湮没在海量事件中的风险
[4]
。本文所阐述的梯级

计算机监控系统智能报警技术，满足金沙江下游梯级“调控一体化”生产调度管理要求，减轻运行人

员工作的劳动强度，提高安全生产效率。 

2 传统报警技术的局限性 

在计算机监控系统中，事件报警传递方式一般通过事件消息、画面显示、语音播报、OnCall短信

等多种方式告知运行相关人员。运行人员通过监视报警信息以及结合顺序事件判断当前设备运行状

态。随着系统中测点数据规模增加，报警信息也将比例增加，运行人员实施有效管控的难度也随之加

大。 

当系统测点数据规模在一定范围内时，运行人员对报警信息管控难度与系统测点规模成线性增

长，但当系统中测点数据规模超过一定阀值时，对应运行人员对报警信息的管控难度会迅速增加，甚

至超出人工的检视能力。 

计算机监控系统测点规模增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的设计

建设以及它在电网中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巨型机组运行的安全及可靠性，巨型机组的辅助设备和监测

设备的配置数量成倍增加，监测数据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水电站计算机监控技术的发展，扩展性好的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现场总线技术的广泛使用，其更高性能和不断降低成本，使海量数据的采集变成

可能。为了提高电站运行安全及可靠性，计算机监控系统测点数据规模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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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点规模及监控难度关系 

 

在计算机监控系统信息处理策略中，根据事件的重要程度，通过设置报警限(alarm limit)和判

断准则来产生报警信息，由于海量数据测点的存在，因此会产生数量巨大的报警信息。通常在电站生

产过程中事故或故障事件发生时，与此相关的设备系统会伴随产生众多相关的事件和报警信息，其中

的一部分还是的冗余和“虚假”的信息，这些信息可称为无效报警(nuisance alarm)，而真正有效的

事故及故障信息却淹没其中，从而影响了系统报警的效果。据实际观察，较多运行人员凭借自己的经

验，对大量常规报警信息关注度并不高。因此随着报警信息详细程度及数量的提高，报警的准确度和

辨识度并未随之提升。特别是当事故发生时，由于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关系，再加上一部分相关的、

冗余的报警设置，会联系出现大量的报警信息，使人难以分辨真实的源头和结果，这种现象称为警涌

(alarm flood)
[5]
。 

2.1 事件、报警一览表的局限性  计算机监控系统对于报警事件的处理，一般通过事件一览表、报警

一览表等进行分类显来示实现。事件一览表负责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事件序列以及命令操作记录。事

件一览表提供按照厂站、机组、点类型、事件命令类型等方式进行筛选和定位。事件一览表的应用场

景侧重于自动控制或操作命令执行过程中，顺序事件反馈的监视，显示操作命令的执行过程是否正常，

也包括设备状态改变、开关变位和模拟量正常越复限；当事故发生后，通过事件一览表的事件顺序记

录，分析事故发生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判断各种保护动作和自动控制过程是否得当，结果是否正确。

通常，事件一览表并不是运行人员值班工作的关注重点。 

报警一览表负责动态显示系统中未复归的报警及故障信息，测点处于报警状态则显示，当测点

复归到常态后自动从报警一览表中消失。系统中测点根据重要程度被配置成事故点或故障点属性后，

当测点发生变位就进入报警一览表。由于报警一览表显示的是电站生产过程的事故及故障信息，所以

运行人员值班工作的重点是关注报警一览表，通过它来识别生产过程中是否正常。  

在中小型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中，由于测点数量不多，事件及报警信息的数量也在相对有限，

通过事故点、故障点的划分以及按照厂站、机组、点类型、事件命令类型等方式进行筛选，对电站生

产过程的管控已经发挥了很好作用。 

在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设计建设中，当面对海量数据事件信息的处理和警

涌，传统计算机监控系统监视与报警策略，以无法满足对其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生产过程的管控要

求。 

2.2 语音报警的局限性  计算机监控系统中，语音报警通过对系统中事故点及故障点配置语音点属性

来实现，一般配置语音报警机和语音播报系统。当语音报警事件产生时，通过语音播报系统，按照事

件产生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播报，达到用声音提醒的方式告知运行人员有事故或故障报警信息的目

的。在中小型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中，由于事件及报警信息有限，语音报警发挥了很好作用。 

在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设计建设中，为防止重要事件语音点漏报，语音点

勾选往往难以取舍，其结果是勾选了相对较多的语音点。当事故或故障事件发生时，除正当的语音点

外，根据其生产过程中各设备系统密切相关原则，会伴随多个语音点动作。由于语音报警是逐字播报

且一般需要 5-8 秒时间才能完成，在第一条语音进行播报后，语音播报队列中还依次排列了的多条语

音尚未播报，这时，语音事件的实时性与语音事件播报的延迟性冲突，已经过时语音播报反而会成为

运行人员值班工作的干扰因素，甚至产生信息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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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了由于巨型机组、特大型电站监测数据成倍增加导致警涌的产生，经典计算机监控系

统事件报警处理策略无法满足其生产管控要求。 

3 “调控一体化”智能报警技术 

为解决金沙江下游梯级“调控一体化”大量报警信息产生的警涌，首先需要对计算机监控系统

中报警信息的产生机理进行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计算机监控系统中，一个报警信息的产生

需要具有 3个要素：第一，监测对象由非正常状态所触发，例如设备故障、控制过程偏离等，一般是

由大量的过程变量或者状态变量来表述，它们就是系统中的模拟量和开关量，还有模拟量和开关量的

集合即综合计算量；第二，报警逻辑判断，报警逻辑是指系统如何根据监测对象的状态改变生成报警

信息，一般模拟量与报警限值进行比较、开关量发生变位等，根据其结果决定是否产生报警信息；第

三，报警信息将以屏幕显示、语音报警等多种方式告知运行人员。根据设备运行管理要求，运行人员

或者监控系统需对报警信息做出必要响应，响应通常包括有人工确认、自动记录、启动自动程序、启

动紧急控制流程等。 

报警信息产生三个要素识别清楚后，针对这三个要素寻找突破口，将智能化技术引入到系统中，

解决大量报警信息产生的警涌，实现智能报警。 

3.1 第一要素测点非常态智能化处理  测点非常态智能化处理，测点非常态可分为模拟量越限报警和

开关量变位报警。对于模拟量，通常系统只监视到该变量的断面数据以及当前变量的越限复限状态，

但是系统中会充斥着大量的模拟量越复限报警；对于开关量变位报警，通常系统可以相对准确定位故

障点，但是在事故发生时，除准确的报警信息外，会伴随产生大量相关开关量变位报警。 

测点非常态通常理解为测点处在非正常状态下，即模拟量处在越限状态以及开关量处在变位状

态，通常非常态是一个确定的状态。但在系统实际运行过程中，结合系统实际运行状况动态判断节点

是否处于非常态，可以大量减少报警。例如在现场某些设备故障会导致开关量反复报警，可以通过对

该类不稳定点的非常态进行智能化处理，变位并且保持一定阀值时间后才认为进入非常态，此时再进

行报警，会过滤大量无效抖动报警。如图2所示通过测点非常态智能化处理可以减少大量干扰报警。 

 
图 2 智能非常态处理 

 

3.2 第二要素报警逻辑判断  报警逻辑判断是智能报警技术的主要突破口，针对模拟量数据孤立化、

断面化等报警信息的不足，我们拟还原模拟量连续变化属性，采用时序分析以及趋势分析等智能化策

略，提高报警效率；对于在事故发生时会伴随产生大量与之相关的开关量变位报警这一特性，采用相

关量分析等智能化策略，寻找解决报警信息的警涌问题。 

时序分析报警智能化策略，将原来孤立化的模拟量回归于其所属的设备子系统，还原其连续变化

属性，并与设备子系统运行状态相结合，构建设备子系统的时序状态模型。将模拟量变化纳入其设备

子系统的时序状态模型中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减少报警信息，提高报警效率。例如机组油压装置系统

中“油罐压力”与“油罐油位”模拟量，在其自动控制油泵加压补油时或者油压装置自动补气时产生

的越复限事件，通过其设备子系统的时序状态模型分析，可预知的模拟量越限报警信息不会可以考虑

屏蔽，用以减少对运行人员值班工作的影响。 

趋势分析报警智能化策略，将模拟量的一次完整变化波形作为一个对象，并与该对象的历史波形

进行对比分析，综合判断该对象所代表设备（系统）整体运行状态的正常与否的趋向性。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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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智能趋势报警 

 

通过时序分析以及趋势分析等智能化策略的综合应用，在减少模拟量报警信息量的同时，又提高

了报警精度，防范潜在风险。 

相关量分析智能化策略，电站生产过程设置的各电气连接系统、主辅设备子系统中，设备运行状

态、模拟量参数等信息具有相关性，这些有相关性的信息即为相关量。一个状态或参数的变化将导致

其相关量的跟随变化，生产过程一个事故的发生也将伴随产生大量相关量故障报警信息。相关量分析

智能化策略，将单个的测点看作是一个设备子系统对象的一个属性，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当某个测

点报警时，综合参考其设备子系统与之相关的其他测点的报警状态，使更高级别报警信息得到关注，

如设备事故、出口断路器跳闸等，而较低级别相关故障报警信息只默默进行记录，有效减少了报警信

息警涌产生的概率，有效提高报警信息质量。 

3.3 第三要素报警信息提示及智能处理  报警信息提示及智能处理策略，是对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处

理后产生的高质量报警信息进行智能化的屏幕显示、语音报警等，以提示运行人员关注。智能化的屏

幕显示策略中，采用自动检索与智能检索相结合方式进行，自动检索到的信息主要存放在报警一览表、

事故一览表、综合信息一览表等分类信息表里，其中事故一览表为新增分类信息表，只负责记录事故

报警、主要故障报警、出口断路器跳闸等信息，供快速查阅。在分类信息表里，还能再按照厂站、机

组、点类型、事件命令类型等进行智能检索，达到准确定位报警信息的目的。 

智能化语音报警策略，分析传统语音报警在事故发生时存在语音报警队列的语音积压与延迟问

题，其本质是语音事件的实时性与语音播报的延迟性冲突。成都电调监控系统的语音报警采用交互式、

多声响的智能化语音报警策略，较好地解决大量报警信息条件下的语音报警难题，运行效果令人满意。 

交互式、多声响的智能化语音报警策略：一是重要的语音报警事件如事故报警、出口断路器跳

闸等直接播报；二是主要的语音报警事件如重要故障报警等延迟播报；三是一般的语音报警事件如控

制装置电源故障等延迟与多种声响提醒；四是交互式，就是语音报警过程控制与运行人员的值班作业

行为进行人机交互，一经运行人员确认的语音事件一律不报语音。其中延迟播报是限时等待策略，限

时等待的时间一般叫做故障报警的容忍时间，该时间是故障报警发生到运行人员知晓的最大忍耐时

间。根据成都调控中心生产管理要求，我们选择的容忍时间控制在 6 至 30 秒内。交互式、多声响的

智能语音报警在语音报警事件产生后，更高级别的事故报警会自动抢占报警队列第一时间得到播报，

同时中断并清除低级别的相关量语音播报；运行人员已经发现并且确认的语音报警事件一律不报语

音，并将其从语音报警队列中清除；超过容忍时间而未得到确认的语音报警事件正常播报；为缩短语

音播报时间，一般的语音报警事件采用如“咚咚咚”声响提醒，不再逐字播报。语音报警还通过检测

后台报警事件提示运行人员遗漏的未确认报警信息，做到重要报警不遗漏，报警确认不干扰，已经成

为运行人员值班工作的重要补充。 

4 结论 

在采用智能化策略时，虽然通过使用智能化报警策略可以减少系统中报警数量，但是还要控制

好智能化策略的力度和智能化策略成本的关系。需要寻求智能策略、报警数量、策略成本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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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报警数量策略成本关 

 

智能化报警技术在大幅减少计算机监控系统报警数量的同时不遗漏任何报警信息，以自动化技

术手段降低了运行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水电站生产过程安全高效运行。智能报警

技术在成都调控中心电调监控系统的成功应用，满足金沙江下游溪洛渡电站-向家坝梯级电站“调控

一体化”生产调度管理要求，为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的电力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金沙江下游梯级成都电调监控系统的报警智能技术，采用了开放性模式和通用性开发，为技术

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该技术作为成都电调监控系统技术成果之一，经部级科技成果鉴定为国际领

先，可为国内大型流域集控中心、巨型水电站建设、技术改造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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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the intelligent Alarm technology of Integrated Dispatch and Control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Jinsha River 

HanChanglin1，WangGuiping1，Liuxiaopeng1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raditional alarm technology and noted that the limitation when traditional 

alarm technology solve a giant power plant cascade control center "controlling integration" mode .To solve 

the limitation the paper proposed for the giant utility "controlling integration" intelligent alarm technologies, 

and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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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水电站传统的报警技术进行分析，并指出传统报警

技术在解决巨型电站梯级集控中心“调控一体化”模式下

报警的局限性，针对局限性提出了针对巨型电站“调控一

体化”的智能报警技术，并详细介绍了该技术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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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1007-2284(2016)08-0076-07  

利用作物冠气温差估算农田蒸散量* 

黄凌旭1,2，蔡甲冰1,2※，白亮亮1,2，张宝忠1,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8；2．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摘要：准确估算农田蒸散量，对于促进节水型农业和旱地农业的发展、科学管理有限的水资源、评估环境变化对

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河套灌区解放闸灌域农田连续观测的玉米、向日葵的冠层温度和田间

气象要素等数据，采集并计算出 Seguin 和 Itier 简化模型中日蒸散量 ETd、日净辐射 Rnd和冠气温差（Ts-Ta），

并对模型中参数 a、b 进行了回归和拟合，检验其在当地的适用性。结果表明，该简化模型可以用于估算玉米和向

日葵的日蒸散量，以每日 13:00 时数据拟合效果最优，决定系数 R
2
分别为 0.690 和 0.864；日蒸散量估算模型中

玉米田块参数 a 和 b 分别为-0.859 和-0.116，向日葵田块参数 a 和 b 分别为 0.548 和-0.343。研究结果可为大面

积遥感反演区域农田耗水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冠气温差；日蒸散量；玉米；向日葵；估算模型 

中图分类号：S274.1;TV9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当前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形势下，农业中有关节水问题的解决，几乎都离不开农田蒸散和耗

水的估算。准确及时的确定蒸散量，是计算作物水分利用率的前提和分析区域水量平衡的基础，是研

究农业高效用水和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切入点[1]。作物蒸散量的估算方法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国

内外关于估算作物蒸散量的模型与方法很多，如水量平衡法、彭曼综合法、互补相关法、经验公式法、

遥感法等[2-5]。通过这些模型与方法可以得到较准确的作物日蒸散量，但其需要测量和计算的参数较

多，模型与方法也比较复杂。 

近几十年，随着红外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机载或卫星遥感红外传感器测量植被

温度被广泛的应用[6-8]。红外测温技术具有测量时间短、测量误差小、近距离测量时不受距离的影响、

可连续观测等优点。大量的研究表明作物蒸散量与冠层温度或冠气温差之间关系密切，基于能量平衡

原理，可通过冠层温度估算作物蒸散量[9-11]，并进行精量灌溉决策[12,13]。Jackson[14]等（1977）提出以

冠层-空气温度差估算作物日蒸散量的模型，Seguin 和 Itier[15]（1983）对模型进行改进，得到简化模

型。该简化模型具有测量的参数少，模型简单等优点。已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并应用模型进行

农田日蒸散量的估算[16-19]，其利用的数据往往是不连续的手持红外测温枪观测。本文通过在内蒙古河

套灌区解放闸灌域农田设置在线观测系统，连续同步监测玉米和向日葵的冠层温度和田间气象数据，

利用线性回归分析 Seguin 和 Itier 简化模型在该地区的适用性，并得到估算模型中关键参数，为遥感

影像反演地面温度进行区域尺度估算蒸散量提供参考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区概况 试验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河套灌区解放闸灌域沙壕渠试验站（光明二队），地处东经

107°8′16″，北纬 40°55′8″，海拔高程 1036 m。解放闸灌域地处干旱半干旱内陆地区，属中温带高原、

大陆性气候特征。日照时间长，年蒸发量大，年平均降雨量 151.3 mm，年内平均气温 9℃。土壤类型

为灌淤土，土质以粉砂壤土为主，有机质含量较低，含盐量较高，地下水位埋深较浅。 

2.2 数据监测 利用中国水科院自主研发的 CTMS-On line 型作物冠层温度及环境因子测量系统，对试

                                                        
收稿日期：                            论文已发表于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6 年第 8 期 76-82 页。 

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2012BAD08B01, 2012BAD08B04）；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201501031） 

作者简介：黄凌旭(1992-)，男，河北承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精量灌溉技术与理论研究。E-mail: 18730237728@163.com  

※通讯作者：蔡甲冰(1976-)，女，河南南阳人，高级工程师，博士，从事节水灌溉技术与理论的研究。E-mail: caijb@iwhr.com 

mailto:caijb@iwhr.com


 

121 

验点地面数据连续观测和数据采集。系统主要有旋转云台、高精度红外冠层温度传感器、气象因子传

感器、数据采集器等组成，能够在野外长期监测作物冠层温度及气象参数变化。其工作原理是在旋转

平台安装一个悬臂，悬臂末端安装红外冠层温度传感器，通过控制旋转平台转动，从而实现对下垫面

作物冠层不同采集位置点的扫描。仪器分别布置在主要农作物春玉米和向日葵种植区域，如图 1 所示。

玉米种植的品种为泽玉 19，向日葵种植的品种为 F2008。玉米的种植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 日，收获

时间为 9 月 20 日，整个生育期为 143 天。向日葵的种植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8 日，收获时间为 9 月

13 日，整个生育期为 109 天。 

 

（a）玉米地 （b）向日葵地 

图 1 数据采集系统 

（1）冠层温度：通过旋转云台转动，利用测量系统悬臂末端的红外测温探头，实现对下垫面

作物冠层 10 个不同位置点的数据采集，设定旋转云台每小时转动 1 次。 

（2）田间微气象数据：气象因子和环境参数监测传感器安装在红外测温探头同高度的附加悬

臂上，采集的参数包括：空气温度、空气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光合有效辐射、大气压强等，采

集时间与冠层温度采集时间一致。 

（3）土壤含水量：在仪器下部安装有 3 层土壤水分传感器，分别位于作物根区 10 cm、20 cm

和 40 cm 深度，用来监测土壤含水量。 

（4）数据采集时间：本次试验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1 日到 8 月 31 日。在作物生育初

期，植被覆盖度较低，仪器测量的温度以地表温度为主，此时的地表温度与空气温度差值较大，但

最大温差不超过 20℃。随着作物不断地生长，植被覆盖度不断增加，仪器测量的温度以冠层温度

为主，此时的冠层温度与空气温度差值较小，一般在-5℃～5℃之间。 

（5）灌水日期及灌水深度：通过渠道引水进行灌溉，利用梯形堰控制灌溉水量，进行充分灌

溉。向日葵和玉米田块的灌水日期和灌水深度见表 1。 

表1 2015年向日葵和玉米灌水日期和灌水深度 

向日葵  玉米 

灌水日期 灌水深度/（mm）  灌水日期 灌水深度/（mm） 

2015/5/14 164  2015/6/22 112 

2015/5/19 133  2015/7/7 92 

2015/6/28 115  2015/7/30 91 

2015/7/12 71  
  

2015/8/3 50  
  

总计 533  总计 295 

2.3 计算模型 作物日蒸散量与日净辐射和冠气温差有着密切的关系，Jackson[14]等提出了一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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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基于冠气温差估算作物日蒸散量： 

 )( asdd TTBRnET   （1） 

式中：ETd 为作物日蒸散量，（mm/d）；Rnd 为日净辐射，（mm/d）；B 为地区综合系数；Ts为瞬时冠

层温度，（℃）；Ta 为瞬时空气温度，（℃）。 

Seguin 和 Itier[15]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改进，忽略了能量平衡中贡献较小的土壤热通量，得

到如下计算公式： 

 )( asdd TTbaRnET   （2） 

模型中参数 a 和 b 为经验系数，可根据实测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方程得到。同时参数 a 和 b 的大

小与风速和下垫面条件有关，不同的下垫面条件参数 a 和 b 会略有不同。Ts和 Ta分别为接近中午

时刻的瞬时冠层温度和瞬时空气温度，不同时刻的瞬时冠层温度和瞬时空气温度计算得到不同的冠

气温差，会对模型估算结果的精度产生影响。通过试验数据分析不同时刻的冠气温差，得到最佳时

刻对应的冠气温差，使模型估算的日蒸散量更准确，更接近实际值。 

2.4 作物实际蒸散量计算 采用 FAO 推荐的 Penman-Monteith 公式[20]计算 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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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T0为参照作物腾发量，（mm/d）；Rn 为作物表面的净辐射，（MJm-2d -1）；G 为土壤热通量，

（MJm-2d-1）；T 为平均气温，（℃）；U2 为 2 m 高处的平均风速，（m/s）；es为饱和水汽压，（kPa）；

ea 为实际水汽压，（kPa）；Δ 为水汽压曲线斜率，（kPa/℃）；γ 为湿度计常数，（kPa/℃）。 

在玉米和向日葵生育期内，进行充分灌溉，作物不发生水分胁迫。采用单作物系数法计算作物

实际日蒸散量时，不考虑水分胁迫的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0cETKETc   （4） 

式中：ETc为作物实际蒸散量，（mm/d）；Kc 为作物系数。 

闫浩芳[21]通过内蒙古河套灌区解放闸灌域 2003～2006 年实测的微气象资料，基于波文比能量

平衡法，计算得到玉米、小麦和向日葵不同生育期的作物系数。玉米和向日葵各生长阶段的天数，

分别参照 FAO 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玉米和向日葵各生长阶段的天数[20]。本文玉米和向日葵各生育

期 Kc 值参照上述的试验结果，各生长阶段的天数和 Kc 值见表 2。其中快速生长期和生长后期的 Kc

值可通过生育期天数线性差值得到，然后利用单作物系数法计算玉米和向日葵的实际日蒸散量。 

表2 玉米和向日葵各生长阶段天数及Kc值 

生长阶段 
玉米  向日葵 

天数 Kc  天数 Kc 

生长初期 29 0.5  21 0.3 

快速生长期 38 0.5～1.15  29 0.3～1.17 

生长中期 48 1.15  38 1.17 

生长后期 28 0.78  21 0.85 

3 结果与讨论 

3.1生育期内土壤供水情况和冠层温度变化 

3.1.1 土壤水分情况 试验期内利用烘干法每隔 5-7 天同时测量试验区土壤水分，并用其值对

CTMS-On line 型作物冠层温度及环境因子测量系统中土壤水分传感器测量值进行标定。图 2 为玉

米和向日葵 3 个月主要生育期内标定后的土壤含水量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玉米 0-10 cm 和

10-20 cm 深度处的土壤含水量相差较小，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 20-40 cm 深度处土壤含水量明显

高于 0-10 cm 和 10-20 cm 深度处的土壤含水量；向日葵 0-10 cm、10-20 cm 和 20-40 cm 深度处的土

壤含水量相差较大。玉米和向日葵 0-40 cm 深度平均田间持水量（Fc）为 0.37，三个月生育期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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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向日葵 0-40 cm 深度土壤含水量的加权平均值除受灌溉、降雨的影响，其他时间土壤含水量的

加权平均值均在 70%Fc 和 Fc 之间，表明在主要生育期内玉米和向日葵没有发生水分胁迫。 

 
图 2 玉米和向日葵生育期内土壤含水量变化 

3.1.2 冠气温差变化 图 3 为玉米生育期典型日内冠气温差（Ts-Ta）和冠层温度（Ts）变化。从图中

可以看出，在玉米快速生长期、生长中期和生长后期的典型日内，Ts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都是从

上午 7:00 开始不断增加，在下午 14:00 左右达到最大值，然后开始逐渐减小。在快速生长期的典型

日内，（Ts-Ta）的变化波动较大，与 Ts 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在下午 13:00 左右达到最大值，比

Ts达到最大值提前一个小时；然而在生长中期和生长后期的典型日内，与快速生长期相比，（Ts-Ta）

的变化波动较小，没有出现明显峰值变化。在快速生长期的典型日内，（Ts-Ta）的变化波动较大，

是因为玉米植被覆盖度较低，仪器测量的温度以地表温度为主，地表温度变化较大；而到了生长中

期和生长后期，玉米植被覆盖度增加，仪器测量的温度以冠层温度为主，冠层温度变化相对较小，

（Ts-Ta）的变化波动也随之减小。 

 
图 3 玉米生育期典型日（Ts-Ta）和 Ts变化 

由图 4 可以看出，向日葵在 3 个月主要生育期典型日内，Ts 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从上午 7:00

开始不断增加，在下午 14:00～15:00 之间达到最大值，然后开始逐渐减小。在生育初期和快速生长

期的典型日内，向日葵（Ts-Ta）的变化波动较大，与 Ts 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最大值出现在下

午 13:00～14:00 之间；在生长中期和生长后期的典型日内，与生育初期和快速生长期相比，（Ts-Ta）

的变化波动较小，没有出现明显的峰值变化。向日葵典型日内（Ts-Ta）的变化随着向日葵植被覆盖

度的增加，其波动由大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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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向日葵生育期典型日（Ts-Ta）和 Ts变化 

3.2 利用冠气温差确定作物每日 ET 

利用连续监测的气象数据及试验地的经纬度和海拔高程，计算得到玉米、向日葵的日蒸散量

ETd和日净辐射 Rnd。根据玉米、向日葵一天内冠层温度及冠气温差的变化情况，选择一天中 10:00～

16:00 之间每小时的冠气温差，分别与（ETd-Rnd）做线性回归分析，从而得到玉米、向日葵日蒸散

量模型中参数 a、b 的最佳值。 

3.2.1 玉米地参数估算 图 5 和表 3 是玉米地计算结果。可见，在玉米 3 个月的生育期内，（Ts-Ta）

与（ETd-Rnd）两者在 10:00～16:00 每个时刻对应的决定系数 R2大都在 0.6 以上，说明两者之间具

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随着时刻的变化，R2 出现双峰的变化趋势，分别在 13:00 和 15:00 达到峰值，

但在 13:00 时峰值最大且为 0.690。应用 SPSS 统计软件对 10:00～16:00 每个时刻的回归系数做 t-

检验分析，结果均表现出极显著的水平（表 3）。其中 12:00、13:00 和 14:00 三个时刻的回归系数很

接近，分别为-0.113、-0.116 和-0.112。从 10:00～16:00 每个时刻对应的均方根误差都很小，13:00

对应的均方根误差最小且为 0.122 mm/d。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13:00 时（Ts-Ta）与（ETd-Rnd）两者之间的线性相关性最好，模型中参

数 a 和 b 采用 13:00 对应的回归方程系数，分别为-0.859 和-0.116，进而得到玉米日蒸散量估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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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玉米 10:00～16:00（Ts-Ta）与（ETd-Rnd）关系 

表 3 玉米 10:00～16:00（Ts-Ta）与（ETd-Rnd）回归参数统计 

时刻 R2 回归系数 均方根误差/（mm/d） t 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 

10:00 0.590 -0.143 0.161 -11.132 0.000 

11:00 0.613 -0.129 0.150 -11.734 0.000 

12:00 0.679 -0.113 0.123 -13.641 0.000 

13:00 0.690 -0.116 0.122 -13.605 0.000 

14:00 0.614 -0.112 0.147 -11.898 0.000 

15:00 0.636 -0.120 0.139 -12.457 0.000 

16:00 0.611 -0.142 0.147 -11.880 0.000 

3.2.2 向日葵地参数估算 由图 6 及表 4 可以看出，在向日葵 3 个月的生育期内，（Ts-Ta）与（ETd-Rnd）

两者在 10:00～16:00 每个时刻的决定系数 R2 大都在 0.8 以上，说明两者之间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

性。随着时刻的变化，R2变化趋势是先增加后减少，随后又增加，但在 13:00 时最大且为 0.864。

应用 SPSS 统计软件对 10:00～16:00 每个时刻的回归系数做 t-检验分析，结果均表现出极显著的水

平（表 4）。其中 13:00、14:00 和 15:00 三个时刻的回归系数很接近，分别为-0.343、-0.348 和-0.342。

从 10:00～16:00 每个时刻对应的均方根误差都很小，13:00 时刻对应的均方根误差最小且为 0.408 

mm/d。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13:00 时（Ts-Ta）与（ETd-Rnd）两者之间的线性相关性最好，模型中参

数 a 和 b 采用 13:00 对应的回归方程系数，分别为 0.548 和-0.343，进而得到向日葵日蒸散量估算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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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向日葵 10:00～16:00（Ts-Ta）与（ETd-Rnd）关系 

表 4 向日葵 10:00～16:00（Ts-Ta）与（ETd-Rnd）回归参数统计 

时刻 R2 回归系数 均方根误差/（mm/d） t 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 

10:00 0.737 -0.479 0.836 -15.801 0.000 

11:00 0.813 -0.423 0.594 -19.692 0.000 

12:00 0.835 -0.370 0.523 -21.310 0.000 

13:00 0.864 -0.343 0.408 -23.482 0.000 

14:00 0.834 -0.348 0.523 -21.039 0.000 

15:00 0.857 -0.342 0.449 -23.096 0.000 

16:00 0.859 -0.412 0.445 -23.450 0.000 

3.3  讨论  

由以上玉米、向日葵主要生育期内不同时刻的冠气温差估算日蒸散量可知，模型在河套灌区解放闸

灌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其中两种作物利用 13:00 的冠气温差进行日蒸散量估算时，得到的结果精

度最高。模型估算结果精度的提高，依赖于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但是在实际测量中，有时由于天气

条件的突然变化，导致测量的冠层温度和农田气象数据不准确，会使结果产生误差。同时由于测量

时仪器本身也会产生系统误差，以及测量时风速、土壤背景、表面粗糙度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使估

算的结果产生误差。农田尺度数据测量时不受天气条件（阴天或多云）的影响，可以连续测量，但

当进行遥感区域尺度估算作物蒸散量时，遥感影像的获取受天气条件影响很大。 

玉米、向日葵日蒸散量估算模型中的参数 a、b 相差较大，这可能与两种作物的下垫面条件有

关。模型在应用过程中具有区域性，在不同区域应用时，需要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校正。上述研究

在对模型参数进行回归和拟合时，玉米、向日葵进行充分灌溉，在其生育期内不发生水分胁迫。当

作物在生育期内发生水分胁迫时，模型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通过河套灌区解放闸灌域 2015年 6月 1日到 8月 31日连续 3个月玉米和向日葵田间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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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Seguin 和 Itier 简化模型在本地区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可得到如下初步结论： 

1）（Ts-Ta）与（ETd-Rnd）两者之间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应用该简化模型估算玉米和向日

葵的日蒸散量具有较高的精度； 

2）通过对比分析 10:00～16:00 之间的田间观测数据，玉米和向日葵均在 13:00 时（Ts-Ta）与

（ETd-Rnd）两者之间线性相关性最佳； 

3）根据 13:00 的（Ts-Ta）与（ETd-Rnd）两者线性回归方程，可得玉米日蒸散量估算模型中参

数 a 和 b 分别为-0.859 和-0.116，向日葵日蒸散量估算模型中参数 a 和 b 分别为 0.548 和-0.343； 

4）模型具有地域特征，在其他地区应用时，需要重新确定模型中参数。本研究分析了模型在

河套灌区解放闸灌域农田尺度上适用性，结合遥感影像和地面观测进行区域尺度的应用，将是下一

步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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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ng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based on crop canopy temperature and 

meteorology factors in field 

Huang Lingxu1,2, Cai Jiabing1,2※, Bai Liangliang1,2, Zhang Baozhong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China2. Department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 The accurate estimation of crop evapotranspir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water-saving agriculture 

and dryland farm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limited water resources,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e Seguin and Itier simplified model, which 

relates the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ETd) to daily net radiation (Rnd) with measurements of surface and air 

temperature was used for the calculation. Using continuous observation of maize and sunflower canopy 

temperature and meteorological data in Jiefangzha Irrigation Scheme of Hetao Irrigation District, calculated 

ETd, Rnd and canopy-ai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Ts-Ta).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l was analyzed by linear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plified model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of 

maize and sunflower. Moreover 13:00 daily of data provide a better fit to the real data,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respectively is 0.690 and 0.864.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estimation models maize plot 

parameters a & b are -0.859 and -0.116, sunflower plot parameters a & b are 0.548 and -0.343. Results for 

Remote Sensing large area of farmland wat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Key words: Canopy-ai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Maize; Sunflower; Estim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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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作物冠气温差估算农田蒸散量 

 

黄凌旭 1,2，蔡甲冰 1,2，白亮亮 1,2，张宝忠 1,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8  

2．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0048 

 

摘要 
 

准确估算农田蒸散量，对于促进节水型农业和旱地农业的发

展、科学管理有限的水资源、评估环境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的

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河套灌区解放闸灌域农田连续观测

的玉米、向日葵的冠层温度和田间气象要素等数据，采集并计

算出 Seguin 和 Itier 简化模型中日蒸散量 ETd、日净辐射 Rnd

和冠气温差（Ts-Ta），并对模型中参数 a、b 进行了回归和拟

合，检验其在当地的适用性。结果表明，该简化模型可以用于

估算玉米和向日葵的日蒸散量，以每日 13:00 时数据拟合效果

最优，决定系数 R2 分别为 0.690 和 0.864；日蒸散量估算模

型中玉米田块参数 a 和 b 分别为-0.859 和-0.116，向日葵田

块参数 a 和 b 分别为 0.548 和-0.343。研究结果可为大面积

遥感反演区域农田耗水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冠气温差；日蒸散量；玉米；向日葵；估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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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流域尺度干旱识别评价方法研究 

王庆明1，王建华1，赵勇1，翟家齐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100032) 

摘要：传统的干旱识别方法都是基于点尺度范围，一般是根据站点的实测降水、径流、土壤含水量等数据识别点尺

度的干旱等级，当流域内有25%的面积发生干旱时，则认为发生了流域尺度的干旱。这种流域尺度干旱识别方法科

学依据不完善，也没有考虑地区的差异。本文提出一种基于Boltzmann函数的流域干旱识别方法，综合考虑了流域

干旱的强度、干旱的范围和干旱的历时，且方法简单、结果可量化，并在海河流域北系得到验证。 

关键词：干旱，流域尺度，Boltzmann函数，海河流域北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干旱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对我国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近年来，受气候变

化影响，干旱事件频发，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干旱强度不断加深，如 2009 年至 2012 年云南遭遇了史无

前例的 4 年连旱，2013 年南方出现大面积干旱，受灾最严重的湖南省直接经济损失达 110.8 亿元。然而

目前对干旱的识别都是基于点尺度的评价，根据单站点的实测降水、径流、土壤含水量等数据，识别气

象干旱、农业干旱和水文干旱等，利用的方法有降水距平值法、标准降水指数法、连续无雨日法、土壤

相对湿度法、帕默尔指数方法等，这些方法只是针对某些干旱变量分析，延伸到区域尺度上往往只考虑

干旱范围，缺乏对不同测点干旱历时、干旱强度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因此评价结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结果也不能量化。例如某个流域有 10 个站点的降水数据，按标准降水指数法可分别得到 10 个站点的干

旱等级，但是对于整个流域来说，干旱等级是多少，以往的研究很少考虑。 

如果把流域水分状态分为 7 个等级，1~7 分别代表特别湿、中等湿、轻微湿、正常、轻微干、中等

干、特别干，一般来说，干旱等级发生的频率会呈正态分布，发生正常、轻微湿或轻微干的频率要远远

高于特别湿或特别干的频率。那么其累计概率分布曲线将呈现 S 型。如果选取合适的 S 型曲线表达函数，

利用其中某些具有物理意义的参数可以反映流域的干旱状态，从而达到定量表达流域干旱等级的目的。

表现为 S 型的函数有很多种，包括 Sigmoid 函数曲线、双曲正切函数曲线、Gompertz 函数曲线以及

Boltzmann 函数曲线等。 

表 1 S 型相关曲线及其函数表达式 

曲线名称 函数表达式 

Sigmoid 函数曲线 
1

( )
1 x

S x
e




 

双曲正切函数曲线 
sinh

h
cosh

x x

x x

x e e
Tan x

x e e






 



 

Gompertz 函数曲线 ( )
axbeG x ke

  

Boltzmann 函数曲线 
0

1 2
2/

( )
1

xx dx

a a
B x a

e



 


）（

 

尽管不同的函数都能绘制出 S 型曲线，但是不同函数中的参数表达的物理意义是不同的，在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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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分布曲线中，我们关注的是曲线的偏移量和曲线的斜率，在 Boltzmann 函数中 为曲线的中点（y 为

波高的一半时对应的值）， 即表现为曲线的偏移情况，而 代表的为 S 曲线的坡度，即反映了曲线的斜

率，因此本文通过 Boltzmann 函数来识别流域在某一时间尺度下各个等级气象旱涝状态。 

2 流域干旱指数的构建方法 

首先，基于某一流域内所有评价单元的干旱等级，计算出逐月各等级干旱单元的百分比，再将某一

时段各旱涝等级逐月的单元数百分比累加求和并进行算术平均，得到流域时段内干旱等级为 R 的单元发

生的概率 ( )p R ，如式（1）所示。第二步计算等级为 R 的干旱单元发生的累积概率分布 ( )p R ，如式（2）

所示。 

( )
( ) , 1, 2, ... , 7in R

p R R
N

                                                （1） 

1

( ) ( )
R

p R p R                                                              （2） 

式中，R 为不同的干旱等级；N 为流域内的单元总数； ( )in R 为某年流域内干旱等级为 R 的单元个

数。 

其次，拟合流域内不同等级旱涝单元均发生概率的累积概率分布曲线，对流域内每个单元不同程度

的逐年干旱、洪涝平均出现的概率进行累积，得到的概率的累积频率分布曲线中可以分析水资源系统干

旱、洪涝的强度信息，干旱、洪涝影响的范围以及干旱、洪涝发生的时间区间等多种信息。应用 Boltzmann

函数求解流域内每个单元发生不同等级旱涝的平均概率的累积分布曲线，Boltzmann 函数的表达式如式

（2-3）所示， 

0

1 2
2/1

xx dx

a a
y a

e



 


）（

 

式中， 1a ， 2a ， 0x ，dx为四个待定系数， 1a 和 2a 分别为 Boltzmann 函数描述的 S 型曲线的上平

台值和下平台值， 0x 为 S 型曲线的中点，即当 x 时， 2( )y x a ；当 0x x 时，

1 2( ) ( ) / 2y x a a  ；当 x 时， 1( )y x a 。从概率累积分布曲线上看，累积分布曲线的值域限

制在 0 到 1 之间，累积分布曲线的上限值就是 Boltzmann 函数的上平台值，即 2a =1，而其累积分布曲线

的下限值就是 Boltzmann 函数的上平台值，即 1a =0。dx为曲线的坡度，表示随水资源系统旱涝等级变

化，具体指流域内各个单元在某个时刻中出现概率低的等级向出现较高概率的等级转化时的转化速率。

dx可以认为是流域内水资源系统旱涝时空分布的均一性，dx越小，在所有等级水资源系统旱涝状态中

的平均转换速率就越快，某一时间段评估流域内更多的单元发生干旱、洪涝的程度在更少的干旱、洪涝

等级中。Boltzmann 函数可采用高斯-牛顿迭代法进行求解，在此不加赘述。 

再次，对流域干旱等级指数进行标准化，标准化的思路是采用历史上流域全部单元旱涝平均指数对

逐月的水资源旱涝指数进行标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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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代表 12 个月，k 代表采用历史记录年数。式中的意义为流域内所有评价单元的逐月水资源

旱涝等级占全部单元的百分比累积后进行算术平均，得到流域内不同等级水资源旱涝等级平均发生概率

( )cp R 。用 Boltzmann 函数对 ( )cp R 曲线求解，得到 0 0cx x ，即评价时段内该流域某一时间尺度下流

域水资源系统旱涝指标平均强度指数； cdx dx 为评价流域内评价时间段中流域水资源系统旱涝指标在

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的平均差异表征指数，为了方便指标的评价需要对评估时间段内的流域水资源系统

旱、涝强度指数和流域水资源系统旱、涝时空分布差异指数做标准化处理方法如下式，将指数标准化后

得到该流域某一时间尺度下 RCI（Regional Water Critical Index）和 RCVI（Regional Water Critical Variance 

Index） 

0 0

0

c

c

x x
RCI

x


                                                       （5） 

c

c

dx dx
RCVI

dx


                                                     （6） 

某一流域在某一时间尺度下 RCI 为正，说明其累积概率分布 ( )p R 曲线相对与 ( )cp R 曲线靠下，该

时间尺度下该流域水资源系统状态比流域平均状态偏干旱，且 RCI 值越大，水资源系统状态越干旱。

RCI 为负，说明其累积概率分布 ( )p R 曲线相对与 ( )cp R 曲线靠上，该时间尺度下该流域水资源系统状

态比流域平均状态偏湿润，且 RCI 值越大，水资源系统状态越呈现洪涝状态。如果某一时间尺度下，

RCVI＞0，此时概率累积分布 ( )p R 曲线的上扬速度相对较慢，该时间尺度下流域的水资源系统旱涝时

空分布相比而言更加分散，说明此时该流域的水资源系统旱涝时空分布状态发生明显异常；RCVI 越小，

说明该时间尺度下流域水资源系统的旱涝时空分布就越集中，流域内各单元平均出现 不同旱涝等级数

相对较少。 

最后，考虑到不同流域的水资源系统旱涝状态背景不同，本次使用历史上评价流域的逐月旱涝指数

序列进行等级划分，方法采用信息熵算法，即按照某种等级划分规则对海河流域北系逐日 RCI（n）指

数进行等级划分，得到其等级序列 RRCI（n），等级序列 RRCI 中应该包含有关原始序列 RCI（n）的信

息，一般来说 RRCI（n）中包含的关于原始序列 RCI（n）的信息越多，保留的原始序列 RDI（n）的动

力学特性越全，等级划分越合理，因此，建立 RRCI（n）和 RCI（n）的互信息函数描述两者之间的非

线性耦合，互信息越高，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构造的临界点集合越合理。 

3 案例分析  

3.1 模拟流域介绍  海河流域北系位于华北地区（东经 111°~120°，北纬 38°~42°），地跨 5 个省市及自

治区，总面积 8.34 万 km2，其中，山丘区面积 5.22 万 km2，平原区面积 3.12 万 km2，分别占海河流域

北系总面积的 62.5%和 37.5%。海河流域北系是海河流域的重要分支，属于海河流域的二级水资源分区，

另外，由于本研究区域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市全部行政区域，小部分面积和大清河淀西平原和大清河淀东

平原有所重叠。 

3.2 资料选取  所用资料为海河流域北系1993年-2013年逐月的气象水文资料，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海河流域北系的干旱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干旱，并且当地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高，多种

水源联合应用，单纯的降水数据并不能反映当地的干旱情势，因此本次评价采用WACM水文模型计算出

单元网格的水资源量，病采用标准水资源量指数作为单元尺度的干旱等级评价，详细过程见相关文献。 

3.3 评价结果  所用资料为海河流域北系1993年-2013年逐月的气象水文资料，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海河流域北系的干旱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干旱，并且当地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高，多

种水源联合应用，单纯的降水数据并不能反映当地的干旱情势，因此本次评价采用WACM水文模型计



 

133 

算出单元网格的水资源量，病采用标准水资源量指数作为单元尺度的干旱等级评价，详细过程见相关

文献。为方便流域的干旱评价，研究采用16km*16km的矩形网格对海河流域北系进行剖分，得到373

个干旱评价单元，如图所示， 

 

图 1 海河流域北系水资源系统临界状态评价单元 

 

海河流域北系共计被剖分为 373 个评价矩形单元格，每个单元格包含 1990 年-2013 年逐月的水资

源量信息，对每个单元格的旱涝等级划分不考虑其它单元格的影响，仅对本单元格 1990 年到 2013 年的

水资源数据进行标准化水资源量指数的计算，为对比不同条件下区域内标准水资源量指数的评价结果，

选取了 1993年7月、2003年7月和 2012年7月做为对比对象，1993年、2003年和 2012年分别在 1990-2013

年序列中分别属于枯水年、平水年和丰水年，单元干旱分为 7 级 1~7 分别代表特别湿、中等湿、轻微湿、

正常、轻微干、中等干、特别干，单元干旱等级评价结果见下图 

 

图 2 1993 年 7 月海河流域北系评价单元旱涝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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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3 年 7 月海河流域北系评价单元旱涝等级划分 

 

图 4  2012 年 7 月海河流域北系评价单元旱涝等级划分 

 

1993 年 7 月份评价结果为，依然处于干旱状态的单元居多，说明 1993 年 7 月区域的不同单元可利

用水资源量也比往年偏少，有 10 个单元评价为中度洪涝状态，占评价总单元的 2.7%；有 15 个单元评

价为轻度洪涝，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4%；有 73 个单元评价为正常状态，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19.6%，139

个单元评价为轻度干旱状态，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37.3%；82 个单元评价为中度干旱状态，占评价单元总

数的 22%；7 个单元评价为重度干旱，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14.5%。2003 年 7 月的旱涝等级评价结果显示，

55 个单元评价为中度洪涝状态，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14.7%；70 个单元评价为轻度洪涝状态，占评价单

元总数的 18.8%；97 个单元评价为正常状态，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26%；59 个单元评价为轻度干旱状态，

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10.7%；57 个单元评价为中度干旱状态，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15.3%；35 个单元评价为

重度干旱状态，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9.4%。2012 年 7 月旱涝评价结果为，38 个单元评价为重度洪涝，主

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10.2%；83 个单元评价为中度洪涝，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22.2%；

117 个单元评价为轻度洪涝，占评价单元数的 31.4%；78 个单元评价为正常状态，占评价单元数的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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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个单元评价为轻度干旱，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10.7%；15 个单元评价为中度干旱，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4%；2 个单元评价为重度干旱，占评价单元总数的 0.6%。 

1993 年、2003 年和 2012 年 7 月份的不同等级旱涝均发生的概率分布见图 5、图 6。 

 

图 5  7 月不同等级旱涝均发生的概率分布图        图 6   旱涝等级累积概率分布 

 

用 Boltzmann 函数拟合不同年月的累积概率分布曲线情况如下图，表 2 为 Boltzmann 函数拟合不同

年月旱涝等级累积频率曲线参数结果。 

 

图 7 1993 年 7 月累积概率分布函数拟合   图 8 2003 年 7 月累积概率分布函数拟合 

 

图 9  2012 年 7 月累积概率分布函数拟合 

 

表 2 通过 Boltzmann 函数拟合不同年月旱涝等级累积频率曲线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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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参数 0x  参数dx  相关系数
2R  

1993 年 4 月 5.01 0.59 0.997 

2003 年 4 月 4.62 0.72 0.994 

2012 年 4 月 3.87 0.63 0.992 

1993 年 7 月 4.13 0.68 0.983 

2003 年 7 月 3.76 0.96 0.981 

2012 年 7 月 2.65 0.91 0.993 

 

通过 Boltzmann 函数拟合不同年月旱涝等级累积概率曲线后，曲线的关键参数值就可以定量的表现

出来，从表 2 可以看出不同参数所代表的意义，参数 0x 表示累积频率曲线的中点值，即纵坐标累积概率

为 S 曲线高度一半时对应横坐标旱涝等级的值，它反映了曲线偏向， 0x 为 4 附近说明流域整体处于正常

状态， 0x 偏向于 1 方向说明流域整体偏洪涝状态， 0x 偏向于 7 方向说明流域整体偏干旱状态。1993 年

4 月的 0x 最大为 5.01，说明流域整体偏干旱，而 2012 年 7 月的 0x 最小为 2.65 说明流域整体偏洪涝。dx

表示概率累积曲线的斜率， dx越小表示所有单元旱涝等级间的转化平均速率快，即该时段流域内更多

的单元分布在更少的旱涝等级中，流域的发生干旱或洪涝的一致性越强。1993 年 4 月的dx最小，说明

流域内的单元分布在较少的旱涝等级中，流域整体发生干旱的风险大，而 2012 年 4 月dx最大，说明流

域内的单元出现的不同旱涝等级较多，有的单元评价为干旱，有的单元评价为洪涝，不同单元间差异较

大。 

进一步根据拟合出的参数计算出 RCI 值和 RCVI 值 

 
图 10 1990-2013 年 4 月份和 7 月份 RCI 值变化规律 

流域的 RCI 和 RCVI 指数分别可反映出流域发生干旱的强度、范围和空间分布情况，当 RCI 上升，

RCVI 下降时，表示流域干旱的强度增加，干旱等级更加集中，意味着流域的干旱灾害在强度上和范围

上都在发展。当 RCI 上升，RCVI 也上升时，表示流域干旱强度有所增加，但是流域上分布的旱涝等级

分散，意味着干旱不会在区域上蔓延。RCI 下降，RCVI 上升，说明流域内干旱等级在下降，但是流域

内分布的旱涝等级增多，表示流域内干旱缓解过程并不稳定，仍需要观察流域内干旱情势的发展。RCI

下降，RCVI 也下降，说明流域内干旱等级下降，并且流域内旱涝等级分布更加均一，最大的可能是大

部分干旱单元回落到正常状态范围内，流域的干旱情势缓解显著，干旱不再发生、发展。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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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水资源量指数为评价指标的流域干旱状态评估方法，首先计算逐个单元的标准化水资源量指

数，并对逐个单元进行干旱分级；其次，统计流域内不同单元发生不同等级干旱发生的频率，并绘制其

累积概率分布曲线，通过 Boltzmann 函数拟合累积概率分布曲线，定量的表达反映干旱等级和范围的参

数；最后对反映干旱等级和范围的参数进行标准化并相应的划分干旱等级，定量计算出流域水资源干旱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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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rough Evaluation Method in Watershed Scale 

WANG Qinming1，WANG Jianhua1，ZHAO Yong1
，ZHAI Jiaqi1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drought identification methods are based on the point-scale range, generally based on 

site precipitation, runoff, soil moisture and other data to identify the point scale of the drought level, when 25% 

of the area of drought occurs, Watershed scale drought.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rid 

watershed is not perfect, and it does not consider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is paper, a drought ident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Boltzmann function is proposed, which considers the intensity of drought, the range of 

drought and the duration of drought.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the result can be quantified and validated in the 

North China Sea. 

Key words: drought, Basin scale, Boltzmann function, North Department of Haih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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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流域尺度干旱识别评价方法研究 

 

王庆明 1，王建华 1，赵勇 1，翟家齐 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摘要 

 

摘要：传统的干旱识别方法都是基于点尺度范围，一般是根据

站点的实测降水、径流、土壤含水量等数据识别点尺度的干旱

等级，当流域内有 25%的面积发生干旱时，则认为发生了流

域尺度的干旱。这种流域尺度干旱识别方法科学依据不完善，

也没有考虑地区的差异。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Boltzmann 函数

的流域干旱识别方法，综合考虑了流域干旱的强度、干旱的范

围和干旱的历时，且方法简单、结果可量化，并在海河流域北

系得到验证。 

 

关键词 

干旱，流域尺度，Boltzmann 函数，海河流域北系 

 
 

 

 

 

王庆明 

 

 

 
 

注：论文已投水电能源科学，尚未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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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参数及其阈值初探 

马巍2，班静雅1 ，廖文根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38；2.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北京 100120) 

摘要：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周边唯一的地表水源，库区水生态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首都人民的饮用水安全。针对密云

水库水生态安全综合性调控技术与管理手段缺乏的现状，为支撑和保障南水北调来水后密云水库库区水体的水生态

安全，以南水北调来水进入密云水库为背景，开展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概念辨析、特征及需求分析，识别了密

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因素，筛选出了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的水文参数（水深）、水质参数（TP）和水动力条件参

数（流速u），分别确定各特征参数的水生态安全阈值，并依此为依据评估南水北调来水对库区水生态安全状况影

响，结果表明南水北调来水可使库区整体的水生态安全状态进一步提高，但不能排除库湾及浅水区发生蓝藻水华的

可能。研究成果可为南水北调来水进入密云水库后库区水生态安全保障的监督与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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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水库作为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最主要方式，具有防洪、抗

旱、供水、灌溉、渔业、旅游等多种功能，并在居民日常生产生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越来越突出。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目标，库区水生态安全是支撑和保障库区流域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代表了水环境管理从水质目标管理向水生态安全管理转变的发展方向[1]。在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的今天，水库作为城镇主要的集中饮用水源日益面临着区域水资源过度

开发与废污水排放量增大的双重压力，水库富营养化问题日益凸显，库区水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2,3]。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在水生态安全评价、湖库生态承载能力、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等相

关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虽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对象涉及了湖库水生态安全管理这一领域，

但从技术层面上侧重评估类问题诊断技术居多，涉及调控类保障与管理技术偏少；从内容层次上侧重单

项因素的调控研究居多，涉及生态安全层次的调控研究较少[1，4-6]；从研究对象上专门针对水库类水体（如

密云水库）的相关研究鲜有。 

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唯一的地表饮用水源地，近十多年来受流域来水量逐渐减少、来水水质较差及供

水压力逐年增大等因素影响，库区水位长期过低(较正常高水位低 20m)、蓄水量很少（仅约占正常高水

位蓄水量的 1/6）、水质年际波动较大，库区水生态安全状况得不到保障。因此，本文以南水北调来水

调入密云水库为背景，开展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概念辨析、特征及需求分析，筛选库区水生态安全

调控特征参数，初步确定其安全阈值，以便为南水北调来水进入密云水库后库区水生态安全保障的监督

与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1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概念 

一般认为，安全是风险的反函数，通常指评价对象对于期望值状态的保障程度，或者防止非理想的

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可靠性[7]。生态安全是近年来新提出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以国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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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所（IASA，1989）提出的定义最具代表性，即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

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

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的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

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反映[7]。尽管对生态安全概念有不同

的理解，但在生态环境领域可大致分为以生态系统为终点的安全和以人类为终点的安全两类，前者注重

生态系统的健康、完整性和可持续性，后者关注人类生态环境的安全、所需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安全等
[1]。 

本研究强调的水生态安全应以人为本，倾向于以人类为终点的安全观念。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可定

义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水库水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面临低生态风险，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良好

且可持续[1,7]。水库水生态系统是否安全应以人们所要求的水生态因子或者生态服务质量来衡量。影响水

库水生态安全的因素会很多，如果其中一个或者几个因子不能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可认为该

水库水生态系统不安全，存在风险。 

水库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开发利用区域水资源的重要形式，其水文过程、水质变化

及水生态状况演变直接受人类需求的影响与控制，同时库区水生态环境亦对人类活动影响作出相应的反

应，如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导致入库污染物量增加，进而导致库区水质变差、富营养化演变趋势加重

等，故水库水生态安全状况是可以人为干预与适度调控的，但这种调控应侧重于针对人类活动干扰带来

的库区水生态安全的不利影响，长期自然演化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问题则需做特殊考虑。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是指为改善库区的水生态安全状况，以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目标为导向，

针对影响库区水生态安全的要素进行调控管理的过程。不安全的水生态状态和区域，可以针对影响库区

水生态安全的因素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减缓、降低或消除水生态安全风险，从而改善库区水生态环境功

能。 

2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特征及参数识别 

2.1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特征  基于密云水库水生态系统的特征和饮用水源地水生态安全保障需

求分析，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具有综合性、功能导向性、空间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 

①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的综合性。密云水库水生态系统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巨系统，它以库区水体

为中心，涵盖库区及其上游汇水区流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在空间范围上覆盖面积较

广且涉及不同的省市级行政单元，同时水库系统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具有高度非线性、动态性、

复杂反馈性等系统学行为特征[1]， 因此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必须立足于“综合性”，遵循从源头-过程（途

径）-水体（汇）的全过程管理原则，避免就库论库，否则水生态安全调控目标难以实现。 

②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的功能导向性。水库往往具

有不同的功能类型，包括主导功能和辅助功能。水生态调

控管理需要突出功能导向对调控措施制定的引导。密云水

库目前是北京市唯一的地表水源地，其主导功能是城市生

产与生活供水，故库区水质安全保护和水生态安全调控是

关键，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区保护、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

库区水质及水生态保护长效机制的建立等均需突出这一

敏感目标的保护。 

③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的空间异质性。从自然环

境角度，受库区形态、水动力条件及分层特征等因素影响，

密云水库具有河流区、过渡区和湖泊区的动力特征，不同区域的物理环境、水动力条件、水化学特点、

水生生物环境差异显著，对人类活动的耐受性和敏感程度亦有差异。从人为影响角度，人类活动存在空

间聚集性和区域分布差异性，主要通过入库径流影响库区水生态环境质量，故河流入库口区域受外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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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程度最直接，水生态安全问题较突出。针对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管理应重点关注潮河口、白河

口及其它小型支流（包括蛇鱼川河、白马关河、忙牛河、安达木河、清水河等，详细水系见右上图）入

库所在的库湾等微流水区或静水区。 

④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的不确定性。在自然演替规律和人类活动干扰双重作用下，密云水库生态系

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南水北调工程来水后库区的动态变化将更加明显。未来库区水生态安全状

况的发展趋势、压力风险及水生态安全调控措施有效性等均存在不确定性，故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的调

控方法及其实际应用均需要保持调控管理过程的动态性、信息开放性和适应性[1]，从而确保库区水生态

安全调控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以适应不同阶段的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管理需求。 

2.2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参数识别  密云水库是一个巨型复合水生态系统，流域面积 15788km2，

涉及河北省和北京市的 9 个县（市、区），其中北京市境内面积仅占 1404km2，且为水库周边，约占流

域面积的 8.9%[8]。入库污染物绝大部分均来自河北省并通过潮河、白河径流入库，故库区水质及水生态

状况受库区周边及其上游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及区域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突出，库区水生态安全的

影响因素较多。本文以密云水库水生态环境状况为背景，以南水北调来水进入密云水库为契机，以库区

水体为重点对象，识别南水北调来水对库区水质及水生态安全的可能影响，提出影响库区水生态安全的

可调控参数，为南水北调来水后库区水生态安全适应性管理提供依据。 

藻类是水体中的初级生产者，个体小、生活周期短、繁

殖速度快，易受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在较短周期内发生

改变，因而能够敏感地反映出库区水质变化与水生态安全状

态，故藻类是评价库区水生态环境的指示性指标。根据

2009～2012 期间拟定的密云水库水质监测方案（频率为每

周一次），对密云水库藻类变化与库区水位、水质因子开展

研究，其结果表明：库区各水质监测站点（见图 2）的浮游

动植物密度（以藻类总量为表征）与水深关系密切，同时在

不同月份不同的站点又与各水质指标（包括水温、pH、

CODMn和 TN 等）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结合国内外有关河流、湖库水生态安全的水力条件要求，识

别出影响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水文因子：在密云水库库区主要表现为水位，针对不同水质监测站点则可用水深（m）来表征； 

(2)水质因子：主要包括水温、pH、CODMn、TN、TP、透明度、叶绿素等影响其库区富营养状态及

其蓝藻水华发生的理化指标与气象指标； 

(3)水动力因子：富营养化与蓝藻水华现象频繁在湖库水域出现，其主要原因在于湖库的水动力条件

（以流速为表征）远弱于天然河流，故以库区流速大小为表征的水动力条件亦是影响密云水库水生态安

全的重要调控因素。 

3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参数阈值确定 

根据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参数识别成果，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参数主要包括水文参数、水

质参数和水动力参数三类。 

3.1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的水文参数阈值  自 1999 年以来密云水库库区多年平均入库水量不到 3

亿 m3[8]。受北京市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影响，并在尽可能地减轻密云水库的供水压力条件下，近年来库

区水位才能勉强维持在 136m 左右，较汛限水位低约 16m，较正常高水位低约 21m，由此可见，水位是

影响库区水生态安全的关键水文参数，也是南水北调来水后库区改变最显著的水文参数，同时也是根据

库区水生态安全需要可进行有效调控的水文参数。 

8 月是密云水库年内气温相对最高、库区藻类生长最旺盛、浮游动植物生物量最高的时段。下面将

以 2009～2012 年期间每年 8 月份库区各水质监测站点的周监测数据为例，分析库区藻类总数与库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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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水深间的关系，并基于该关系获取水体中浮游动植物数量控制在 10 万个/升以下（密云水库水生态

安全背景值）的水位（水深）调控参数，以便为南水北调来水后维护库区水生态安全的水文调控提供科

学依据。 

基于 2009 年 8 月、2010 年 8 月、2011 年 8 月(数据有误)和 2012 年 8 月白河主坝、潮河主坝、恒河、

库东、水九进口和金沟等站点的藻类总量（万个/L）与相应站点的水深资料，通过多项式拟合，得到不

同年份 8 月的相关关系图，其结果分别见图 3～图 6。 

 
由图 3～图 6 所示结果可知，在密云水库库区藻类生长最旺盛的 8 月，库区各站点的藻类总量与当

前水深关系密切，且相关性显著，即水越深，库区表层的藻类密度就越低；反之，水深越小，当前站点

的表层藻类密度就越高。依据上述相关关系式，在满足库区水体中浮游动植物数量控制在 10 万个/L 以

下时，2009 年、2010 年、2012 年分别需要的水深为 30.611m、28.621m、35.946m，平均值为 31.726m。 

2009～2012 年期间密云水库金沟和库东相对较浅,约为 8～9m,恒河水深约为 16m,潮河主坝、白河主

坝、水九进口水深均超过 20m，而该期间密云水库的平均水位约为 136m，故密云水库正常高水位 157.5m

条件下库区各站点水深基本均满足库区水体中浮游动植物数量低于 10 万个/L 以下的水深要求，故密云

水库正常高水位（157.5m）可作为南水北调来水后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的水文参数阈值。 

3.2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的水质参数阈值  基于 2009 年 8 月、2010 年 8 月、2011 年 8 月和 2012

年 8 月白河主坝、潮河主坝、恒河、库东、水九进口和金沟等站点的藻类总量与相应的水质监测资料（包

括水温、pH、叶绿素 a、TP、TN、CODMn、透明度等），通过多项式拟合分析,藻类数量与各水质指标

间均不显著相关。 

密云水库整体水质状况较好，除 TN 外的各项常规指标水质类别均为Ⅰ～Ⅱ类，目前库区水生态安

全风险主要来自于局部水域富营养化带来的蓝藻水华问题。1983 年 Smith V H.基于世界范围内 17 个湖

泊的调查结果，提出以 N/P 摩尔比来确定湖泊水华暴发的限值性条件。他提出当 N/P 摩尔比<29 时 N 为

限值性要素，一旦 N 浓度达到某一阈值，可能导致水华暴发；当 N/P 摩尔比>29 时 P 为限值性要素，一

旦 P 浓度达到某一阈值，亦可能导致水华暴发。 

近年来密云水库的 N/P 摩尔比约为 60 左右，显著高于 29，故 P 元素是密云水库“水华”爆发的限制

性因素。根据《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 395-2007)》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图 5 2011 年密云水库藻类密度与水深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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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9 年密云水库藻类密度与水深关系图 

图 4 2010 年密云水库藻类密度与水深关系图 图 6 2012 年密云水库藻类密度与水深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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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0.025mg/L 是评价湖库 TP 因子是否贫营养的阈值[9]，也是湖库Ⅱ/Ⅲ类水质标准的界限值。因此

本研究结合密云水库的水质状况，推荐 TP 指标作为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的水质安全因子，TP=0.025mg/L

作为水库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的水质参数阈值. 

3.3 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的水动力条件参数阈值  密云水库属大型湖库，库区最大水面面积达

188km2，近年来受库区来水量持续减少和供水压力大双重因素影响，库区水面面积萎缩严重，目前已不

足 100km2。密云水库入库和出库流量均较少，库区水体流动主要靠库区风场驱动，水流非常缓慢，库

区绝大部分水域流速均小于 0.01m/s。 

针对富营养化水体中流速对藻类生长的调控作用研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Escart[10]等人

的室内试验证明，要破坏藻群结构，水流流速必须大于 0.1m/s。Poff[11]等人发现去除河流岸壁藻类的最

小流速为 0.3～0.4m/s。Mitrovic[12]等人研究发现水库中的项圈藻爆发的临界流速为 0.05m/s。国内学者高

月香[13]等通过室内模拟实验研究了不同流速条件对太湖水中铜绿微囊藻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太湖

流速大于 0.3m/s 时，藻类数量的增殖随流速增大而减少，当流速小于 0.3m/s 时，藻类数量的增殖速率

随流速增大而增加。曾辉[14]等的研究表明铜绿微囊藻的生长速率在流动较慢的水体中（0.15m/s）生长要

好于流速较快的水体中（0.28m/s）。钟成华[15]进行了富营养化模型实验，结果显示紊流条件下藻类不易

生长。蒋文清[16]等进行了藻类生长试验，初步验证了临界流速的存在，在室外水流对天然水体的影响模

拟试验中测得，水华爆发的临界流速应该在 0.08～0.10m/s 之间。另外，王红萍 17]等（2004）利用 1992～

2000 年的水文资料，根据河流动力学理论，并从生物生长动力学的角度，将连续流反应器原理应用于汉

江水华现象，提出了汉江连续流生物反应器模型，并根据 Monod 方程分析，认为汉江中的藻类浓度与

水流流速应成指数关系，并提出了汉江断面发生水华的警戒流速为 0.225m/s。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本研

究推荐密云水库局部库湾水生态安全的水动力调控参数阈值为：流速(u)≥ 0.10m/s。 

4 南水北调来水对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影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于 2014年底通水，而工程沿线省份配套工程建设相对滞后，在运行初期（2015～

2019 年）无法充分利用工程设计的用水配额，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可加大流量向北京输水，存储于长期

干渴的密云水库中，从而可提高北京市的水资源战略储备，逐步恢复因缺水而严重受损的密云水库湖滨

带生态系统，逐步形成良好的水库复合生态系统，以保障密云水库水源安全。 

4.1 南水北调来水对密云水库水环境影响预测 

（1）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水质预测方案设计。根据工程设计资料，南水北调来水经白河发

电隧洞调入密云水库的设计流量为 10m3/s,设计入库水质浓度为 CODMn 2.93mg/L、TP 0.017mg/L、TN 

0.92mg/L。从相对有利和不利角度，设计了蓄水期间（2015～2019 年，下同）密云水库上游来水连续遭

遇丰、平、枯水年 3 种情景，采用经过校准与验证的 HSPF 模型，预测了密云水库蓄水期间不同设计水

情条件下库区主要河流的入库水量与水质浓度过程，并以此为边界条件，考虑库区和南水北调来水，采

用建立的密云水库平面二维水环境数学模型预测了库区蓄水及南水北调来水对密云水库水位、水流及水

质浓度变化影响，探讨了南水北调来水后密云库区水质目标可达性。 

（2）南水北调来水对密云水库水动力特征影响。密云水库水流运动主要受风力驱动影响，常年主

导风向（SW）和多年平均风速（2.24m/s）条件下，库区水流流速约为 0.86cm/s。受库区蓄水和南水北

调来水影响，库区水面积逐步扩大，风场对库区表层水体的驱动能力得到增强，但随着库区水位逐步升

高、水深增加，风场对库区水体的整体驱动效果将有所减弱，库区水流运动将更为缓慢。南水北调来水

对库区水流流速和库流形态影响很小。 

（3）南水北调来水对密云水库水位影响。密云水库设计正常高水位为 157.5m，汛限水位为 152.0m，

蓄水目标为 152.0m。南水北调来水期间供水很少，并考虑防洪安全调度需要，丰水年需南水北调补水

35 个月，平、枯水年均需全过程补水。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至蓄水期末，丰、平、枯水年水情下

库区水位分别可达 157.50m、152.77m、147.44m，库区水面面积分别为 179.33km2、161.13km2、139.56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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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蓄水期间密云水库如连续遭遇枯水年份，蓄水期末无法达到蓄水目标要求，平水年份能实现蓄水目标

要求，丰水年情景能实现正常高水位蓄水要求。 

（4）南水北调来水对密云水库水质影响。无南水北调来水时，密云水库利用流域自身来水蓄水后，

蓄水期末库区 CODMn、TP、TN 浓度分别为 1.67～1.87mg/L、0.009mg/L、0.60～0.76mg/L，分别属于Ⅰ

类、Ⅰ类和Ⅲ类水质。从蓄水期间库区水质指标浓度变化过程来看，各指标浓度均随蓄水时间的延长、

水库水位的逐步上升而呈逐年下降趋势。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后，蓄水期末库区 CODMn、TP、

TN 浓度分别为 1.67～1.88mg/L、0.007～0.008mg/L、0.64～0.74mg/L，各指标水质类别分属Ⅰ类、Ⅰ类

和Ⅲ类，但 TN 指标浓度仍不满足水功能区水质保护目标要求。与现状年相比，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

水库至蓄水期末库区各指标（CODMn、TP、TN）浓度分别改善约 31.0%、50.0%、23.3%。 

4.2 南水北调来水对密云水库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影响  南水北调来水水文调控下库区水生态安全状

况得到显著提高。基于设计的南水北调来水入库与出库方案，并考虑防洪安全调度需要，南水北调来水

调入密云水库至蓄水期末，丰、平、枯水年水情下库区水位分别为 157.50m、152.77m、147.44m，库区

水面面积分别为 179.33km2、165.51km2、144.25km2，至蓄水期末，枯、平、丰水年型下水生态安全（即

藻类密度低于 10 万个/L）的水域面积，将从现状条件下的零分别增加到 19.8 km2、37.6 km2、46.4 km2，

分别占其库区水面积的 13.7%、22.7%和 25.7%。  

南水北调来水后库区水质改善条件下库区水生态安全状态显著提高。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调

蓄后，不同年型下蓄水期末密云水库 CODMn、TP、TN 指标分别为 1.67～1.87mg/L、0.007～0.008mg/L、

0.64～0.74mg/L，南水北调来水后密云水库三指标的水质类别分属Ⅰ类、Ⅰ类和Ⅲ类。根据密云水库水

生态安全的水质调控参数阈值可知，南水北调来水后密云库区的 TP 浓度将由现在的 0.02mg/L 下降到

0.01mg/L 以下，水体营养状态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并大幅度地降低库区发生蓝藻水华的风险，故南水

北调来水将使库区整体的水生态安全状态进一步提高。 

随着南水北调来水不断进入库区，库区水位上升将淹没大量长期裸露的土地，并可能形成大面积的

浅水区，同时库湾区水动力条件更弱，雨季常有大量污染物随支流汇入，因此易在库湾和大面积浅水区

发生藻类爆发生长的情况，需要采用相应的水力调控手段，使该区域水流趋于紊乱或者水流流速增加（接

近或超过 0.1m/s），从而达到破坏藻类快速生长的效果。 

5 结论 

密云水库水生态状况直接关系到首都人民的饮用水安全，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是保障水库水生态安

全的关键途径。本研究以南水北调来水进入密云水库为背景，开展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概念辨析、

特征及需求分析，筛选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特征参数，确定其安全阈值，并依此为依据评估南水北调来

水对库区水生态安全状况影响。相关结论如下： 

（1）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可定义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水库水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面临低

生态风险，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良好且可持续。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则可定义为为改善库区的水生

态安全状况，以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目标为导向，针对影响库区水生态安全的要素进行调控管理的过程。

不安全的水生态状态和区域，可以针对影响库区水生态安全的因素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减缓、降低或消

除水生态安全风险，从而改善库区水生态环境功能。 

（2）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具有综合性、功能导向性、空间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库

区水生态安全调控研究需要遵循源头-途径-水体的全过程管理原则，以生活饮用水源目标管理为导向，

实施多要素、分区域、动态适应性管理，确保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过程能够适应南水北调来水条件下环

境与管理需求变化。 

（3）基于南水北调来水对库区水文、水动力及水质影响成果，以密云水库库区水体为重点对象，

提出南水北调来水期间影响库区水生态安全的调控因素及其代表性参数，同时根据密云水库库区历史数

据和现状水质，合理确定了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的水文参数、水质参数及水动力参数阈值，为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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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调来水后库区水生态安全适应性管理提供依据。 

（4） 随着南水北调来水不断进入密云水库，库区水位不断抬升，水面面积不断扩大，库区水体整

体自净能力进一步增强，库区水质浓度呈逐年减小趋势，水质改善效果明显，枯、平、丰水年型下库区

水生态安全的水域面积，将从现状条件下的零分别增加到 19.8 km2、37.6 km2、46.4 km2，TP 浓度将由

目前 0.02mg/L 下降到 0.01mg/L 以下，水体营养状态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并大幅度地降低库区发生蓝

藻水华的风险，故南水北调来水将使库区整体的水生态安全状态进一步提高。同时为避免库湾和大面积

浅水区发生藻类爆发生长的情况，需要采用相应的水力调控手段，使该区域水流趋于紊乱或者水流流速

增加（接近或超过 0.1m/s），从而达到破坏藻类快速生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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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grated control of hydroecological security parameters and 

threshold in Miyun reservoir 

Ma Wei1, Ban Jingya1, Liao Wengen2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2.China Renewable Energy 

Engineering Institute, Beijing 100120) 

Abstract: the Miyun reservoir is the only surface water around the Beijing, which ecological security situ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drinking water safety of the people. In view of the Miyun reservoir integrated control of 

ecological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eans which are not sufficient, to support and assurance for 

the water in Miyun reservoir  hydroeclogical security after the south-to-north water, in the article, the 

south-to-north water into the Miyun reservoir as the background, the control of hydroecological safety concept, 

characteristic and demand analysis of the Miyun reservoir can be discussed, the control of hydroecological 

safety factors and the hydrogeological parameter(depth of water), the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TP) and the 

hydrodynamic condition parameters(flow velocity ) can be extracted, the safety of hydroecological threshold of 

these parameters can be determined, respectively，to assess the south-to-north water for security situation of 

reservoir depend on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south-to-north water can make further improvement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status of whole reservoir, however，it may be occur algae blooms in cove or shallow water area.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ecological security supervision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for south-to-north 

water after entering Miyun reservoir. 

Key Words：Hydroecology; control of safety;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threshold valu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Miyun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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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参数及其阈值初探 

 

马巍 1，班静雅 1，廖文根 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38 

2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北京 100120 

 

摘要 

 

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周边唯一的地表水源，库区水生态安全状

况直接关系到首都人民的饮用水安全。针对密云水库水生态

安全综合性调控技术与管理手段缺乏的现状，为支撑和保障

南水北调来水后密云水库库区水体的水生态安全，以南水北

调来水进入密云水库为背景，开展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控

概念辨析、特征及需求分析，识别了密云水库水生态安全调

控因素，筛选出了库区水生态安全调控的水文参数（水深）、

水质参数（TP）和水动力条件参数（流速 U），分别确定各

特征参数的水生态安全阈值，并依此为依据评估南水北调来

水对库区水生态安全状况影响，结果表明南水北调来水可使

库区整体的水生态安全状态进一步提高，但不能排除库湾及

浅水区发生蓝藻水华的可能。研究成果可为南水北调来水进

入密云水库后库区水生态安全保障的监督与科学管理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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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坡面滚波流特征参数测量系统研究 

杨苗3，龚家国 1※，张宽地2，范典2，赵勇1，王浩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038；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杨凌 712100 ） 

摘要：精确高效的观测手段是深入研究坡面薄层水流特性的基础。采用高精度超声波水位传感器，根据系统集成理论

和自动化测量原理，研制了坡面滚波流特征参数测量系统。通过对测量数据进行精确度和稳定性评价，并在光面玻璃

床面，5种坡度和 5种单宽流量条件下与测针法和目测法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测量系统测距的相对误差平均值为 0.23%，

变异系数平均值为 0.66%；测量系统测得的滚波波峰值与测针法测量结果最为接近，滚波频率、波速、波长和目测法观

测结果的接近程度依次减弱；测量系统与目前传统观测方法相比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且能够进行持续稳定观测，

具有较好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能够满足坡面滚波流水流特性研究需求。研究成果在坡面水流测量手段改进方面具有

广阔的运用前景。 

关键词：滚波特征参数；薄层水流；超声水位计；测量方法  

中图分类号：S158.1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坡面薄层水流是坡面土壤侵蚀和污染物迁移的主要动力，探究坡面薄层水流的水动力学特性是进

一步研究侵蚀过程及面源污染的基础[1-9]。坡面薄层水流厚度一般只有几毫米甚至为零点几毫米，其水

流过程受到地形、地表覆被物类型、水流形态、降雨，以及沿程质量源和动量源汇入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容易形成滚波，使得其水动力学过程更加复杂[10-12]。目前，测量技术的落后致使坡面薄层水流研

究工作较明渠水流难度较大，尤其是坡面滚波测量方法研究还尚未成熟。 

坡面薄层水流研究中采用的基本参数主要包括平均意义上的流量、流速、水深以及滚波的波高、

波速和频率。目前已有大量关于平均意义上水力参数的测量方法研究，包括平均流量的测量[13-14]、平

均流速的测量[15-20]以及平均水深的测量[21-22]。国内对于坡面薄层水流滚波的研究成果[23-25]仅局限于采

用人工观测波速（浮标法）、波高（测针法）和频率（目测法）的方法。国外 Kapitza[26] 最早采用阴影

成像技术对滚波测量方法进行了研究，率先实现了滚波水流的可视化，但此方法精度相对较低；在 Liu、

Gollub [27-28]滚波试验中，采用了荧光成像观测技术，简化了水流表面可视化过程的同时提高了精度；

Mouza et al[29]采用相对更精确的光吸收技术对稳定的坡面流进行了测量，该技术比较直观且容易实现，

相比其它更复杂的测量系统，它的成本也比较低，缺点是该测量系统在水流自由表面失稳滚波演化时，

相对误差较大；G.H. Fiorot[30]采用更有利的光属性吸收技术，对甘油明渠层流滚波进行了测量，通过

与数值分析结果对比，表明该测量技术非常适用于滚波的测量，但对于水深较薄的坡面流是否适用还

未见报道。综合看来，上述方法均未实现滚波波速的直接观测。 

以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坡面薄层水流水动力学特性的研究进程，但以上测量方法难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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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滚波水动力学特性研究的深入。因此，对于精确、高效、简洁、直观的坡面薄层水流观测技术

的研究是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关键。 

2 试验装置和原理 

2.1 试验基本装置   

试验于 2016 年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综合试验大厅进行。为便于

水力要素的观测和超声波传感器的架设，试验水槽采用矩形结构设计，尺寸为 11m×0.5m×0.5m，支

撑支架采用 11m×0.6m×0.6m 的角铁桁架结构。槽身处设置直立梁，并通过斜拉钢索与水槽主梁连接，

可保证水槽纵横向变形均小于 1mm，坡度可调范围为 0～30 度。恒定供水系统包括蓄水池、变频泵、

电磁流量计和出水池，电磁流量计流量监控范围为 0~6m3/h，测量精度为 0.4%。出水池采用深漏斗形

结构，并放置蜂窝状整流器，以减少上方来水波动对薄层水流过程的影响。图 1 为试验水槽。 

试验底坡定为3°、6°、9°、12°、15°，即能坡S为0.0524、0.1051、0.1584、0.2126、0.2679。

综合考虑出现滚波的流量区间，设计流量定为5.00、7.50、10.00、12.50、15.00L/min，即单宽流量为

0.167、0.250、0.333、0.417、0.500L/(s·m)共5个水平处理，共进行25组试验。试验设置5个观测断面，

观测断面间距为1m。为便于观测，第一断面设在距水槽进口4m处，依次为2、3、4、5观测断面。采

用人工测量法（即测针法和目测法）和超声波法对试验进行观测，测量参数包括滚波的波高、波速和

频率。由于测针法观测滚波波谷水深存在较大困难，两种方法均只对波峰水深进行测量，测针法采用

重庆水文仪器厂生产的SX402数显测针仪测定，精度为0.01mm。波速采用颜料示踪法测量，观测流程

长度为2m。滚波频率测量采用目测法，记录10s内通过观测断面的滚波个数。为避免槽底的不平整度 

造成干扰，试验下垫面选定为光面玻璃。 

 
图1 试验水槽 

2.2 测量系统基本装置和原理 

测量系统主要由超声波传感器、数据采集箱和控制电脑构成。超声波传感器的型号为堡盟 UNAM 

12I9914/S14，感应范围为 20mm~200mm，声波频率为 380kHz。以两个传感器为一组，在水槽观测断

面处前后布置，断面前布置 1#传感器，断面后布置 2#传感器，间距为 5cm。间距主要由滚波波长（即

波间距）确定，间距越大，平均的传播速度的测定越准确，如果过大会造成两个传感器之间有多个滚

波产生，对参数的测量带来干扰，故为保证参数的测量精度，两传感器最佳间距为略小于波间距。本

次研究超声波测量持续时间为 30s，采集数据 2000 次，采样平均间隔时间为 15ms。根据文献[23]测得

的最大滚波波速为 1m/s，本次所用传感器端口距水槽底部距为 6cm，信号传播时间仅需 0.2ms，传感

器采集数据对应的水流质点与实际测量时的水流质点相对位移仅为 0.2mm，可以有效抓住波峰和波谷



 

150 

等特征值。坡面滚波流特征参数主要有波速 C、波高 h、频率 ω和波长 L 等。图 2 给出了超声波测量

滚波试验的原理和测量图。 

 
图2 试验原理及测量 

从图中可以看出，测量系统可直接得到水深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图，通过同一滚波经过一组传感器

所需要的时间计算波速，通过水深识别滚波的波峰和波谷计算波高，通过单位时间内经过观测断面的

滚波个数计算频率，波长由波速和频率得到，从而实现对单个滚波特征参数的逐一测量。其中，波高

计算公式为： 

         谷峰 - hhh    (1) 

式中：h峰表示平均波峰平均水深，mm；h谷表示平均波谷平均水深，mm。 

频率计算公式为： 

      

始终 -

1

tt

n 
   （2） 

式中：t终表示通过观测断面最后一个滚波波峰对应的时刻，s；t始表示第一个通过观测断面滚波波

峰对应的时刻，s；n表示通过滚波的个数。图2中t1表示滚波波峰质点o通过1#传感器的时刻，t2表示同

一质点o’通过2#传感器的时刻，时间由采集系统进行纪录。 

滚波波速计算公式为： 

    
t

s
c    （3） 

式中：s表示两个传感器的间距，m；t表示滚波波峰通过两个传感器断面的间隔时间，即t1和t2的

差值，s。取多个滚波波速的平均值作为观测断面最终的波速值。 

滚波波长计算公式为： 

    



c

   （4） 

式中：c表示滚波的波速，m/s；ω表示滚波的频率，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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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测量数据质量评价方法 

2.3.1 精确度和稳定性评价 分别采用相对误差和变异系数对测量系统的精确度和稳定性进行评价，评

价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100



A

A
   （5） 

        %100
MN

SD
CV   （6） 

式中： 为为相对误差， 为测量值，A 为真实值；CV 为变异系数，SD 为标准差，MN 为平均

值。 和 CV 值越小，表示测量系统的精确度和稳定性越好。 

2.3.2 超声波测量系统评价  采用相对均方差误差（RRMSE）、平均相对误差（MRE）、平均绝对误差

（MAE）以及相关系数（R）4 个常用的统计参数评价不同测量方法的差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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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Oi为第i个参照值，Om为n个参照值的平均值； Pi为第i个测定值，Pm为n个参照值的平均值。

RRMSE表示两者的统计分布规律情况，MRE、MAE均表示两者的误差值大小，MAE适用于出现负值

误差的情况，三者的数值越小，说明测定值与参照值间的差异越小，接近程度越高。R绝对值越接近

于1，说明其相关性越好。 

3 结果与分析 

3.1 精确度及稳定性分析 

超声波是一种由换能晶片在电压的激励下发生振动产生的振动频率高于声波的机械波，遇到物体

反射后由接收传感器的换能器接收波产生机械振动，将其变换成电能量，所以采集系统采集的测量数

据为电压值，需对其进行标定，进而得到实际的距离。传感器的标定距离（传感器发射端表面与水槽

底板的距离）定为30、60、90、120、150、180mm，步长为30mm。标定距离通过直尺和游标卡尺确

定，精度分别为0.1mm和0.02mm，通过水准尺测定以保证传感器与水槽底部垂直。为避免温度变化给

实验结果造成影响，整个实验的标定过程前后不宜持续时间过长。最终可得到电压值和实际距离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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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并得到其标定转换公式。 

表1给出了转换后不同测量距离得到数据的统计参数，从表中可以看出，极差值在测量距离为

180mm时最大，120mm时最小；相对误差随着测量距离的增大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在测量距离为

120mm时达到极小值；变异系数随着测量距离的增大呈现减小的趋势。坡面流滚波的测量需要进行1

次槽底基准测量和1次坡面流测量，水深测量精度的提高依赖于二者测量的精度和稳定性。综合所有统

计参数进行考虑，试验测量距离定为12mm。此测量距离下测量数据的相对误差为0.0023，变异系数为

0.0066，测量结果精确度及稳定性满足试验要求。 

表1 不同测量距离统计参数 

统计参数 
测量距离/mm 

30 60 90 120 150 180 

平均值 30.2557 59.8740 89.5945 120.0401 149.4938 181.1805 

极差 3.0730 3.0815 3.2136 3.0256 3.3262 3.3481 

相对误差 0.0155 0.0065 0.0048 0.0023 0.0038 0.0091 

变异系数 0.0558 0.0138 0.0081 0.0066 0.0044 0.0036 

3.2 人工测量与超波测量系统对比分析 

分别采用超声波测量系统和人工测量方法对滚波发育较为明显的断面进行观测，图 4 给出了坡度

为 3 度、不同单宽流量下水深随观测历时的变化关系，根据公式（1）~（4）分别计算出滚波的波高、

频率、波速和波长，比较两种方法测量结果的差异。由于人工测量方法难以实现同时测量同一滚波的

波峰和波谷水深，此处用波峰水深进行比较。该条件下的具体比较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从表 2 中

可以看出，滚波波峰水深的 RRMSE、MRE 和 MAE 值均较小，相关系数达到了 0.938。表 3 给出了

25 组试验工况下，两种方法测得的波峰水深对比值，以测针法为参照值，具体到每个观测值，两者的

数值都较为接近，相对误差范围为 2.34%~17.5%。表明两种方法的波峰水深测量结果具有较好的规律

一致性和相关性；两种方法测得滚波的频率、波速和波长的接近程度指标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其

相关系数分别为 0.804、0.636、-0.171，依次减小，其中滚波波长的相关性最小。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人工测量方法的局限性有关，通过对 25 组试验测得的滚波数据分析后发现，滚

波流作为非恒定非均匀流，每一种试验工况 30s 的测量过程中，滚波的波高、波速和频率均不恒定，

变异系数值分别在 0.088~0.298、0.207~1.588、0.341~0.500 之间波动，平均值分别达到 0.238、0.806、

0.430，其中滚波波速的变异程度最大，周期次之，波高最小。可以发现滚波波峰水深的变异系数较小，

人工测量和超声波测量得到的波峰水深的相关性也较好；反之，滚波波速和频率的变异系数较大，两

种方法测得的波速和频率的相关性也较差。 

可见对滚波流进行较长时间的数据观测是很有必要的，而人工测量的过程中持续时间较短，观测

时长会难以覆盖观测断面的滚波变化周期，因此会造成测量误差，而超声波测量系统能够持续稳定测

量，从而提高试验测量精度。另外，在人工进行测量的过程中发现，人为选取的测量目标均为演化较

为成熟的滚波波形，即滚波聚合后波形较为明显的，致使测量数值相比真实值略大。本次人工测量得

到25种工况下的滚波波高、周期、波速的标准差分别为0.13、0.24、0.24，超声波测量系统得到的滚波

波高、周期、波速的标准差分别为0.20、0.30、0.31。后者的数值均大于前者，其原因可能是与人工测

量下意识的选取发育较好的滚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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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流量条件下波峰水深随时间变化关系图 

表2 超声波测量与人工测量数据比较 

评价指标 RRMSE MRE MAE R 

波峰水深 0.079 0.002 0.127 0.938 

滚波频率 0.285 0.012 0.158 0.804 

滚波波速 0.282 0.006 0.141 0.636 

滚波波长 0.150 0.013 0.099 -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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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种方法波峰水深对比值                        

坡度 S 方法 

单宽流量/ (L·m
-1

·s
-1
) 

0.178 0.254  0.340 0.411  0.530 

3° 
测针法 1.89 1.93 2.37 2.43 2.63 

超声波 1.99 2.03 2.25 2.35 2.39 

6° 
测针法 1.67 1.88 2.25 2.33 2.40 

超声波 1.42 1.83 2.17 2.27 2.27 

9° 
测针法 1.55 1.79 2.17 2.22 2.27 

超声波 1.47 1.71 1.79 2.13 1.99 

12° 
测针法 1.47 1.75 2.03 2.05 2.11 

超声波 1.41 1.79 1.87 1.97 1.93 

15° 
测针法 1.38 1.65 1.78 1.82 1.83 

超声波 1.3 1.55 1.86 1.71 1.67 

4 结论 

针对坡面薄层滚波流特征参数测量问题，研发了基于超声波测量原理的滚波特征参数测量系统，

可以实现单个滚波的实时监测，主要结论如下： 

（1）测量系统设计合理，滚波特征参数推求过程简单、物理意义明确。测量相对误差平均值为

0.23%，变异系数平均值为 0.66%，具有较好的精确度和稳定性。 

（2）测量系统和人工测量法（测针法、目测法）测得的滚波波峰值接近程度最高，滚波的频率、

波速、波长接近程度依次减弱。 

（3）测量系统可以实现逐个滚波水力特征参数的全面观测，有效避免人工观测过程中的人为误差，

客观的反映坡面滚波流的水动力特性规律。 

（4）与人工测量相比，测量系统自动化程度高且操作简单，不受测量空间限制，可以长时间稳定、

准确和快速测量。 

本研究仅在玻璃下垫面条件下对超声波测量系统进行了评价、验证，该系统是否适用于更为复杂

的试验条件下的滚波特征参数测量，还需在以后的研究当中进行验证。同时，实现超声波测量系统滚

波数据的准确、快捷的提取工作也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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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asuring system for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roll wave 

Yang Miao1，Gong Jiaguo 2※，Zhang Kuandi1，Fan Dian1， Zhao Yong2，Wang Hao2 
（1．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Shaanxi,Yangling 712100，China;2. China Institu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China） 

Abstact: The precise study of free surface flows based on experimental results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sheet flow. Accurate and efficient means of observation i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of slope flow characteristics.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is to describe a useful experimental system for 

measuring roll waves. Studies using high-precision ultrasonic level sensor, through system integration and 

automation methods developed measuring system for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roll wave. The 

measurement system is composed of ultrasonic sensor, data acquisition box and control computer.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a hydraulic flume. The unit flow rate varied from 0.167 to 0.500 × 10−3m3 s−1, 

and slope gradient from 3°to 15°. By calibration and test showed that: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of the 

measurement system is 0.23%, the averag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s 0.66%.Some important parameters that 

identifies the waves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wave celerity ,wave period, wavelength and wave amplitude. In 

this study, by recording roll waves observed in the same se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depth and 

time was obtained by ultrasonic water level meter. The average interval time of data acquisition was 15ms, so 

the sensor can capture the change of water level in time.Through the average of roll waves crest and trough 

depth that measured throughout the time range to get wave amplitude. Roll wave frequency using the number 

that obtained by observing the cross section peaks in unit of time. Measurement of rolling wave velocity 

mainly by the two sensors to achieved .Two sensors will record the time of the same roll wave,as long as 

measuring the distance of the two sensors, the wave velocity can be obtained. The wave length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wave speed and the frequency.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stylus method and 

visual method to assess the validity of the measurements take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ve peak measured 

by the system is closest to the stylus method, the closeness of roll wave frequency, velocity, and wave lengths 

with value that visual method got is successively weakened. It indicates that the measuring device has better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to reach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of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for slope rolling wave 

flow. For the same observation section, the rolling wave is not constant in the measurement process of the 

ultrasound system, the wave amplitude, wave celerity and frequency of the averag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ere reached 0.238, 0.430, 0.806.Observation of artificial means can not do continuous work, but ultrasonic 

measuring system can achieve measurement sustained and stable to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the 

test. Ultrasonic sensors are fixed on the test tank, they have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and high 

efficiency and can directly calculate the wave celerity, frequency and wavelength on the basis of data 

obtained from the depth.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the measuring system greatly reduce 

test time and effort to improve test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ater flow measurement method on the slope surface. 

Key words：Roll wav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Sheet flow; Ultrasonic level gauge;Measure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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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确高效的观测手段是深入研究坡面薄层水流特性的基础。

采用高精度超声波水位传感器，根据系统集成理论和自动化

测量原理，研制了坡面滚波流特征参数测量系统。通过对测

量数据进行精确度和稳定性评价，并在光面玻璃床面，5 种

坡度和 5 种单宽流量条件下与测针法和目测法比较分析，结

果表明：测量系统测距的相对误差平均值为 0.23%，变异系

数平均值为 0.66%；测量系统测得的滚波波峰值与测针法测

量结果最为接近，滚波频率、波速、波长和目测法观测结果

的接近程度依次减弱；测量系统与目前传统观测方法相比自

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且能够进行持续稳定观测，具有较好

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能够满足坡面滚波流水流特性研究需

求。研究成果在坡面水流测量手段改进方面具有广阔的运用

前景。 

关键词 

滚波特征参数；薄层水流；超声水位计；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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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方法研究现状 

张启义1,2 ，张顺福1,2 ，李昌志1,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8；2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0038 ） 

摘要：山洪灾害防治是山丘区防灾减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是减少人员伤亡的有效手

段。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系统的基本构架包括灾害识别、驱动数据、计算模型以及预警系统必备的软硬件构架等四

部分，比较先进的系统还包括可靠度分析模块。在调研世界各国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灾害识

别、驱动数据、计算模型、预警系统和可靠度研究五个维度综述了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研究现状。我国的山洪灾害

预警系统尚处起步阶段，尚需在降雨预报、遥感数据的应用、计算模型的适用性、可靠度研究和预警系统的建设

等诸多方面继续开展工作。 

关键词：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现状，FFG，综述 

 

山洪灾害一般是指由暴雨洪水引发的，发生于山丘区小流域的洪灾及由洪水诱发的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1]。山洪灾害一般发生于坡陡流急的源头流域，具有短历时、强降雨、大比降、小面积等

特点[2,3]。在山洪灾害防御中，虽然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属于山洪灾害的亚类，但由于它们的发

生机理复杂、随机性较大、缺乏成熟的模拟方法，因此，国内外现有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鲜有考虑。 

山洪灾害一般历时不超过 6 小时，短则十几分钟，识别、预报、预测的难度较大，因此，每年都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加快山洪灾害防御、减少人员伤亡是山丘区

防灾减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从上世纪开始，世界各国相继开展山洪灾害预警预报的研究。最早的现代山洪灾害预警系统是美

国的 FFG 系统（Flash Flood Guidance System），该系统于 1969 年上线，经过 40 多年的研究和发展，

已成为全世界应用最广泛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4,5]。此外，还有欧洲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 EFFS（The 

European Flood/Flash Flood Forecasting System）[6,7]、澳大利亚的 ALERT 系统和马来西亚的 GEOREX 

FLOOD 系统等等[8]。 

世界上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的主流方法是动态预警。各国对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方法的研究主要侧重

在五个方面：（1）山洪灾害识别方法；（2）降雨预报系统；（3）山洪灾害预警系统依赖的计算模型；

（4）预警系统的构建方法；（5）可靠度研究。 

1 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基本构架 

虽然各国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系统略有差别，但基本构架均包括灾害识别、驱动数据、计算模型以

及预警系统必备的软硬件构架等四部分，比较先进的系统还包括可靠度分析模块，该模拟主要分析预

警指标的可靠程度，为预警信息的发布提供决策支持。 

图 1 为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基本构架。从图 1 可以看出，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

实轴和虚轴两部分，实轴主要根据实测资料计算流域的当前状态，即基于 ti-1 时刻计算的状态数据和

ti-1-ti 时段的实测数据计算得到 ti 时刻流域的状态数据；虚轴主要是基于预警数据进行灾害分析并作预

警决策，主要流程是基于 ti时刻流域的状态数据和未来 T 历时（如 1 小时、3 小时、6 小时等）的降雨

预报数据，计算 T 历时后流域的状态，并依据灾害识别的方法和可靠度分析，确定山洪灾害发生的可

能性并作预警发布决策。实轴和虚轴计算互不干扰，当一个某时刻的预警分析完成后，系统自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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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周期的计算，从而达到动态预警的目的。 

状态数据1

实测状态数据1
（驱动数据）

计算模型
预测数据1

（驱动数据）

山洪灾害预警1

计算模型 状态数据2

实测状态数据2
（驱动数据）

计算模型
预测数据2

（驱动数据）

山洪灾害预警2

计算模型 状态数据3

计算模型
预测数据3

（驱动数据）

山洪灾害预警3

实测状态数据3
（驱动数据）

可靠度分析 可靠度分析 可靠度分析

灾害识别 灾害识别 灾害识别

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系统

 
图 1 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基本构架 

2 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研究现状 

2.1 灾害识别 

灾害识别是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基础，主要是鉴定山洪灾害发生的临界点和发生地点。世界各国

的国情不同，所采用的山洪灾害识别方法也不同。 

大部分国家将山丘区小流域洪水漫过河漫滩引起的灾害称为山洪灾害，并将平滩流量（bankfull 

flow）作为山洪灾害发生的临界点[9]。平滩流量一般采用曼宁公式计算，这就需要获取预警点的河道

断面资料，包括纵、横断面及糙率等，这对于缺乏资料的山丘区而言，意味着巨大的野外调查工作量，

因此，一些学者转而研究河道断面形状与流域其它特征量的关系[1,10,27]，如 Carpenter 等提出了依据流

域面积等指标计算河漫滩宽度 b、平滩平均水深 h 的计算公式。 

为了避免计算平滩流量所需的大量野外调查工作，一部分学者对平滩流量的规律展开研究，主要

是研究平滩流量对应的洪水重现期，对于无资料地区，即可以采用该重现期的洪峰流量作为山洪灾害

预警的临界流量[9,25]。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调查结果，美国境内平滩流量对应的洪水重现

期大约为 2 年一遇，所以，FFG 系统采用的预警流量即为 2 年一遇的洪峰流量，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

在设计山洪灾害预警系统时，也多沿用该标准确定山洪灾害临界流量。 

用统一重现期作为山洪灾害的识别方法避免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工作，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

这种方法仍饱受争议，主要由于山区河道变化剧烈，河道各处平滩流量对应的洪水重现期也有较大的

差别，如 Williams 研究了 32 条河流，发现平滩流量对应的洪水重现期为 1~32 年，平均为 1.5 年，之

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与此比较接近，甚至有的学者研究发现，个别地点平滩流量对应的洪水重现期

不足 1 年一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FFG 系统采用的山洪灾害临界流量的标准是不安全的，也有

研究指出，FFG 系统最大的不确定来源，就在成灾流量的确定上。 

我国的山洪灾害识别，并未沿用国际上通用的平滩流量或漫滩流量对应的洪水重现期，而是改用

成灾水位。成灾水位是根据沿河村落中最先受淹住房的宅基地高程确定的，该水位是沿河村落山洪淹

没的起点。成灾水位的调查，需要测量村落中各居民户的宅基地高程，绘制居民户宅基地沿高程的分

布曲线，同时，为了将成灾水位转换为成灾流量，还需要测量沿河村落附近的河道断面并调查河道的

糙率情况，因此，各沿河村落成灾水位的确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国从 2013 年开始，对全国

2058 个山洪灾害防治县展开调查，测量了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区的成灾水位。成灾水位更加关注人民的

生命财产损失，是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山洪灾害识别方法。 

 

2.2 驱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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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驱动数据主要分为两类：降雨数据和流域状态数据。降雨数据是指未来一定

历时的预报降雨，流域状态数据是实测的能映流域当前状态的数据。降雨数据是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

基本驱动数据，而流域状态数据是比较确定的数据，主要用于模型的校验及纠偏，以提高预警的可靠

度。 

2.2.1 降雨数据  降雨预报的准确度和预见期是山洪灾害动态预警中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综合分

析全世界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可以发现，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降雨预报数据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数值天气预报（NWP，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模型：NWP 模型起源于 20 世纪初期

并不断发展，近年来，NWP 模型在空间上的分辨率已低于 10Km，在时间上的分辨率已低于 1 小时。

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 NWP 产品，如 ALADIN、SKIRON 等。NWP 模型预报的范围一般

较大，其结果需要降尺度处理才能应用于山洪灾害预警。 

（2）卫星测雨：卫星测雨主要是采用一定的算法，将卫星测量的高精度微波数据和红外线数据，

解译为降雨数据，如 Burton 等人根据卫星监测到的云层顶部的温度数据，采用一定的算法转化为降雨

数据等。目前，基于卫星数据的比较成熟的降雨数据产品有 CMORPH、3B42RT、PERSIANN 和 GSMaP

等等，这些产品覆盖的区域为北纬 600和南纬 600 之间，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 0.10~0.250，时间分辨率

可达 1~3 小时。 

（3）雷达测雨：雷达测雨根据雷达回波推算雨量，是一种间接测雨方法。雷达测雨可以随时提供

几百公里范围内的降水分布和结构等气象情报，提供的是中尺度的降水信息，对于补充地面站的不足

十分有效。一般而言，雷达测雨数据往往存在系统偏差和不确定性，但若配合地面雨量站的实时校正，

雷达测雨可达很高精度。雷达测雨得到的数据只是某一时刻降雨的状态量，需要同气象卫星探测资料

及常规气象观测资料相结合，方可进行短时间降水预报。 

（4）实测降雨：实测降雨主要指地面水文站和雨量站监测到的降雨，是降雨数据中最准确的数

据。基于实测降雨资料也可进行降雨预报，如采用回归算法、统计方法或人工神经网络等算法，但实

测降雨更多的是用于对于卫星测雨、雷达测雨的修正及对 NWP 模型的校验。当然，世界上也有个别

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系统直接将实测降雨作为系统输入，而并不采用降雨预报。 

近年来，集合降雨预报（EPS，Ensemble Precipitation System）被广泛应用于降雨预报[11]，它是将

NWP 模型的结果、卫星数据、雷达数据及地面测量数据进行融合，从而得到较高精度的降雨预报，其

预见期一般最长可达 6 小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可达更长预见期的预报技术，如 Ebert 提出了 PME

（Poor Man’s Ensemble），其降雨预报的预见期可达 48 小时。目前，欧洲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系统应用

的降雨预报数据，是两个集合降雨预报模型的产品，其预见期可达 5 天。 

2.2.2 流域状态  数据流域状态数据包括流域土壤含水量、地表温度、积雪量、融雪量、地形、土地利

用、植被覆盖及蒸发蒸腾量，个别有水文测站的流域还有实测雨量、流量及水位等。流域状态数据主

要用于模型校正并作为实轴计算的输入量，以确定流域的下一个状态（见图 1）。 

近年来，高精度遥感数据为大范围获取流域状态数据提供了条件，特别可以为无资料地区山洪灾

害动态预警提供数据支撑。目前，通过卫星微波可以测量到地表以下 10cm 以内的土壤含水量，多项

研究表明，卫星测量的土壤含水量与地表实测的土壤含水量可以达到较高的吻合度。基于遥感数据的

蒸发量计算方法和模型也得到发展，但其可靠性尚未有定论。另外，也有部分学者研究根据遥感数据

获取积雪量、土地利用数据、淹没范围及水库库容等。 

虽然高精度遥感数据可以为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提供数据支撑，但其在山洪灾害动态预警中的有效

性饱受质疑，主要是对卫星遥感数据的处理需要大量的时间，不能满足山洪灾害 “短历时”的要求，因

此，卫星遥测并不能完全取代地面观测手段。 

2.3 计算模型 

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计算模型可分为两类：水文模型和非水文模型。水文模型是山洪灾害动态预

警的主流模型，又可分为集总模型、分布式水文模型和半分布式水文模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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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总模型一般为概念模型，如我国广泛使用的推理公式法、瞬时单位线法、新安江模型、陕北模

型等，美国 FFG 系统采用的 SAC-SMA（Sacramento soil moisture accounting model）模型、瑞典水文

气象研究所研发的 HBV 模型也是集总模型等等。集总模型不能反应研究区域内各点的水文过程，因

此，如果预警点在研究区域内，则不能使用集总模型，另外，集总模型需要利用较长时间序列的资料

进行校验，因而，难以推广应用到无资料地区。尽管如此，由于集总模型应用最早，研究最多，对于

有资料地区，经过校验的集总模型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结果，且集总模型的计算速度比较快，因此，

在当今世界山洪灾害预警系统中，仍得以广泛应用。 

分布式水文模型，是在获取高精度 DEM 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土壤数据、遥感数据等的基础上，

在产流、汇流、基流等环节，采用有严格物理意义的模型。欧洲山洪灾害预警系统 EFFS 采用的模型

是二维分布式水文计算模型 LISFLOOD，该模型能考虑地形、降雨量、降雨强度、前期影响雨量、土

地利用和土壤类型等的影响，输出结果为分析区域内的淹没范围和各点的淹没水深等。此外，比较典

型的分布式水文模型还有 TREX 模型（Two-dimensional, Runoff, Erosion and Export）、MARINE（Model 

of Anticipation of Runoff and Inundations for Extreme events）、WASH123D 等等。分布式水文模型可以计

算出流域内各点的产流、土壤含水量、各河道断面的流量甚至淹没水深等信息，并且各模型参数均有

物理意义，不需要过多校验，因此，分布式水文模型在无资料地区的水文计算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

势，且适用于精度要求较高的水文计算。虽然分布式水文模型在近年来得以广泛研究和应用，但其对

资料的精度和详实度要求较高，模型的构建比较复杂，对模型使用者的要求也较高，且模型构建完成

后，计算比较耗时，因此，分布式水文模型在对预警时间要求较高的山洪灾害预警中是否具有优势，

仍然存在争议。 

半分布式水文模型使用的根本方法是集总模型，但在形式上，又考虑了模型参数在空间上的变异

性，因此，是介于集总模型和分布式水文模型之间的水文模型。很多集总模型均被改造为半分布式水

文模型[12.17,20]，如我国的新安江模型和陕北模型，若考虑参数在空间上的变异性，即可改造为半分布

式水文模型。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开发的水文分析系统 HEC-HMS，集合了较多

的概念模型，是比较杰出的半分布式水文模型。此外，还有应用较多的 TOPMODEL 等等。半分布式

水文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总模型的缺点，又兼具分布式水文模型的部分优点，可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分析的精度，又能取得较高的计算速度，因此，对山洪灾害预警来说，是比较理想的模型。半

分布式水文模型从根本上说，仍是集总模型，仍然需要利用较长时间序列的资料校验模型，因而，推

广应用到无资料地区仍有一定难度。 

山洪灾害预警中的非水文模型，主要是现代决策支持技术在山洪灾害预警中的应用，如人工神经

网络、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决策模型等等。非水文模型完全不考虑预警流域的水文过程，它是通过大量

的实测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和校正，最终可以实现预警。非水文模型依赖大量历史测量数据，因此只

能应用于特定地点的预警，且不能推广应用于无资料地区。 

2.4 预警系统 

目前世界各国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1,8,23]，若按主要数据来源，大致可分为预报数据驱动和实测数

据驱动两种类型。这种划分方法主要依据驱动系统运转的主要数据的类型，预报数据驱动的预警系统

也可能会应用一些实测数据进行模型校正，但这些数据并非主要驱动数据。 

预报数据驱动的预警系统主要以美国的 FFG 系统和欧洲的 EFFS 为代表，二者预警的原理并不相

同。FFG 系统预警的基本原理是比较预警指标和预报降雨来决策预警[24]，这种模式有点像静态预警系

统，但 FFG 系统的预警指标是依据流域的当前状态计算出来的，流域的状态不断发生变化，对应的预

警指标也在发生变化，因而，FFG 系统仍然是动态预警系统。EFFS 预警的基本原理是比较预测水位

与致灾水位来决策预警，该系统是将预报雨量直接作为输入数据应用到模型计算中，然后根据模型计

算的淹没情况决定是否发布预警及预警的范围。据研究，EFFS 可以提前 5 天捕捉到洪峰，并且精度

可以达到 85%。与 EFFS 类似的系统，还有北奥地利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泰国的决策支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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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Support System）等等。 

实测数据驱动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比较少见，主要有澳大利亚的 ALERT 系统和马来西亚的

GEOREX FLOOD 系统。ALERT 系统是以实测河道水位驱动的，而 GEOREX FLOOD 系统则是实测降

量驱动的。实测数据驱动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最大的缺点是灾害的预见期太短，留给决策部门和预

警对象的反应时间太少，因此，世界上主流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主要是以预报数据驱动。 

2.5 可靠度研究 

山洪灾害的可靠度，是指山洪灾害预警指标对山洪灾害风险的覆盖程度，过低的预警指标导致大

量的错误预警，从而降低预警指标的可信度，过高的预警指标又不能覆盖大部分山洪灾害风险，导致

大量山洪灾害漏报，不能有效减小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山洪灾害预警的可靠度分析，可以定量给出

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的可信程度，从而为山洪灾害预警的决策提供支持。 

山洪灾害预警的可靠度，最简单的评价方法，是利用命中率、误报率和漏报率三个指标，如 Valeria 

Montersarchio 等人即采用这三个指标评价雨量预警指标的可靠度。命中率越高、误报率和漏报率越低，

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的可靠度越高。这套评价体系要求相当数量的山洪灾害样本数据，这恰恰又是山洪

灾害预警区域的软肋，而且，当样本数据过少时，这三个指标的可靠度同样受到怀疑。 

山洪灾害预警可靠度研究的主流方法，是基于概率论和模糊集理论的方法[13,14,15,16]，如 Konstantine 

P. Georgakakos 提出用扩展卡尔曼滤波来评价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由于模型输入数据、模型参数及预警系

统本身问题引起的误差，Beven 等人采用 GLUE 法（Generalized Likelihood Uncertainty Estimation）分

析洪灾预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而 Krzysztofowicz 则基于贝叶斯理论提出了一套山洪灾害预报系统，

Chen Shien-Tsung 等基于模糊集理论提出了一种分析洪水预报可靠度的方法，Yatheendradas 等采用

GLUE 法和 Sobol 全局敏感性分析法研究山洪灾害预警的可靠度。 

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影响山洪灾害预警可靠度的因素主要有：降雨预报的误差、水

文模型参数的选取、土壤初始含水量的确定及致灾流量的确定方法等[21]。有研究表明，利用实测数据

校正的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系统，可以取得更高的可靠度，此时，预警系统采用的计算模型的不确定性

反而成为影响结果的次要因素[18,22]。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从灾害识别、驱动数据、计算模型、预警系统和可靠度研究五个方面综述

了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研究现状。 

在山洪灾害识别方面，世界上主流方法为采用平滩流量或该流量对应的洪水重现期作为山洪灾害

发生的临界点，而我国则是采用成灾水位，该法是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山洪灾害识别方法；驱动数据

主要包括降雨数据和流域状态数据，降雨数据是指未来一定历时的预报降雨，降雨预报的主流趋势是

集合降雨预报，在流域状态数据方面，现在研究的主流方向是研究高精度卫星遥感数据的解译方法，

但将遥感数据应用于山洪灾害动态预警，尚处争议阶段；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计算模型分为水文和非

水文模型，水文模型是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主流模型，其中，集总模型和半分布式水文模型仍是山洪

灾害动态预警的主流方法，分布式水文模型在山洪灾害动态预警中的有效性，尚存在争议，而非水文

模型主要为人工神经网络和基于概率论的方法；在预警系统方面，主要有预报数据驱动和实测数据驱

动两种类型，预报数据驱动的系统以美国的 FFG 系统和欧洲的 EFFS 为代表，基于实测数据驱动的系

统主要有澳大利亚的 ALERT 系统和马来西亚的 GEOREX FLOOD 系统等，该类系统的致命缺点是灾

害的预见期太短；在可靠度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山洪灾害预警的误差来源主要有降雨预

报的误差、水文模型参数的选取、土壤初始含水量的确定及致灾流量的确定方法等，而研究方法主要

以概率论和模糊集理论等为主。 

我国系统性的开展山洪灾害防治工作起源于 2006 制定的《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经过 1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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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我国山洪灾害防治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我国当前在建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仍然是静态预

警系统，所依赖的预警指标是事先定制好的，不能反映降雨的实际情况和流域土壤含水量的变化，因

此，我国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与世界上相对成熟的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系统尚有较大差距，此后的研究

和完善方向主要为以下五个方面： 

（1）降雨预报：进一步完善降雨预报的方法，提高降雨预报的精度和准度，延长预报的预见期； 

（2）遥感数据的应用：研究高精度卫星遥感数据在山洪灾害动态预警中的应用，特别是研究根据

遥感数据的模型校正方法； 

（3）计算模型的适用性研究：进一步完善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计算模型，研究方向应以集总模型

和半分布式水文模型为主； 

（4）可靠度研究：有研究表明，用于设计洪水计算的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山洪灾害预警计算，而

我国当前山洪灾害分析评价依赖的主流方法均为设计方法，因此，我国现行的山洪灾害预警指标存在

一定的风险，尚需进一步研究其可靠性[19]； 

（5）预警系统的建设：构架中央、地方分级预警系统，研究系统运行机制，提高山洪灾害预警决

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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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tudies on dynamic flash flood forecasting 

Zhang Qiyi1,2， Zhang Shunfu1,2，Li Changzhi1,2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China, 100038；2. 

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and Drought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Beijing, China, 100038；

3.Hohai University, Jiangsu, China, 210098）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ies on methods of dynamic flash flood forecasting in the world,this paper 

discribed the basic frame of dynamic flash flood forecasting.The frame includes five components:the 

indentification of flash flood disaster,drive data,models,warning systems and decision credibility.The 

dynamic flash flood warning systems consist of two modules,one of which deals with the current state and 

the other is responsible for disaster forecasting. In the past decades,scholars in the world put emphasis on 

precipitation forecasting,distributed hydrologic model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flash flood warning systems.The 

construction of flash flood forecasting system was in its early phase in China,we should put efforts on 

precipitation forecasting,methods of utilizing remote sensing data,the applicability of models,the credibility 

of flash flood warning systems and so on. 

Key words: flash flood; dynamic flash flood forecasting; state-of-the-art; FF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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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方法研究现状 

 

张启义 1,2 ，张顺福 1,2 ，李昌志 1,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  

 

摘要 
 

在调研世界各国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总结

了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的基本构架，并从灾害识别、驱动数据、

计算模型、预警系统和可靠度研究五个方面综述了山洪灾害

动态预警研究现状。山洪灾害动态预警系统由实轴和虚轴构

成，实轴主要根据实测资料计算流域的当前状态，虚轴则基

于预警数据进行灾害分析和预警。在此前的研究中，降雨预

报的研究是过去若干年研究的热点，而计算模型则集中于分

布式水文模型在山洪灾害动态预警中的适用性研究，可靠度

研究则是当前各国山洪灾害预警系统越来越重视的问题。我

国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尚处起步阶段，尚需在降雨预报、遥

感数据的应用、计算模型的适用性、可靠度研究和分析预警

系统的建设等诸多方面继续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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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水库运行对下游河岸潜流带水位-温度影响研究 

朱蓓1,2，赵坚2，陈孝兵2，李英玉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2.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选取浙江省新安江大坝下游尾水至富春江水库某一河段作为试验场地，实时监测同一河流剖面的河道水位、

温度以及河岸水位与温度分布。通过分析侧向潜流交换流量，定量描述侧向潜流交换的空间非均质性和动态特征，

刻画河岸潜流带与河道水体水位、温度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本次试验剖面上的侧向潜流交换流量变化范

围为-8.36～3.87m2/s，监测时间段内单位长度上的潜流交换量可达2.49 m2；河岸带侧向潜流区同一剖面不同观测

井处的潜流流量呈线性相关，且离河道越远，潜流区水位波动振幅消减越多，响应越滞后，潜流交换流量越小；

受水库下泄水流影响，河道水温日波幅很小，河岸含水层具有显著的垂向温度分层。在垂直方向上，冬季浅层河

岸温度较低，深层河岸温度较高，夏季则相反，同时浅层温度梯度较大，尤以地面以下0.8—1.7m范围内温度梯度

最大，深层温度梯度小；在水平方向上，离河道越远，受河道入渗水影响越小，温度越高。揭示了水库运行对下

游河岸潜流带的影响规律，为河流潜流带生态影响评估提供参考。 

关键词：侧向潜流交换；水位；温度；低温水；流量 

中图分类号：TV138       文献标识码：A1  

1 研究背景 

河流临岸带系统是维持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区域，河流与临岸带的物质及能量传输受侧向潜

流交换驱动，对河流的生态健康起着关键的调控作用[1]。由于河岸系统内侧向潜流交换量级和范围通

常远高于垂向的交换量和范围[2]，因此，水库下泄低温水所导致的河流水位与温度波动将通过侧向潜

流交换，改变临岸潜流带天然水流场及其温度场的分布。 

河流的侧向潜流交换是指河流与其河岸潜流区之间的水交换过程。目前国内外对潜流交换的研究

还多集中于河床与地表水的垂向交换[3-5]，侧向潜流交换的研究并不多。夏继红等[6]提出河岸带潜流层

的水动力动态过程是侧向潜流交换的驱动条件；Giraldo 等[7]通过建立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的二维模型模

拟温度场-流场双耦合，指出河岸带潜流层浅层含水层的温度传播受到非饱和区热传导的影响明显；

Vogt 等[8]利用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DTS）持续观测河岸带浅层地下水温度，通过分析垂向断面的

温度时间序列，发现河岸带地下水温度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而是随不同深度的地下水流速呈现

非均匀性。同时，水库下泄低温水进入下游河道后将对河岸带潜流区水体环境以及侧向潜流交换动态

过程和热量传输机制带来一定影响。Casado 等[9]对阿根廷 Sauce Grande 河流水温研究表明，受水库下

泄低温水影响，实测水温过程线出现了显著的时间延迟及热峰消减现象；Curry 等[10]在大坝泄水条件

下，对某河段河床内的水压及水化学指标进行了测量，指出河流的水位波动改变了河岸带水力梯度及

相关化学指标；Hanrahan[11]通过对水坝下游河段河床内的水压及温度的监测分析，表明大坝电站运行

可以逆转垂向潜流交换方向及强度。 

本文以浙江省新安江大坝下游尾水至富春江水库某一河段为例，现场监测河道与河岸带温度及水

位，以 2014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3 日期间测量数据为例，分析水库运行引起的下游河段水位波动以

及下泄水流对河岸带潜流区温度和水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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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野外试验 

 本次试验区位于浙江省新安江大坝下游尾水至富春江水库某一河段，在河道内放置观测河道水位

和温度的传感器。河岸带直线布置 3 个观测井#1、#2、#3，河道内近河岸处布置观测井 H，每口观测

井内垂直放置 4 个温度传感器和 1 个压力传感器，各传感器在观测剖面上的位置如图 1 所示，每 5min

自动记录和存储传感器所测温度、压力值。观测井采用塑料盲管材料，井管长 4m、外径Ф100mm、

内径Ф80mm，管外铺套一层无纺土工布。试验压力传感器为 HM21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测量精度：

0.1cm），温度传感器为 PT100 热电阻温度传感器（测量精度：0.1℃）。 

H
井1

井2

井3
          

T11

T12

T13

P1

T14

T21

T22

T23

P2
T24

T31

T32

T33

P3

T34

河
道

井1
井2

井3

205 546 513
 

图 1 试验区平面布置图及剖面图（mm）（T：温度传感器；P：压力传感器） 

3 侧向潜流交换流量 

假设河道水位正弦波动，临近河道的非承压均质含水层受周期性波动的河道水位影响，含水层的

侧向流动符合一维线性 Boussinesq 方程[2]： 

                                   （1） 

式中：h 为水头，m；t 为时间，s；x 为距离，m；D 为水力扩散系数， ，与渗透系数 K 有关，

m/s。 

                                    （2） 

式中： 为给水度，b 含水层饱水厚度，m。河道与河岸边界即 x=0 处，含水层的水头与河道水位一

致，即： 

                       （3） 

式中：A 为振幅， 为频率， 为相位。在离河道无限远处，含水层侧向流动可忽略，即： 

                      （4） 

Singh[12]提出了半无限含水层的水头响应解析解： 

           （5） 

该解析解假定岸线顺直，忽略河床阻力，且均质含水层厚度远大于河道水位波动的振幅。 

 对实测的河道水位、河岸水位进行离散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水位波动的振幅和相位，比较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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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头与式（5）解析水头的相位和振幅，利用最小二乘法使两者的最小二乘残差值最小，以估算 D 值。

假定一个 ，通过式（2）可推算 Kb[13]，给出一个合理的含水层饱水厚度 b 可进一步推算出渗透系数

K。本次试验基于最小二乘残差分析的水力扩散系数 D 的值为 5.5 10-3m2/s，取试验区含水层的给水度

Sy 为 27%[13]，含水层厚度 b 为 1～10m，根据式（2）可得，Kb=DSy，即 Kb=1.485 10-3 m2/s，渗透系

数 K 的取值范围为 1.485 10-4～1.485 10-3m/s。 

 河岸单位长度上的体积流量： 

                              （6） 

若 0，表示河道流向河岸含水层；反之亦然。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选用 2014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3 日期间测量数据为例进行分析。该时段内，河道水位波动

较大，温度维持在 15.3~16.9℃区间。 

4.1 水位响应   

河道水位波动近似于正弦曲线，呈现典型的日周期变化（图 2）。水位波动较大，范

围大致为 223 ~ 299cm，一天中的河道水位最高值约出现在上午 9:30，最低值出现在夜间。

临岸带地下水位波动受河道水位波动影响，不同观测井对河道水位波动的响应时间和振幅

存在差异，呈现离河道越远，振幅越衰减，相位越滞后，即响应越慢。#1、#2、#3 水位

波动振幅分别为河道水位的 61%、54%、49%，相位滞后约 6、11 和 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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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河道与河岸潜流区水位变化 

河道水位与河岸地下水水位的响应过程由侧向潜流交换驱动。通过式（6）分别由河道水位与#1、

#2、#3水位计算河岸单位长度侧向潜流交换流量动态曲线（图3），其中Q>0，即黑色部分，表示由河

道流向河岸，黑色面积即为河岸单位长度上由河道流进的水体体积；Q<0，即灰色部分，表示由河岸

流向河道，灰色面积即为河岸单位长度上流进河道的水体体积。如图3所示，从整体来看，侧向潜流交

换流量随时间变化剧烈，河道与河岸水位较大波幅的日波动促进了侧向潜流交换作用。临岸#1至河道

段，监测时间段内的单位长度上的平均侧向交换流量范围大致为：-8.36～3.87m2/d；#2至河道段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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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流量大致为：-3.04～1.75m2/d；#3至河道段平均交换流量为：-1.68～1.24m2/d。且#2、#3至河道段

平均流量与#1至河道段平均流量均呈线性相关（图4），#3至河道段平均流量较#2斜率减小，且都低于1，

河岸侧向潜流交换流量与其距河道距离有关，离河道越远，流量越小。 

将 对时间进行积分，可得在监测时间段内河岸单位长度上，河道与河岸交换的水体体积。

#1至河道段单位长度上的平均侧向潜流交换水体总体积为7.40m2，其中从河道流进河岸2.49m2，从河

岸流入河道4.91m2，潜流交换量即为2.49m2；#2至河道段单位长度上的平均交换水体总体积为3.01m2，

其中从河道流进河岸1.66m2，从河岸流入河道1.35m2，潜流交换量为1.35m2；#3至河道段平均交换水

体总体积为2.10m2，其中从河道流进河岸1.57m2，从河岸流入河道0.53m2，潜流交换量为0.53m2。 

可见，离河道越远，侧向潜流交换流量越小，单位长度上的平均侧向交换水体体积越少，即潜流

交换作用越减弱，在河道与河岸的交界处潜流交换作用最显著，临近河岸区即呈现较快的减弱趋势，

即潜流交换流量在河岸上的分布存在非均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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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河岸单位长度上的侧向潜流交换流量 Q 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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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2、#3 潜流交换流量对比关系图 

河道水位与流量 Q 呈回滞曲线关系（图 5），曲线由水位最低点 A 点经临界流量 B 点、水位最高

点 C 点、临界流量 D 点再回到 A 点。A-B 段河岸地下

水流向河道，河道水位逐渐增加，流量逐渐减小，直

至河道水位与河岸地下含水层水位达到平衡，流量为

0；B-C 段河道水位逐渐升高至最大值，且不断渗透入

河岸，流量逐渐增大；C-D 段随着河道水持续渗入河

岸，河道水位降低至与河岸地下水一致；D-A 段河道

水位降低至低于河岸地下水水位，河岸地下水流进河

道，流量逐渐增大。这种滞后现象是由于河岸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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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流量 Q 与河道水位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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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波动振幅相对于河道水位振幅的衰减。因此，单位长度潜流流量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河道水位，而

且受河道水位与河岸地下水水位差值大小的影响，即河岸地下水水位取决于当前的河道水位，而潜流

流量取决于当前及前一段时间内的河道水位。 

4.2 温度响应 

4.2.1 气温与河道温度  监测时段内气温波动幅度较大（图 6），最高气温 25.9℃，最低气温 1.0℃，平

均气温 10.74℃，总体上气温低于河道水温。数据采集期为秋冬交界期，气温偏低。 

水库下游河道夏季水温降低，冬季水温升高，春秋两季为过渡期。在夏季相对于外部天然河道来

说水库深处的水体水温较低，泄水水流温度较天然河道水温低，反之冬天则较高。河道水温因受水库

下泄水影响，呈很小振幅的正弦波动，河道日温度波动大约 0.5℃，约稳定在 16.5℃，最高、最低时间

点分别出现在一天的傍晚和早晨，这符合典型的河道温度日变化特征，但相较于天然河道，受上游水

库运行影响的下游河道的温度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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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气温与河道温度对比图 

4.2.2 河岸含水层温度水库  水下泄后使得水库下游河道的水温发生了变化，而河道水与临岸潜水的相

互作用又引起临岸带含水层热量传递与交换发生变化，导致临岸带潜流区的温度场发生改变。水库下

泄至河道的低温水入渗到两岸，将会形成下部低温水层和上部天然温度表层双向辐射条件下的土壤非

等温环境，带来温度场的重分布。为进一步明确温度在临岸带剖面的空间分布以及在日变化周期的动

态特征，绘制不同时刻临岸剖面的等值线图（图 7）。图 7 选取#1、#2、#3 与河道传感器所在剖面，在

2014 年 12 月 3 日 2:00 时至 22：00 时以 4h 为间隔的 6 个时刻绘制温度等值线图，横坐标 x=0 处是水

面与河岸交界处，温度为河道温度。 

 由图 7 可知，河岸带含水层温度空间分布不均匀，并随时间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监测时段内，河岸带含水层温度变化范围为 12.9~19.2℃，河道温度变化范围为 15.9~17.2℃，

河岸含水层温度较河道日波动较大。 

(2) 河岸带含水层在水平方向上温度波动幅度较小，在竖直方向上有明显的温度分层现象，这是

由于发生在河岸系统内的侧向潜流交换量级和范围远高于垂向方向的交换量和范围[2]。浅层河岸温度

较低，垂向温度梯度较大，尤以地面以下 0.8~1.7m 范围内温度梯度最大；深层温度较高，垂向温度梯

度小，即河岸含水层深处温度稳定，变化很小。 

(3) 受太阳辐射影响，浅层河岸含水层温度随时间变化明显，在 14：00 左右，浅层温度达到全天

最大值。深层河岸含水层温度较为稳定，且高于浅层温度，这是由于浅层河岸受大气温度影响，温度

较低，且日波动大。 

 (4) 河道温度受水库下泄水流影响，冬季总体温度高于气温，相较于深层河岸含水层，其受大气

温度影响大，因此，表现为河道水温全天均低于深层河岸含水层温度，但高于浅层河岸含水层，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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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与河岸进行扩散，夏季则相反。 

 同时，河岸带含水层温度受波动的河道水位影响，呈线性关系，但存在滞后现象（图 8）。以#1

内温度传感器 T12 所测河岸含水层温度与河道水位为例，含水层温度随水位增高而降低，达到最高水

位时，温度随水位降低逐渐升高，但地下水位增高或降低时，地下水温度对其变化的反应机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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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时刻的临岸带剖面温度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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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 内温度传感器 T12 所测温度与河道水位关系曲线 

5 结论 

本文通过现场监测河岸带温度及水位，对水库运行所导致的下游河段水位波动以及下泄低温水对

河岸带潜流区温度及水位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论如下：（1）受上游水库运行影响，河道水位

波动较大，范围大致为223 ~ 298cm。临岸带地下水位波动受河道水位波动影响，离河道越远，波动振

幅越小，相位越滞后，即响应越慢。（2）基于非承压含水层一维线性Boussinesq方程推算渗透系数K，

计算单位长度侧向交换流量，发现潜流交换流量在河岸上的分布存在非均质性，同一剖面不同观测井

处的潜流流量呈线性相关，且离河道越远，侧向潜流交换流量越小，单位长度上的平均侧向交换水体

体积越少，即潜流交换作用越减弱。但是，一维Boussinesq方程假定河岸边界固定，忽略了河岸含水

层的垂向及沿河道方向渗流对结果的影响。同时，Singh提出的解析解假定距河道无限远处的河岸含水

层无侧向流动，会使估算的Kb值偏小，进一步影响侧向交换流量，使其数值偏小。（3）气温和河道

水温均呈正弦波动，但受水库下泄水流影响，河道水温日变化幅度很小。河道与河岸地下水通过侧向

潜流交换进行热量传输，河岸含水层发生明显的垂向温度分层现象，冬季浅层河岸温度较低，深层河

岸温度较高，夏季则相反。同时浅层垂向温度梯度较大，尤其在地面以下0.8 ~1.7m范围内温度梯度最

大，深层垂向温度梯度很小，温度较为稳定，且在水平方向上，离河道越远，温度越高。 

河岸带潜流层温度受到非饱和层温度、河道水温以及河道水与地下水之间的交换速率等因素的影

响，而非饱和层温度又会受到光照强度和气温的影响[14]，定量研究潜流带温度的响应机制有待进一步

探讨。同时，如何在流域尺度研究河岸潜流带对大坝运行所导致的生物化学（如氧化还原反应）、生态

变化（如生物群落）的响应机理，仍有待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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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reservoir operation on the water stage and temperature in the 

downstream riparian hyporheic zone 

ZHU Bei1,2, ZHAO Jian2, CHEN Xiaobin2, LI Yingyu2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2.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A set of field experiments have been made between the downstream tail water of the Xin’an 

River and Fuchun River Reservoir,in Zhejiang Province, for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water stage 

and temperature of the channel and the riparian hyporheic zone along a river transect. The riparian 

hyporheic volumetric flow rate were analysed to quantitatively describ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riparian hyporheic exchange and to explain the response relationship of the water 

stage and temperature between the riparian hyporheic zone and the chann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iparian hyporheic volumetric flow rateis in the range of -8.36–3.87m2/s , and the exchange volume per 

unit length across the bank in the monitoring period can up to 2.49m2. The water-table elevation in the 

riparian hyporheic zone is affected by the river stage.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tance from the shoreline, the 

amplitude of water-table fluctuations are attenuated and the phasesare lagged more obviously, and the 

hyporheic volumetric flow rate becomes smaller, which represents liner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wells. 

The daily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 are little affected by the low temperature water discharged from 

reservoir with significant vertical temperature stratification. In vertical direction, the temperature in 

shallower bank is lower, and it is just the opposite in winter. The temperature gradient in shallower bank is 

greater than deeper bank, and the greatest gradientis in the range of 0.8–1.7m underground. While in 

horizontal direction, the farther from the channel, the smaller the effect under the low temperature water 

infiltration, and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of the riparian aquifer would be.The impacts of reservoir 

operation on the downstream riparian hyporheic zone are revealed in the paper, which will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ec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hyporheic zone .  

Keywords: lateral hyporheic exchange; water stage; temperature; low temperature water; volumetric flow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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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运行对下游河岸潜流带水位-温度影响研究 

 

朱蓓 1,2，赵坚 2，陈孝兵 2，李英玉 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 
 

选取浙江省新安江大坝下游尾水至富春江水库某一河段作为

试验场地，实时监测同一河流剖面的河道水位、温度以及河

岸水位与温度分布。通过分析侧向潜流交换流量，定量描述

侧向潜流交换的空间非均质性和动态特征，刻画河岸潜流带

与河道水体水位、温度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本次试

验剖面上的侧向潜流交换流量变化范围为-8.36～3.87 

m2/s ，监测时间段内单位长度上的潜流交换量可达 2.49 

m2，；河岸带侧向潜流区同一剖面不同观测井处的潜流流量

呈线性相关，且离河道越远，潜流区水位波动振幅消减越多，

响应越滞后，潜流交换流量越小；受水库下泄水流影响，河

道水温日波幅很小，河岸含水层具有显著的垂向温度分层。

在垂直方向上，冬季浅层河岸温度较低，深层河岸温度较高，

夏季则相反，同时浅层温度梯度较大，尤以地面以下 0.8—

1.7m 范围内温度梯度最大，深层温度梯度小；在水平方向

上，离河道越远，受河道入渗水影响越小，温度越高。揭示

了水库运行对下游河岸潜流带的影响规律，为河流潜流带生

态影响评估提供参考。 

关键词 

侧向潜流交换；水位；温度；低温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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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研究 

张忠波1,2，何晓燕1,2，耿思敏1，李辉1,2，任明磊1,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8; 2．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0038） 

摘要：基于单一水库预泄能力约束法，推广到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中，并建立了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

用和动态控制模型，在不降低下游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最大限度发挥梯级水库的兴利效益。以苗家坝、碧口水

库为例进行实时调度模拟，相比于原设计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梯级水库按动态控制汛期水位，减少了弃水，

且保证最大出库流量均在可控范围内，达到了在不降低防洪标准的前提下提高梯级水库兴利效益的目的，大大提

高洪水资源利用率。  

关键词：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联合运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预报水平的提高、水文资料的积累、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水资源供求

关系的变化等，相比于水库工程设计条件，水库的运行条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水库汛限水位是

设计条件一个重要特征值，汛期水位动态控制研究则是水库运行新环境的必然趋势[1]。由于存在“汛

期水位保持低水位运行保证下游防洪安全和汛期水位高水位运行提高效益”矛盾，有必要开展汛期水

位动态控制域研究，并将“汛期水位动态控制约束域”作为实时调度汛期水位的约束范围[2-3]。 

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单一水库在满足防洪安全的前提，尽量抬高汛期水位上限值来增

加兴利效益。而梯级水库之间存在复杂的水力联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库容补偿，如何设置梯级水库群

中各个水库汛期水位上限值提高梯级水库系统整体洪水资源利用率成为研究重点[4-5]。随着水库系统中

水库数量的增加，需考虑的信息越来越多，汛限水位的控制也将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对梯级水库汛

限水位动态控制问题研究不多[6-7]。李玮等[8]初步研究了梯级水库汛限水位运用方案，建立了基于预报

及上游水库补偿的梯级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模型，最后得到了梯级水库汛限水位方案。陈炯宏等[9-10]

等采用大系统分解协调思想，结合洪水预报及梯级水库防洪调度信息，在满足各水库防洪约束要求下，

建立上下游水库汛期水位关系，并确定各水库允许动态调整的范围，基于水库防洪调度规则和闸门控

泄要求，根据预报信息滚动优化推求水库汛期水位最优组合，使梯级水库的兴利效益最大。 

针对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的复杂性，把单一水库预泄能力约束法推广到梯级水库汛期水位

联合运用中，再根据梯级水库间的水力联系及预泄能力协调分配各水库的预蓄水量，在不降低防洪标

准的前提下，寻求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的综合效益最大的控制方案。 

1.汛期水位联合运用模型研究 

1.1 单一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  对于单一水库而言，预泄能力约束法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其基

本思想是：利用降雨预报或洪水预报信息，在有效预见期内，按预蓄预泄的思想，汛期当前水位允许

的上限值，经过洪水有效预见期内的预泄，能使水库的水位降低到原设计汛限水位，水库提供的防洪

库容不少于原调度方式的同期防洪库容，若预报未来有洪水过程，水库进行预泄腾出足够防洪库容，

保证不降低原设计方案的防洪标准。则水库的最高起调水位为： 

   ' -Q T , qfZ t f q q    入出 出 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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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 t -当前时刻规划确定的汛限水位 Z0以上浮动增值； 

 f  -库容水位关系； 

fT -有效预见期，即水库预泄的有效时间； 

Q入 - fT 时期内平均入流量；  

q出 - fT 时期内平均泄流量； 

q
安 -下游河道安全过流能力。 

  1-Q T =fq V 入出  

计算上浮后的库容 0 1tV V V  ，其中 tV 为允许上浮的水库库容。 

1.2  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  针对梯级水库而言，由于上下游水库之间存在水力联系，各水库允

许最高起调水位均受上游或下游水库当前库容状态的影响，因此各水库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如何把预泄能力约束法推广到梯级水库中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根据梯级水库间的水力联系协调分配各水库的预蓄水量，在预蓄库容分配中需要把握的原则就是

动态控制方案既不降低防洪标准，又在可控条件下尽可能多的提高水库的兴利效益。在不降低防洪标

准的前提下，寻求综合利用效益最大的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控制方案。 

A

B

QA

QB

Qqj

水库

径流

 

图 1 梯级水库结构示意图 

在满足各防洪控制点安全的前提下，计算各水库在时段初的允许最高起调水位，即当水库 B 在 t

时段初起调水位  BZ t 确定时，可推导出水库 A 在 t 时段初的最高起调水位  '

AZ t ，在水库 B 的可能

起调水位在可行域内取值时，可以推求出水库 A 在 t 时段初的一系列最高起调水位  '

AZ t ，因此可确

定一个动态控制域。反之亦然，即 

   ' 'max maxA BZ t or Z 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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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梯级水库而言，要求上下游水库均满足不低于原设计汛限水位方案下的防洪标准，则 A、B

水库存在如下关系： 

对于单个水库来讲： 

A 水库：          '

,

y yT T

out A A A A A AQ t dt Q t dt f Z t f Z t                （3） 

B 水库：          '

,

y yT T

out B B B B B BQ t dt Q t dt f Z t f Z t                （4） 

B 水库之间存在上下游水力联系，即： 

       ' '

0 , 1 , 21 1B out A out A BQ t C Q t C Q t C Q t                   （5） 

     '

B B qjQ t Q t Q t                          （6） 

同时需求 A、B 水库的下泄流量均满足防洪要求，即 

 , max,out A AQ t Q                             （7） 

 , max,out B BQ t Q                             （8） 

式中：  AZ t 、  BZ t 分别为 A、B 水库原设计汛限水位；  '

BQ t 为水库 B 入库流量中河道演进部

分；  AQ t 、  BQ t 分别为 A、B 水库入库流量；  ,out AQ t 、  ,out BQ t 分别为 A、B 水库可能下泄流量；

 A A AV f Z 和  B B BV f Z 分别表示水库 A、B 的水库~库容关系； 0C 、 1C 、 2C 为马斯京根系数；

 qjQ t 为区间入库流量。 

可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方式或按自下而上的逆序方式求解上下游水库间的预蓄库容关系，这里采用

逆序递推法。先由最下游防洪控制点 F2 的安全流量约束和库容状态信息推求水库 B 的入库流量，即

由式（4）和式（8）可得： 

         

       

'

,

max, max,

y y

y y y

T T

out B B B B B B

T T T

B B B y B

Q t dt Q t dt f Z t f Z t

Q t dt Q t dt Q t T Q t dt

  

   

 

  
             （9） 

对式（5）两边积分，可得： 

       ' '

0 , 1 , 21 1
y yT T

B out A out A BQ t dt C Q t C Q t C Q t dt                （10） 

由式（6）可得： 

         '

0 , 1 , 21 1
y yT T

B out A out A B qjQ t dt C Q t C Q t C Q t Q t dt             （11） 

综合式（11）、（9），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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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

0 , 1 , 21 1
y

B B B B B y

T

out A out A B qj

f Z t f Z t Q t T

C Q t C Q t C Q t Q t dt

 

     
           （12） 

对式（3）转换并积分，可得： 

         '

,

y yT T

out A A A A A AQ t dt Q t dt f Z t f Z t               （13） 

则式（12）可写成： 

                
     

' '

max, 0

'

1 , 21 1

y

y

T

B B B B B y A A A A A

T

out A B qj

f Z t f Z t Q t T C Q t dt f Z t f Z t

C Q t C Q t Q t dt

    

    




（14） 

根据积分过程，可知： 

   ' ' 1
y yT T

B BQ t dt Q t dt                        （15） 

   , , 1
y yT T

out A out AQ t dt Q t dt                      （16） 

由式（15）和式（16）可得： 

       '

0 1 , 2/ 1
y yT T

B out AQ t dt C C Q t dt C                  （17） 

所以，式（14）可以表示为： 

       

              

'

max,

'

0 1 2/ 1
y y

B B B B B y

T T

A A A A A qj

f Z t f Z t Q t T

C C Q t dt f Z t f Z t C Q t dt

 

      
（18） 

式（18）即描述了上下游 A、B 水库的汛期水位上限
'

AZ 、
'

BZ 之间的动态控制关系。由于其它变

量均为已知，故当上游水库的起调水位确定时，由下游水库预报的来水、当前库容状况和防洪约束等

信息，可在有效预报期内确定下游水库的最高起调水位，同理，当确定了下游水库的起调水位，则上

游水库的最高起调水位也可随之确定，两水库预留的防洪库容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关

系。下限为原设计汛限水位，上限为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关系确定的上限值，梯级水库汛期水

位联合运用的寻优区间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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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苗家坝与碧口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域范围示意图 

1.3 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模型 

（1）目标函数 

在实时洪水调度过程中，根据第三章的预报信息可利用性研究，决策者可根据预报信息确定预报

期内的入库流量，因此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并对实时洪水进行动态控制只能是在有效预报期内

根据预报径流、面临库容、防洪要求等状态信息确定各水库最优蓄放水策略（或防洪库容分配最有策

略），库容补偿优化调度是一个“预报-优化-预报”的实时动态滚动过程，则该目标函数就是在有效预见

期内寻求最有策略使梯级水库的兴利效益最大，其目标函数为： 

     
1

max
y

LT

i i i i

i

E N t dt K Q t H t


                    （19） 

式中，Ty为有效预见期；L 为梯级水库数目；Ni(t)为 i 水库第 t 时段的出力；Ki为 i 水库第 t 时段的出

力系数，Qi(t)为 i 水库第 t 时段的发电流量；Hi(t)为 i 水库第 t 时段的平均发电水头。 

（2）约束条件 

①水量平衡约束： 

        ,1i i i out iV t V t Q t Q t t                       （20） 

式中，Vi(t)表示 i 水库第 t 时段初蓄水容量，为状态变量；Qi(t)表示第 t 时段水库 i 入库流量；Qout,i(t)

表示第 t 时段 i 水库平均出库流量，为决策变量；△t 为时段长。 

②水库水位约束： 

     i i iZL t Z t ZU t                           （21） 

式中，ZLi(t)表示第 i 水库允许的最小蓄水位，取原设计汛限水位；ZUi(t)表示第 i 水库允许的最大蓄水

位，取允许汛期水位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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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出库流量约束： 

     ,i out i iQL t Q t QU t                          （22） 

式中，Qout,i(t)表示第 i 水库第 t 时段出库流量；QLi(t)表示第 i 水库第 t 时段出库流量下限，由下游灌溉、

生态、供水或者航运要求给出；QUi(t)表示水库出库流量上限，受下游防洪要求、水库泄流能力影响。

对有闸门控制的水库，泄洪时需按闸门操作规程控制进行 

④电站出力约束： 

   

     

i i

i i i

N t NX t

PL t N t PU t




 

                         （23） 

式中，Ni(t)表示第 i 水库第 t 时段出力；NXi(t)表示第 i 水库第 t 时段预想出力；PLi(t)表示第 i 水电站

第 t 时段出力下限；PUi(t)表示第 i 水电站第 t 时段出力上限，综合考虑机组额定出力、受阻容量、振

动区及调峰要求等确定； 

（3）模型求解 

模拟调度根据防洪调度规程和水库分级控泄原则，寻求出使梯级水库的兴利效益最大的最优分解

策略。在每个起始时段时根据预报信息求出一组最优策略，并随着预报信息滚动不断更新策略，使梯

级水库的兴利效益最大化。寻求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最优分配方案属于非线性的多维优化决策

问题，本文采用改进的智能算法-粒子群算法（PSO）见文献[11]进行求解。 

2 实例研究 

苗家坝水电站位于白龙江干流上，位于白龙江下游，甘肃省文县境内，距下游已建成的碧口水电

站公路里程 31.5km。甘川公路（212 国道）沿白龙江上行经碧口至关头坝，关头坝至苗家坝坝址约

18.0km。电站尾水与碧口水电站水库回水衔接。苗家坝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 16328km2，占白龙江流

域面积的 51.3%，坝址多年平均流量为 140 m3/s。碧口水电站是白龙江梯级开发中的第一座水电站，

位于甘肃省文县碧口镇上游 3km 处，为一大(II)型水利枢纽工程，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航运、养

殖和灌溉等综合效益。碧口电站位于文县碧口镇上游 3km 的白龙江干流上，碧口坝址控制白龙江流域

面积 26000km2，占全流域面积的 81.4％，坝址处多年平均流量 264 m3/s，梯级水库位置如图 3 所示，

表 1 列出了梯级各水库设计特征值。苗家坝、碧口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基本原则：梯级水库实

施动态控制时，为了保护下游景区预泄水量不超过 2500 m3/s，下游可预泄流量最大为 250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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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苗家坝与碧口梯级水库位置图 

碧口水库水文气象预报系统较为完善，苗家坝入库径流占碧口水库入库径流的 31.3%，为简化计

算，模型中按比例推求碧口水库~苗家坝区间流量。选取典型年主汛期 6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的 1h 时

段数据的径流过程，分别对原设计汛限水位和汛期水位联合运用进行计算。原设计方案按各水库原设

计汛期水位和防洪调度规则计算，而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方案按在防洪调度规则下最优分配方

案策略控制运行。 

表 1 梯级各水库设计特征值 

水库 正常蓄水位/m 汛限水位/m 死水位/m 装机容量/MW 

苗家坝 800 795 795 240 

碧口 704 695 685 300 

 

取 6 月 15 日 0：00 为开始计算时段，统计梯级水库多年实际运行水位值，碧口水库初始水位取

695m，苗家坝水库取 795m，9 月 30 日 23：00 为终止计算时刻，要求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方

案与原设计汛期水位运行方案的终止时刻水位一致。为了体现洪水资源的利用效果，采用下式计算洪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12]，即 

2 2

1 1

1 100L

i i

i i

W W
 

 
   
 

                            (24) 

式中：为洪水资源总利用效率；
L

iW 为 i 水库调度期总弃水量； iW 为流入 i 水库的调度期总径

流量。 

综合考虑入库流量过程，选取丰水年、偏丰水年、平水年、偏枯水年及枯水年作为梯级水库汛期

水位动态控制模型输入条件，并采用粒子群算法进行求解。表 2、表 3 分别为丰水年、偏丰水年、平

水年、偏枯水年及枯水年调度期内设计方案和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方案计算结果和洪水资源利

用率对比。图 4-8 为丰、偏丰、平、偏枯及枯典型年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最优策略和动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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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表 2 原设计方案与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结果对比（6 月 15 日-9 月 30 日） 

水库 项目 

丰水年 偏丰水年 平水年 

发电量/ 

亿 kWh 

弃水量/ 

亿 m3 

发电量/ 

亿 kWh 

弃水量 /亿

m3 

发电量/ 

亿 kWh 

弃水量/ 

亿 m3 

苗 

家 

坝 

原方案 

动态方案 

增量 

增幅(%) 

6.10 

6.11 

0.01 

0.16 

18.71 

17.81 

-0.90 

-4.81 

5.80 

6.07 

0.27 

4.73 

3.03 

1.77 

-1.26 

-41.64 

3.11 

3.17 

0.06 

1.81 

0.16 

0.01 

-0.15 

-94.05 

碧 

口 

原方案 

动态方案 

增量 

增幅（%） 

7.72 

7.76 

0.03 

0.41 

21.62 

16.42 

-5.19 

-24.03 

7.04 

7.58 

0.53 

7.53 

1.69 

1.43 

-0.25 

-15.01 

5.38 

6.07 

0.69 

12.88 

1.21 

0.15 

-1.06 

-88.00 

梯 

级 

水 

库 

原方案 

动态方案 

增量 

增幅(%) 

13.82 

13.86 

0.04 

0.30 

40.33 

34.24 

-6.09 

-15.11 

12.84 

13.65 

0.80 

6.26 

4.71 

3.20 

-1.51 

-32.11 

8.49 

9.24 

0.75 

8.82 

1.37 

0.15 

-1.22 

-88.71 

表 3 原设计方案与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结果对比（6 月 15 日-9 月 30 日） 

水库 项目 

偏枯水年 枯水年 

发电量/ 

亿 kWh 

弃水量/ 

亿 m3 

发电量/ 

亿 kWh 

弃水量/ 

亿 m3 

苗 

家 

坝 

原方案 

动态方案 

增量 

增幅（%） 

3.21 

3.22 

0.02 

0.61 

1.61 

1.27 

-0.35 

-21.52 

2.16 

2.26 

0.10 

4.80 

0.35 

0.00 

-0.35 

-100.00 

碧 

口 

原方案 

动态方案 

增量 

增幅（%） 

4.89 

5.47 

0.58 

11.95 

2.33 

1.76 

-0.57 

-24.58 

3.68 

4.29 

0.60 

16.39 

0.17 

0.00 

-0.17 

-100.00 

梯 

级 

水 

库 

原方案 

动态方案 

增量 

增幅（%） 

8.09 

8.70 

0.60 

7.46 

3.94 

3.02 

-0.92 

-23.33 

5.84 

6.55 

0.71 

12.12 

0.17 

0.00 

-0.17 

-100.00 

由表 2、3 可知，苗家坝与碧口梯级水库主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后，各典型年主汛期的发电量增加，

弃水量减少。其中，丰水年主汛期的发电量增加了 0.04 亿 kWh，增幅为 0.3%；偏丰水年主汛期的发

电量增加了 0.80 亿 kWh，增幅为 6.26%；平水年主汛期的发电量增加了 0.75 亿 kWh，增幅为 8.28%；

偏枯水年主汛期的发电量增加了 0.60 亿 kWh，增幅为 7.46%；枯水年主汛期的发电量增加了 0.71 亿

kWh，增幅为 12.12%；由表 5-13 可知：丰、偏丰、平、偏枯及枯水年汛期的洪水资源利用率分别提

高了 5.54%、2.22、2.83、2.09%和 1.78%。同时图 4~5-7 给出了不同水平年的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态

控制过程。 

表 3 不同水平年的洪水资源利用率(%) 

项目 丰水年 偏丰水年 平水年 偏枯水年 枯水年 

设计方案 

动态方案 

增幅 

63.34 

68.88 

5.54 

93.07 

95.29 

2.22 

96.81 

99.64 

2.83 

91.04 

93.13 

2.09 

98.22 

100.00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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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动态控制方案(丰水年) 

 

图 5 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动态控制方案(偏丰水年) 

 

图 6 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动态控制方案(平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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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动态控制方案(偏枯水年) 

 

图 8 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动态控制方案(枯水年) 

对比表 2~3 中碧口和苗家坝水库的发电增量可以看出，在不同典型年中，碧口水库的发电增量均

大于苗家坝水库，弃水减幅也均超过苗家坝水库。由图 4~8 可知，主汛期的预蓄库容几乎都分配给了

下游的碧口水库。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后，两水库按动态控制汛期水位，减少弃水，且保证最

大出库流量均在可控范围内，达到了在不降低防洪标准的前提下提高梯级水库兴利效益的目的。以平

水年为例，如图 6 所示，碧口水库汛期无较大入库洪峰流量，中小场次洪水交替出现。在主汛期时实

行动态控制后，在遭遇洪水且入库流量超过机组满发流量时及时提高运行水位，避免了原设计汛限水

位条件下运行时出现弃水的情况发生，增加了发电效益。受苗家坝水库调节，碧口水库入库流量较为

稳定，洪峰和洪量均不大，碧口水库几乎在汛期水位联合运用上限值附近运行，且在汛末期及时拦蓄

部分洪水，增加汛末期水库蓄满率，有效地利用了洪水资源。 

由于白龙江流域在枯水年的径流量不大，两水库受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影响不大，实时运行水位不

高，两水库主汛期运行水位均在原设计汛限水位附近运行，再加上后汛期来水不足，故两水库在枯水

年汛期结束时均未蓄满。当入库流量超过满发流量时，水库通过动态控制及时拦蓄洪水，提高水库运

行水位，保证在枯水年不弃水，因此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将枯水年的洪水资源利用率提高至 100%。 

3.结论 

通过把单一水库预泄能力约束法推广到梯级水库中，针对梯级水库上下游水库之间存在水力联系，

在满足各防洪控制点安全的前提下，分析了各水库允许最高起调水位同时考虑了上游或下游水库当前

库容状态的影响，从而得到了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可行动态控制域。 

选取苗家坝与碧口梯级水库为应用实例，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后，两水库按动态控制汛期

水位，减少弃水，且保证最大出库流量均在可控范围内，达到了在不降低防洪标准的前提下提高梯级

水库兴利效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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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ascade Reservoirs Water Level Dynamic Control 

Zhang Zhongbo1,2，He Xiaoyan1,2，Geng Simin1，Li Hui1,2，Ren Minglei1,2 
(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2.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 Beijing 100038, China) 

Abastract：Based on capacity-constrained pre-discharge method of a single reservoir, which could be 

generalized to cascade reservoirs water level dynamic control during flood season. The dynamic control and 

joint operation model of cascade reservoir is established, to maximum cascade reservoirs benefits without 

reducing the downstream protection standard of flood control. Taking Miaojiaba-Bikou cascade reservoirs as 

an example and proceeding with real-time operation simulation,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design limited 

water level dynamic control scheme, the dynamic control of cascade reservoirs reduced surplus water, and 

ensured that the largest outflow were controllable range. Finally, we achieved improving cascade reservoir 

benefits without reducing the standard of flood control, and greatly improving the flood resources utilization. 

Keywords: Cascade reservoirs; Flood water level; Dynamic control; Join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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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单一水库预泄能力约束法，推广到梯级水库汛期水位动

态控制中，并建立了梯级水库汛期水位联合运用和动态控制

模型，在不降低下游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最大限度发挥梯

级水库的兴利效益。以苗家坝、碧口水库为例进行实时调度

模拟，相比于原设计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梯级水库按动

态控制汛期水位，减少了弃水，且保证最大出库流量均在可

控范围内，达到了在不降低防洪标准的前提下提高梯级水库

兴利效益的目的，大大提高洪水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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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微润灌溉线源入渗湿润体特性试验研究4 

晏清洪，邱照宁，任贺靖，徐景东，苏怡宁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北京 100048) 

摘要：为探明微润灌溉线源入渗水分运移规律，通过室内土箱试验对微润灌溉土壤水分分布进行研究，分析不同

供水水头和埋深对湿润体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微润管压力—流量关系呈线性，湿润锋近似是一个以微润带为

圆心的圆；湿润体的最大水平湿润距离、最大垂直向上、向下湿润距离以及累积入渗量均与时间呈幂指数关系；

当微润管埋深一定时，相同时间湿润锋的最大水平湿润距离和最大垂直向上、向下湿润距离随灌水水头的增大而

增大 ；当灌水水头一定时，其随微润管埋深变化情况不明显，但总体情况是埋深10cm的小于埋深20cm和30cm，

而后两者的变化差别不大。当微润管埋深一定时，相同时间内累积渗水量随着灌水水头的增大而增大；当供水水

头一定时，累积渗水量的关系是：埋深20cm>埋深30cm>埋深10cm，水温和微润管与土壤接触紧密程度对微润管

出流的影响都很大。 

关键词：微润灌溉  湿润体  出流量  土壤埋深  供水水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针对水资源短缺这一全球性问题，深圳微润灌溉技术有限公司创新开发出一种具有低能耗、高节

水灌溉技术——“微润灌溉技术”，微润灌溉是一种连续微灌技术，是应用半透膜技术的一种全新地下

精准微灌技术
［1］，属于局部灌溉，亦称半透膜灌溉，是利用功能性半透膜材料制成灌水器，以膜内外

水势梯度为驱动，根据作物需水要求，以缓慢出流的方式为作物根区实时、自动、适时、适量地连续

供水
［2］，与传统的地面灌溉相比，能有效减少深层渗漏、地表蒸发，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微润管作为微润灌溉的专用灌水器，是一种以利用半透膜为核心材料制成的软管状新型给水器[3]，

其外观和普通的输水软管并无多大区别，但管壁分布有大量纳米级微孔，孔径为10-900nm，数量为每

平方厘米10万个。由于孔道微小精细，对压力反应十分敏感，可通过调节压力控制出流量，是一种精

准灌溉产品。 

张立坤、窦超银、李光永
［4］等对比微润灌与滴灌两种灌水器、灌水器地表和地下两种应用形式对

娃娃菜生长、耗水及产量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水分利用效率从大到小依次为地下滴灌＞地下微润灌＞

地表微润灌＞地表滴灌。祁世磊、谢香文
［5］等对第一代微润产品出流与入渗做了研究，得出微润带在

土壤中的出流比空气中小40%~70%，湿润体形状为圆形。张俊、牛文全
［6］等进行了微润管线源入渗

湿润体特性研究，结果为微润灌溉湿润体是以微润带为轴心的柱状体，黏壤土为近似圆柱体，砂土湿

润体横剖面为“倒梨”形。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灌溉方式下土壤水分运动规律进行了大量研究，

集中于土壤水分运移的数值模拟和入渗模型的解析解方面
［7-10］。目前，对于地埋线源入渗土壤水分运

移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线源滴灌和垂直线源灌溉
［11-13］，线源滴灌主要针对不同灌水量和滴头流

量，铺设间距对交汇线源的湿润体特性影响规律，而垂直线源主要研究不同线源长度，初始含水率对

水分运移规律的影响，并用Phillip等模型进行检验验证。 

目前微润灌溉产品还处在试用阶段，各种性能参数和技术指标都有待研究，因此笔者通过室内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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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试验对微润管在土壤中的出流情况做了研究，分析了不同埋深和供水水头下微润管出流特性，为微

润灌溉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和系统参数设计提供基本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装置  试验所用微润管由深圳微润灌溉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微润管为纯白色软管，公称内径

为 16±0.3mm，壁厚 1mm，管壁上分布大量纳米级微孔，孔径为 10-900nm，数量为每平方厘米 10 万

个。 

试验系统由土箱和供水系统 2 部分组成(图 1) 。土箱由壁厚10 mm 的有机玻璃材料制成，箱体

规格为60 cm×50 cm×100 cm(长×宽×高) 。土箱2侧面打有直径为20 mm的对称小孔( 离土箱上边沿 

100mm，侧边沿50mm)，每隔100mm打一个孔，总共4孔。土箱正面也打有20mm的两排小孔（离上边

沿50mm，离侧边沿150mm），每隔100mm打一孔，一排共8孔 。供水系统由马氏瓶和微润带组成，

试验土箱与马氏瓶由橡皮软管连接，马氏瓶主要提供恒定水头。微润管与土箱长度均为60cm，进口端

连接供水系统，出口端封闭。试验过程中，通过调节马氏瓶中的水位(图 1)控制供水压力，压力水头

分为0.5m、1m、2m三个水平。 

 

1.马氏瓶；2.活动支架；3.阀门；4.橡胶软管；5.玻璃土箱；6.微润管 湿润体；8.含水率测孔 

图1 试验装置图 

1.2  试验土壤  试验于 2013 年 10—12 月在北京房山区梨村附近的温室大棚内进行。该试验区位于

北纬 39°30′～39°55′，东经 115°25′～116°15′，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区。供试土壤为温室大棚内土。

试验用土取自表层 0 ～40 cm 熟土，自然风干后过 2 mm 孔径筛，供试土壤机械组成（按国际制：

黏（＜ 0.002 mm）、粉（0.02 ～0. 002 mm）、砂（2～0. 02 mm）所占比例表示）见表 1。按控制容重

1.3g/cm3 分层均匀装入土箱。 

表 1 供试土壤的机械组成（国际制） 

土壤类型 

不同粒径土壤颗粒组成 

相对田间持水量 

砂（2～0.02mm） 粉（0.02～0.002mm） 黏（<0.002mm） 

粘壤土 27.56% 40.18% 32.26% 22.8% 

1.3 试验设计及试验方法  本试验选择供水水头和埋藏深度为主要影响因素，利用连接好的微润灌溉

装置，依次进行供水水头 H =0.5 m、1m、2m 时，微润管不同土壤埋深（10cm、20cm、30cm）的灌

溉试验。在有机玻璃的表面贴有透明胶片，记录不同入渗时间湿润锋动态变化过程。在试验过程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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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不同入渗时刻的马氏瓶水位变化，得出不同入渗时间对应的累积入渗量 I。以湿润体横剖面左右方

向的 1/2 为研究对象，每组试验重复 3 次，所有数据均取平均数。 

湿润体水平运移距离记为 X，垂直向上运移距离记为 Z+，垂直向下运移距离记为 Z— 。采用 SPSS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Excel 和 AutoCAD 软件绘图。 

2 结果和分析 

2.1 微润管压力流量关系  根据观测记录的结果分析，微润管在土壤中的压力流量关系随着埋藏深度

的不同有着略微的变化，压力-流量关系拟合结果见表 2。由拟合结果可知，微润管压力-流量关系呈线

性，和常规的灌水器特性有着较大的区别。从结果中可以看出，随着土壤埋藏深度的不同，相同供水

压力下流量不同，导致这种不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微润管管壁和土壤接触的松紧程度不同。二是

微润管本身存在一定的制造偏差，试验过程中是随机取的 9 根微润管进行试验。从观测结果可以看出

在埋深 20cm 和 30cm 的两组试验中，压力-流量关系比较接近，1m 水头下相差 8.1%，2m 水头下相差

3.8%，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润管本身的制造偏差。埋深 10cm 时流量较埋深 20cm 和 30cm 都

小，除了制造偏差的原因外，主要原因为埋深 10cm 时，土壤比较疏松，微润管和土壤接触不紧密，

微润管渗出的水不能通过土壤快速的被运移走。而埋深 20cm 和 30cm 时，较埋深 10cm 微润管与土壤

接触更紧密，微润管表层的水分更能传递到土壤然后扩散出去。 

表2  不同埋藏深度压力-流量关系拟合 

埋藏深度 拟合结果 相关系数 

10cm y=33.14x+14.23 R2=0.999 

20cm y=45.00x+16.15 R2=0.999 

30cm y=35.51x+31.05 R2=0.986 

2.2 湿润锋运移特征  供水压力为 2m、微润管埋深 30cm 时，在土壤中湿润锋随时间的变化（由于湿

润锋形状的对称性，取 1/2 为研究对象）如图２所示，坐标原点为微润带所在位置。从图２可看出，

不同观测历时的湿润锋形状基本上是一个以微润带为圆心的圆，沿微润管铺设方向的湿润锋基本上与

微润管平行，这与传统地下滴灌所表现出的上小下大型湿润锋有所不同。随着灌水时间的延长和累积

入渗量的增加，湿润体各个方向上的湿润锋不断扩展，但扩展速度逐渐减慢，在灌水一定时间后，湿

润锋的扩展速度明显减慢，最终几乎不再扩展；在相同的灌水历时下，湿润体在垂直向上、垂直向下

２个方向上的湿润半径与水平方向上的湿润半径几乎相等，这种现象说明土壤吸力是水分运动的主要

作用力，受自身重力作用的影响很小。从沿着微润管方向的湿润锋可以看出微润管出流比较均匀，出

水效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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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湿润锋运移动态变化 

不同处理湿润体的最大水平湿润距离X 、最大垂直向上湿润距离Z+ 和最大垂直向下湿润距离Z—

随时间t的变化过程见图3、图4、图5。由图3、图4和图5可知，各处理X和Z± 都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但增加幅度逐渐减弱，最后趋于停止。这是因为在灌溉水质一定时，土壤水的溶质吸力不变，灌水器

周围土壤的总水势仅受到基质势的影响。供水水头h一定时，灌溉开始时的灌水器周围土壤初始含水率

很小( 1.8%) ，土壤的水分扩散率很大，因此 X 和Z± 在开始时增加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灌水

器接触的土壤含水率增加，土壤的水分扩散率变小，因此 X 和 Z± 增加的速度减小。 

 

 
（a）埋深10cm （b）埋深20cm （c）埋深30cm （d）供水水头为0.5m （e）供水水头为1m （f）供水水头为2m 

图3  最大垂直向上湿润距离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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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埋深10cm （b）埋深20cm （c）埋深30cm （d）供水水头为0.5m （e）供水水头为1m（f）供水水头为2m 

图4  最大垂直向下湿润距离随时间的变化 

 

 

（a）埋深10cm （b）埋深20cm （c）埋深30cm （d）供水水头为0.5m （e）供水水头为1m （f）供水水头为2m 

图5  最大水平湿润距离随时间的变化 

由试验可知，X、Z+、Z— 和 t 之间的关系均可以用幂函数来表示，即 X = atb或 Z ±= atb，拟合

参数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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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X、Z+、Z— 与时间 t的拟合情况 

因素水平 
Z+/cm Z-/cm X/cm 

a b R2 a b R2 a b R2 

埋深10cm，水头0.5m 1.95 0.32 0.988 1.46 0.42 0.971 1.41 0.42 0.997 

埋深10cm，水头1m 1.14 0.45 0.975 0.94 0.53 0.973 0.80 0.53 0.992 

埋深10cm，水头2m 2.21 0.35 0.982 1.33 0.54 0.969 2.37 0.38 0.988 

埋深20cm，水头0.5m 1.93 0.32 0.990 1.95 0.35 0.984 1.89 0.34 0.989 

埋深20cm，水头1m 2.88 0.35 0.992 1.89 0.41 0.978 2.19 0.36 0.989 

埋深20cm，水头2m 2.97 0.25 0.981 2.25 0.44 0.972 2.68 0.34 0.995 

埋深30cm，水头0.5m 2.03 0.31 0.928 1.40 0.44 0.987 1.72 0.35 0.985 

埋深30cm，水头1m 1.53 0.43 0.988 1.99 0.42 0.970 1.94 0.37 0.975 

埋深30cm，水头2m 2.10 0.43 0.986 3.25 0.33 0.986 2.13 0.42 0.998 

 

由表 3 可以看出，用幂函数来表达 X、Z±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有着很高的相关系数，均在0.93

以上。参数 a 和 b 均大于零，说明该幂函数为增函数，即 X、Z 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对时间 t 进

行求导，即得到不同时刻湿润锋水平和垂直运移速度 VX= ab / t1 － b或 VZ= ab / t1 － b，该式表明当灌

水时间趋于无穷时湿润锋前进速度趋于零。本次试验均是在湿润锋几乎停止前进时结束的，所以试验

结束时的水平和垂直距离可以认为是该处理所能达到的最大极限，该数据为微润管埋深和间距的确定

以及作物种类的选择提供了依据。 

当微润管埋深一定时，相同时间湿润锋的最大水平湿润距离和最大垂直向上、向下湿润距离随灌

水水头的增大而增大。这是因为在相同条件下，灌水水头越大则微润管的出流就越大，土壤内的含水

量就越多，土壤的导水率大，因此湿润锋的运移就越快。从最大水平、最大垂直向上、向下湿润锋随

时间变化关系图上看，当微润管埋深为10cm时，出现了和结论略有不同的结果。埋深10cm时，最大垂

直向上和向下湿润距离在0.5m和1m供水水头下差别不明显，甚至会出现0.5m水头的湿润锋大于1m的

情况，而最大水平湿润距离整个过程都是0.5m供水水头大于1m，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埋深10cm

的情况下，一定时间后湿润锋已经到达土壤表面，水分蒸发已经开始发生，这就影响了土壤水分的运

移规律，导致出现和结论反常的试验现象。 

    当灌水水头一定时，相同时间湿润锋的最大水平湿润距和最大垂直向上、向下湿润距离随微润管

埋深变化情况不明显，但总体情况是埋深10cm的小于埋深20cm和30cm，埋深20cm和30cm两者的变化

差别不大。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装土的过程中埋深20cm和30cm的微润管比埋深10cm的

微润管与土壤接触更紧密，土壤和微润管接触得更紧密致使土壤基质吸力更大，有利于微润管表面渗

出的水分及时通过土壤运移走，渗出的水量越多则能使湿润锋运移得越快，这和压力—流量关系中的

解释相同。二是在埋深10cm的情况下，一段时间后湿润锋已经到达土壤表面，水分蒸发开始发生，导

致水分有整体向上运移的趋势，影响了湿润锋的运移规律，而埋深为20cm和30cm时表层蒸发还未发生，

这也是导致埋深10cm的湿润锋比其他两者小的原因。 

2.3 土壤水分入渗  累积入渗量是描述入渗特征的常用指标。为对比不同因素对微润灌溉湿

润体水分入渗的影响，分别绘制了 3 种供水水头在一定的微润管埋深条件下累积入渗量 

I 随时间 t 的变化曲线( 图 6a、6b、6c) ，以及 3 种不同埋深在一定供水水头条件下累

积入渗量 I 随时间 t 的变化曲线( 图 6d、6e、6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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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埋深10cm （b）埋深20cm （c）埋深30cm （d）供水水头为0.5m （e）供水水头为1m （f）供水水头为2m 

图6  累积入渗量和时间的关系 

不同处理累积入渗量随入渗时间的变化曲线走势基本相同，即累积入渗量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I

与 t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幂函数来表示，即 I = atb，拟合参数见表 4。        

从表4可以看出，累积入渗量与时间拟合关系中参数 b 较大，因此，相同处理时的水分入渗衰减

速度要远小于湿润锋运移的衰减速度。并且b的数值相差很小，而a相差很大。 

当微润管埋深一定时，相同时间内累积渗水量随着灌水水头的增大而增大，这和微润管压力流量

关系相吻合。 

当供水水头一定时，累积渗水量的关系是：埋深20cm>埋深30cm>埋深10cm。出现这种现象的原

因是在试验进行的过程中没有进行水温的控制，在进行埋深20cm的三组试验时外界气温较高，水温的

均温在0.5m水头下是14.58℃，1m和2m水头下是14.21℃，而进行埋深30cm的试验时由于外界天气原因

致使水温的均温在0.5m是10.17℃，1m是9.41℃，2m是8.34℃，微润管是有机高分子材料，管壁为纳米

空隙，因此受温度的影响很大，具体影响是受水温的升高出流量会增大，温度对温润管出流的影响在

本试验另外发表的论文中进行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埋深10cm的试验过程中水温虽然很高（0.5m

水头下均温为15.83℃，1m水头下为15.35℃，2m水头下为15.11℃），但是由于埋深较潜，微润管和土

壤接触不紧密，微润管表面渗出的水不能及时被土壤传导出去，阻碍了微润管的出流，因此要比埋深

20cm和30cm的渗出量小。 

表4  I与时间t的拟合情况 

因素水平 a b R2 

埋深10cm，水头0.5m 19.64 0.97 0.998 

埋深10cm，水头1m 25.65 1.01 0.998 

埋深10cm，水头2m 29.47 1.12 0.982 

埋深20cm，水头0.5m 16.45 1.16 0.986 

埋深20cm，水头1m 38.5 1.02 0.994 

埋深20cm，水头2m 41.31 1.11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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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深30cm，水头0.5m 36.34 0.94 0.999 

埋深30cm，水头1m 52.98 0.95 0.999 

埋深30cm，水头2m 89.56 0.91 0.999 

3 结论 

（1）微润管压力-流量关系呈线性，在埋深20cm和30cm的两组试验中，压力-流量关系比较接近，

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润管本身的制造偏差。而埋深10cm时流量较埋深20cm和30cm都小，除

了制造偏差的原因外，主要原因为埋深10cm时，土壤比较疏松，微润管和土壤接触不紧密，微润管渗

出的水不能通过土壤快速的被排走，阻碍了出流。 

（2）不同观测历时的湿润锋形状近似是一个以微润带为圆心的圆，沿微润管铺设方向的湿润锋基

本上与微润管平行。随着灌水时间的延长和累积入渗量的增加，湿润体各个方向上的湿润锋不断扩展，

但扩展速度逐渐减慢，在灌水一定时间后，湿润锋的扩展速度明显减慢，最终几乎不再扩展；在相同

的灌水历时下，湿润体在垂直向上、垂直向下２个方向上的湿润半径与水平方向上的湿润半径几乎相

等，由于微润带灌水原理特殊，主要以土吸力为驱动; 因此，微润灌溉湿润体形状成的“柱状体”，区

别于李明思等
［14］和郑园萍等

［15］的单、双点源的椭球体，半球体湿润体形状。 

（3）用幂函数来表达 X、Z±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有着很高的相关系数，均在0.93以上。 当微润

管埋深一定时，相同时间湿润锋的最大水平湿润距离和最大垂直向上、向下湿润距离随灌水水头的增

大而增大。 当灌水水头一定时，相同时间湿润锋的最大水平湿润距和最大垂直向上、向下湿润距离随

微润管埋深变化情况不明显，但总体情况是埋深10cm的小于埋深20cm和30cm，埋深20cm和30cm两者

的变化差别不大。 

（4）不同处理累积入渗量随入渗时间的变化关系也可以用幂函数来表示。当微润管埋深一定时，

相同时间内累积渗水量随着灌水水头的增大而增大；当供水水头一定时，累积渗水量的关系是：埋深

20cm>埋深30cm>埋深10cm，水温和微润管与土壤接触紧密程度对微润管出流的影响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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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characters of wetted soil in moistube irrigation 

Yan Qinghong1，Qiu Zhaoning2，Ren Hejing3，Xu Jingdong4，Su Yining5 
(Department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soil water movement of line source infiltration under 

moistube-irrigation． Soil box experiments was used to study soil water distribution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soil texture and bulk density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wetted soi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sure and the rate of flow was linear in the moistube, the shape of the wetting front 

approximation is a circle that circled with the micro-moistening zone; the maximum horizontal wetted 

distance、the maximum vertical go up ,down infiltration distance and cumulative infiltration are a Power 

index relationship with the time in the wetted volume; when the moistube buried with a certain depth, the 

maximum horizontal wetted distance、the maximum vertical go up ,down infiltration distance increased with 

the irrigation head by the same time of the wetting front; when the irrigation head given with a certain 

figure,the change is not obvious with the buried of the moistube,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those buried 

depth 10cm are less than those buried depth 20cm and 30cm, but the latter two almost have no change. When 

the irrigation head given with a certain figure, the cumulative infiltration volume is increase with irrigation 

head by the same time, when the irrigation head given with a certain figu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mulative infiltration volume is: those buried depth 30cm are greater than those buried depth 10cm, but less 

than those buried depth 20cm, the water temperature and the moistube ,and the soil that touch with the close 

degree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ffluent of moistube 

Key words: moistube-irrigation; wetted soil; outflows; buried depth; water-supply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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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润灌溉线源入渗湿润体特性试验研究 

 

晏清洪 1，邱照宁 2，任贺靖 3，徐景东 4，苏怡宁 5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北京 100048 

 

摘要 

 

为探明微润灌溉线源入渗水分运移规律，通过室内土箱试验

对微润灌溉土壤水分分布进行研究，分析不同供水水头和埋

深对湿润体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微润管压力—流量关系

呈线性，湿润锋近似是一个以微润带为圆心的圆；湿润体的

最大水平湿润距离、最大垂直向上、向下湿润距离以及累积

入渗量均与时间呈幂指数关系；当微润管埋深一定时，相同

时间湿润锋的最大水平湿润距离和最大垂直向上、向下湿润

距离随灌水水头的增大而增大 ；当灌水水头一定时，其随微

润管埋深变化情况不明显，但总体情况是埋深 10cm 的小于

埋深 20cm 和 30cm，而后两者的变化差别不大。当微润管埋

深一定时，相同时间内累积渗水量随着灌水水头的增大而增

大；当供水水头一定时，累积渗水量的关系是：埋深 20cm>

埋深 30cm>埋深 10cm，水温和微润管与土壤接触紧密程度对

微润管出流的影响都很大。 

关键词 

微润灌溉，湿润体，出流量，土壤埋深，供水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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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应用Godunov格式模拟复杂河网明渠水流运动 

张大伟1,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2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 

摘要：为克服传统河网数学模型无法准确模拟急流或存在水面间断的复杂明渠水流等问题，采用具有良好激波捕捉能

力的 Godunov 格式建立了新的一维河网水动力数学模型。模型采用基于 HLL 格式的有限体积法离散 Saint-Venant 方程

组，采用数值重构的方法使模型整体获得时空二阶精度。在汊点处由质量、能量守恒方程和特征线理论构造汊点方程

组，求解该方程组为各河段提供内边界条件。模型计算无需特殊的河道编码，每个汊点和河段分开单独求解。通过四

个经典的数值算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模型能够自动处理流态变化，具有良好的精度和稳定性，同时具备很

好的模拟复杂河网水流运动的能力，说明新研发的河网数学模型是成功的。 

关键词：河网；数值模拟；Godunov格式 

中图分类号：TV 131.2                文献标识码：A       

 

河网是指由一系列河段相互连接形成的整体，河段和河段之间的连接点称为汊点，根据河网的几

何形状，一般可将河网分为树状河网和环状河网。在工程上，河网问题比较常见，如自然流域的水系

和灌渠系统等。河网水流数值模拟问题一直是水利工程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至今，很多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研究[1-3]。在这些数值方法中，隐格式有限差分法由于其

较好的稳定性应用较为广泛。 

最初的隐格式是对整个河网的所有断面水力要素值同时求解，耗时较长，计算效率较低。后来逐

渐发展出分级解法、汊点分组解法和汊点的水位预测校正方法等[4-7]，将隐格式求解效率大大提升。但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求解方法在缓流状态下一般应用效果较好，但是当河段中出现急流或激波现

象时，往往会遭到失败。如 Preissmann 四点格式，在不做修正的情况下不能模拟跨临界流[8],为了保持

模型的稳定，需要进行专门的近似处理。在 FLDWAV 模型中使用了 LPI（Local Partial Inertia）方法来

处理跨临界流动，虽然保证了计算稳定，但在水流非恒定性较强时会引起较大的误差[9]。 

Godunov 格式不仅适用于光滑的古典解，同时具备模拟大梯度流动和自动捕捉激波的能力，由于

这种独特的优势，近年来，该格式在一、二维浅水数值模拟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0,11]。目前，Godunov

格式较多用于单河道复杂明渠水流数值模拟中，尚未见到用于河网数值模拟的报道。为了突破传统河

网数学模型在处理复杂水流流态时遇到的困难，本文采用 HLL 格式的有限体积法来离散 Saint-Venant

方程组，利用特征线法构造汊点方程组提供内边界条件，构造了全新的基于 Godunov 格式的河网水流

数学模型。文中采用的计算格式在处理单河道的复杂水流流态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详见文献[12]，

本文重点论述基于该格式开发的新的数学模型处理复杂河网时的适应能力。 

1 控制方程及数值离散 

1.1 控制方程  描述天然河网一维浅水流动的 Saint-Venant 方程组的向量形式如下[13]： 

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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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                               （1） 



 

201 

其中
0

0 1

B 
  
 

D ，
Z

Q

 
  
 

U ，
1

2

2

Q
f

Q
f

A

 
        

  

F(U) ，

0

f

Z
gA gAs

x

 
  
  

 

S  

式中 B 为水面宽度，Z 为水位，Q 为断面流量，A 为过水断面面积，为便于随后的表述，f1和 f2分别

代表向量 F（U）的两个分量，g 为重力加速度，t 为时间变量，sf 为沿程阻力损失，其表达式为

2 2 4 3( ) ( )fs n Q Q A R ，R 为水力半径，n 为 Manning 糙率系数。 

考虑到水面坡度变化一般比河道底坡变化要平缓，因此在源项部分采用水面坡度项代表压力项的

影响，有利于数值格式的稳定；另外采用该形式也很好的避免了不佳的底坡项离散方法平衡数值通量

时带来的计算格式不守恒问题[12][14]。 

1.2 数值离散  采用中心格式的有限体积法，将变量存贮在计算单元中心。将公式（1）在单元 i 上进

行积分并利用 Gauss 定理离散后得： 

1 1 * * 1

1/ 2 1/ 2( )n n

i i i i i i i

i

t
t

x

  

 


   


U U D F F D S                （2） 

式中 Ui 为第 i 个单元变量的平均值， *

1/ 2iF ， *

1/ 2iF 分别为单元 i 左右两侧界面的通量值， ix 为第 i

个单元的边长； t 为时间步长，Si 为第 i 个单元源项的平均值。 

计算单元界面通量由 HLL 近似 Riemann 解给出，同时为使数值解获得时空二阶精度，采用

TVD-MUSCL 格式和 Hancock 格式对变量进行了二阶数值重构,详细的数值离散过程可参见文献[12]。

为了保持模型的稳定性，时间步长的选取受到 CFL（Courant-Friedrichs-Lewy）条件的限制。在本文的

验证算例中，如果没有特别提及，CFL 数取值为 0.8。 

2 汊点约束方程 

对于天然河网来讲，河段的两个端点如果不是外边界点，则必为汊点，在模型计算时，外边界点

的水力要素过程（水位、流量）是已知的，只需确定汊点处的水力要素值，即可进行河道下一时刻的

模拟。 

在汊点处水流满足质量守恒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如下两式所示[3]： 

i o

dS
Q Q

dt
                                      (3) 

2 2

2 2

o

i

x
i o

i o f
x

u udu
gZ dx gZ gh

dt
                           (4) 

在以上两式中，下标 i 表示汊点入流，下标 o 表示汊点出流。在质量守恒方程中，一般不考虑汊

点处水量的变化，即 / 0dS dt  。则质量守恒方程变为： 

0i oQ Q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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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量守恒方程公式（4）中，等式右边第一项代表水流加速带来的能量损失，
fh 为摩擦带来的

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之和。在天然河道中，汊点处多为缓流流态，流速的变化和水头损失一

般很小可以忽略，能量方程可以简化成如下式的形式[15]： 

i oZ = Z                                         (6) 

汊点连接条件除满足水量守衡和能量守恒两个基本的关系外，同时满足明渠水流运动的特征线理

论。图 1 为汊点处为缓流流态时的特征线。由特征线理论可知，在汊点处沿正负特征线方向分别满足

如下关系式： 

( 2 ) ( 2 ) ( ) 0M L fL ou c u c g s s t                          (7) 

( 2 ) ( 2 ) ( ) 0M R fR ou c u c g s s t                          (8) 

式中 u 为流速，c 为波速，so 为河道底坡。对于流入汊点的河段来讲，采用正特征线对应的特征

方程，对于流出汊点的河段来讲，采用负特征线对应的特征方程。联解公式(5)-(8)，即可获得各连接

河道在汊点处的流量值和水位值，该值作为河段的内边界条件进行下一时刻的计算。如果汊点处出现

急流或临界流，同样采取特征线理论来构造汊点方程组，具体过程可参见文献[16]。 

采用本文模型的算法，求解过程非常简洁，首先由汊点方程组确定各河段的内边界，然后各河段

独立求解，所有河段求解结束后，再由汊点方程组确定下一时刻的内边界，循环往复。 

3 算例验证 

3.1 激波算例  为了说明本文数学模型在处理流态过渡和激波捕捉方面的优势，采用具有抛物型底坎

的混合流算例来对模型进行了检验。该恒定流算例 1997 年被提交到国际水力学研究协会（IAHR）的

溃坝水流模型工作组[17]，后来该算例成为验证模型守恒性和适应性的经典算例。 
计算区域为长 25 m，宽 1 m 的矩形河道，河底有一抛物型突起，在 8 m<x<12 m 处，其河底高程

表达式为，zb(x)=0.2-0.05(x-10)2,河道其它位置底高程为 0 m。当入口流量 Q = 0.18 m3/s，下游水位 

Z=0.33m 时，在河道地形凸起处会出现流态过渡，并且存在着激波，由于该算例的计算比较困难，常

被用来检验数值格式的适用性能。 

图 1 汊点特征线示意图 

Fig.1 Characteristic curves at the junction-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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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简易河网示意图 

Fig.3 One junction open channel network 

该算例空间步长取为 0.1 m，河道初始水位统一给定为 0.33 m，初始流量为 0.0 m3/s，不考虑摩阻

项影响。同时采用本文数值格式和 Preissmann 四点格式对该算例进行了模拟，结果如图 2 所示。由图

2（左）可以看出，采用本文模型能够很好的模拟出水面间断，水位数值解与解析解吻合较好，而采用

Preissmann 格式计算时无法处理剧烈的流态过渡，计算失败。由图 2（右）可以看出，即使在激波出

现的地方，本文的数值解法依然保持了很好的守恒性。 

3.2 简易河网算例  该算例是由三条河段组成的一个简单的河网算例，最早由 Aral et al 等提出[15]。

三条河段均为 5000m 长，断面形状均为矩形，其中河段 1 和河段 2 的底宽为 50m，河段 3 的底宽为

100m，三条河段的底坡均为 0.0002，曼宁糙率系数为 0.025。各河段计算的初始水深均为 1.43m，河

段 1 和河段 2 的初始流量为 50m3/s,河段 3 的初始流量为 100m3/s。河段 1 和河段 2 的上游给定流量边

界条件，入流过程如图 3 所示，下游边界给定恒定的水位值。河段的空间离散步长为 100m。 

图 4 为本文计算结果与 Zhang 采用的隐式有限元法以及 Aral et al 采用的松弛格式的计算结果对比
[15][18]。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的计算结果与其它两种计算结果总体吻合较好，Zhang 采用隐式有

限元计算的水深最大值要稍微大一些，最大水位值为 1.660 m，本文计算的水深最大值与 Aral et al 的

计算结果一致，均为 1.647 m。 

 

图 2 计算的水位值（左）与流量值（右） 

Fig.2 Numerical solutions of water levels (left) and discharg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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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树状河网示意图 

Fig.5 Dendritic channel network 

 
 
3.3 树状河网算例 

 

该算例是一树形河网算例，由 Choi 和 Molinas 提出[3]，后来 Aral et al 和 Zhang 等都计算过该算

例[15][18]。该算例由 5 条支流和 3 条干流组成（见图 5），共 8 条河段，每条河段的长度均为 6.0 miles(9.66 

km)。8 条河段的断面形状均为矩形，其中 5 条支流的河道底宽均为 100 ft (30.48m)，干流 1 的河道底

宽为 200 ft（60.96m），干流 2 的河道底宽为 400 ft（121.92m），干流 3 的河道底宽为 500 ft（152.4m）。

每条河道的底坡均为 0.002，曼宁糙率系数为 0.04。各河道的初始单宽流量相同，初始水深相同。五条

支流的入流边界为流量过程，如图 5 所示，下边界的水位过程保持恒定。 

 

图 4 河段 3 在 x=4000m 处的流量过程（左）与水深变化过程（右） 

Fig.4 Discharge (left) and water depth hydrograph (right) at x=4000 m in Chann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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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时，每条河段均离散为 100 个计算单元。图 6 为本文计算的在干流 3 中间处的流量过程与

Zhang采用的隐式有限元法以及Aral et al采用松弛格式的计算结果的对比[15][18]，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本文的计算结果与其它两种计算结果总体吻合较好，只是洪峰值的计算略有差异，本文计算结果为

10056 CFS（立方英尺/秒），Aral et al 计算结果为 9961CFS，而 Zhang 的计算洪峰值略低一些为 9881 

CFS。 

3.4 环状河网算例  该环状河网算例的示意图如图 7所示，该算例是由 Sen和 Garg提出，用来验证数

学模型处理环状复杂河网的能力
[6]
。该河

网由 10条河段组成，河段断面均是梯形断

面，各河段的特征参数如表 1 所示。按照

均匀步长 200 m来离散各河段。河段 4，5，

8 外端给定流量边界条件，在起始阶段分

别给定恒定的流量值 10m3/s，河段 3和 10

的外端给定恒定的水深值 5.0m，经过恒定

流阶段的计算，各河段水流达到稳态，流

量值和流向如图 7 所示。随后在河段 8 外

端给定一个非恒定的入流过程，如图 8（断

面 8-1）所示，其它边界条件保持不变，

本文模型的计算结果与Sen和Garg计算结

果的对比见图 8。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本文模型的计算结果与Sen和Garg的计算

结果基本完全吻合。在断面 7-6处，水流出现了往复流动，本文模型也给出了很准确的模拟结果，表

明本文模型具备模拟复杂河网明渠水流运动的能力。另外值得说明的是，本文模型采用的汊点水位求

解方法具有很高的效率，本算例中在给定初始汊点水位后，一般经过 1次迭代即可收敛，最多 2次迭

代即可达到收敛。
 

表 1 各河段的特征参数 

Table 1 Channel characteristics for looped channel network 

河道编号 底坡 曼宁糙率系数 底宽(m) 边坡 河道长度(m) 

1,10 0.0001 0.025 100 1V：2H 2000 

2,4,5,7,8 0.0002 0.025 50 1V：2H 1000 

3,6,9 0.0001 0.025 75 1V：2H 1000 

 

图 6 干流 3 中间处的流量过程计算结果 

Fig.6 Computed discharge hydrograph at middle of Ma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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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环状河网算例示意图 

Fig.7 Looped channe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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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为克服传统河网数学模型在模拟强非恒定流时遇到的困难，本文采用能够自动捕捉水面间断，具

有良好激波处理能力的 Godunov 格式构造了新的河网数学模型。该模型采用显格式的有限体积法来离

散 Saint-Venant 方程组，利用 HLL 格式近似 Riemann 解计算界面通量，通过数值重构技术保证模型整

体具有二阶精度。由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方程和特征线理论构造汊点方程组，通过求解方程组为各河

段提供内边界条件。模型整体结构简洁，无需特殊的河道编码，每个河段和汊点分开单独求解，无需

求解大型矩阵。通过四个经典数值算例证明，本文构造的数学模型既能够处理树状河网，也能很好的

  

  

  

                        图 8  河段 8 的入流过程及计算结果 

Fig.8 Inflow hydrograph at section 8-1 and computed hydrographs at section 1-1, 7-6, 6-1,3-6,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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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复杂环状河网明渠水流运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经过验证的数学模型可用于工程实践，为水利

规划、防洪决策部门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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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s simulation in complex open channel networks using Godunov method 

ZHANG Dawei1,2,QUAN Jin1,MA Jianming1,2,HE Xiaoyan1,2,ZHANG Zhongbo1,2,JIANG Xiaoming1,2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100038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 Beijing 100038 ) 

Abstract: A novel one-dimensional hydrodynamic model for open channel network flows has been 

developed using the shock-capturing Godunov method in order to avoid the traditional numerical models’ 

incapability of accurately simulating supercritical flows and discontinuous flows. The HLL scheme was used 

to discretize Saint-Venant equations based on finite volume method, and second-order accuracy in time and 

space was achieved by the numerical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Junction flow conditions in the open channel 

networks were described by the mass conserva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equations, 

which were explicitly solved as the internal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each channel. Channels and junctions 

could be numbered randomly without requiring any specific numbering method, and they were treated 

independently. The model has been validated by four classical numerical test cases, showing that it is capable 

of automatically dealing with flow regime changes and simulating flows in complex river network with good 

accuracy and stability, which indicates the success of the newly developed model. 

Key words: open channel network; numerical simulation; Godunov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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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Godunov 格式模拟复杂河网明渠水流运动 

 

张大伟 1,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38 

2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8 

 

摘要 
 

为克服传统河网数学模型无法准确模拟急流或存在水面间断

的复杂明渠水流等问题，采用具有良好激波捕捉能力的

Godunov 格式建立了新的一维河网水动力数学模型。模型采

用基于 HLL 格式的有限体积法离散 Saint-Venant 方程组，

采用数值重构的方法使模型整体获得时空二阶精度。在汊点

处由质量、能量守恒方程和特征线理论构造汊点方程组，求

解该方程组为各河段提供内边界条件。模型计算无需特殊的

河道编码，每个汊点和河段分开单独求解。通过四个经典的

数值算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模型能够自动处理流

态变化，具有良好的精度和稳定性，同时具备很好的模拟复

杂河网水流运动的能力，说明新研发的河网数学模型是成功

的。 

 

关键词 

河网；数值模拟；Godunov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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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滴灌冬小麦不同施氮量下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拟和验证5 

张彦群1，王建东1※，龚时宏1，隋  娟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研究所，北京 100048） 

摘要：针对华北平原冬小麦田过量施氮（N）现象，构建和参数化不同施N量下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有利于理

解降低传统施N量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生理基础。本文于2012-2014年连续两个生长季在滴灌冬小麦田设置3种施N量：

290、190和110kg N hm-2，开展了光合及相关生理因子的测定，确定了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关键参数。结果表

明：施N量显著影响滴灌冬小麦旗叶的最大羧化效率（Vcmax），处理间的Vcmax差异可以用叶片N含量来量化。考

虑关键参数处理间差异，耦合模型对光合-光曲线的模拟优于日进程模拟结果，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2.17和0.98 

μmol m-2 s-1。模型可用于模拟不同施N量引起的生理及环境单因素及多因素综合变化条件下的光合值，进而实

现对产量变化情况的预测。  

关键词：施氮量；冬小麦；气孔导度；光合速率；耦合模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华北平原区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作物产量受到灌溉制度的影响，产量水分关系及推荐优化灌溉

制度等已有前人研究
[1, 2]

。除灌水外，施用N肥仍是提高作物产量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适度增加氮

用量对作物生长发育及叶片生理性状具有促进作用，能够延缓叶片衰老，提高光合速率；但施氮过量

则会起到抑制作用
[3, 4]

。据张福锁等
[5]
对我国作物施肥量的调研，华北地区存在过量施N问题。每季（10

月-来年6月）冬小麦的施N量在60-385 kg N hm-2之间都有报道，每季290 kg N hm-2的施N量最为普遍。

据研究，产量6000 kg hm-2的冬小麦吸N量约为190 kg N hm-2
[6]
，远低于实际普遍施用量290 kg N hm-2。

已有研究证明，施用低于传统量的N肥，可在产量无显著降低的条件下减少N淋失和残留，降低施N的环

境风险
[7, 8]

。 

确定该地区降低传统施N量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及不同施N量处理下作物产量响应的生理基础，可为

该地区合理施肥提供科学依据。我们研究团队围绕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开展了自然和控制条件下光合

参数的测定，确定了滴灌不同施N量对作物产量及光合生理参数的影响
[9]
。然而，光合参数需要高精度

的设备测定，且对环境因子变化反应敏感，因此要求测定时天气晴朗无云。为得到有代表性的光合参

数值，常需多次测定，每次测定所处的光、温、湿环境各不相同，不同种植区域、作物品种和肥料水

平之间可比性较差
[10, 11]

。通过控制条件测定得到光合生理参数，构建基于生化过程的光合-气孔导度

耦合模型，可实现对不同环境条件及不同状况的叶片光合和蒸腾速率的模拟，进而实现生物量累积过

程和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估算和预测。 

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是基于作物同化CO2的光合作用和散失水汽的蒸腾作用均以气孔为主要通

道的生理基础来构建的。基于光合生化模型
[12]

和气孔导度半经验模型
[13, 14]

的水碳耦合模型包含植物光

合生理关键过程和参数的量化，耦合气孔导度和水、土、气象因子来实现作物光合和蒸腾的模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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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机理性和参数复杂程度适中，可加深对植物耗水和生长过程的机理认识和提高作物模型精度
[15, 16]

。

尽管这种耦合模型成为理解冠层气体交换过程的主要手段，但模型的参数化方法仍需要较多研究
[17]

，

尤其是模型关键参数最大羧化效率（Vcmax）、最大电子传递效率（Jmax）、胞间CO2浓度与环境CO2

浓度之比（Ci/Ca）及气孔导度模型关键参数的时空变化常常对模拟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18]

。许多研究

表明上述参数与叶片氮含量有显著相关关系
[19]

，可利用该关系对光合参数时空变化进行量化，提高耦

合模型模拟精度，并可实现模型从叶片到冠层的尺度转换。 

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拟过程在树木和经济作物研究和应用较多，针对粮食作物的报道还较少见，

本研究在华北地区滴灌不同施N量冬小麦田开展模型参数化和模拟预测研究，是实现作物产量生理调控

机制定量化研究的重要手段，对进一步揭示田间高效灌溉模式优异内在原因和构建大田作物高效施肥

模式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3 泥沙模型  

3.1 基本方程  根据实测资料
［7］

分析，冬季深圳湾各测站实测平均含沙量在0.0073～0.205kg/m
3
之间，

而夏季在0.0137～0.2385kg/m
3
之间。由于深圳湾水体中含沙量不高，泥沙对水流的影响极小，泥沙数

学模型与水动力学模型可以采用非耦合的方式求解。深圳湾的床沙组成为砂层及亚黏土层，上覆海相

淤泥层，底质细、中 

2 试验地和模型介绍 

2.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北京市大兴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农业节水灌溉试验站（39°39′N，116°15′E）进

行。试验站气候属典型的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540mm，小麦生长季（10月-来年3

月）的降雨量常不足100mm。试验田0~100cm土层深度的土壤质地为壤土，0~100cm土层的平均田间持水

率、土壤容重和有机质含量分别为30.58%、1.58g/cm3和3.25 g kg-1。田间试验于2012/2013和2013/2014

连续两个生长季开展，开展试验前（2012年10月）土壤的硝态氮浓度为5.43 mg kg-1。 

2.2 试验设计 

供试冬小麦品种为中麦175，机播种植，行距12.5cm。播种日期、返青期开始和收获日期及灌水情

况列在表1中。每年10月上旬播种，为保证出苗，播前喷灌灌水75mm。11月下旬冬灌，喷灌，灌水量为

50 mm。4月初返青期开始，6月中旬收获。光合测定从冬小麦返青至收获期间（4-6月）进行。试验小

区灌水方式为地表滴灌，一带8行，灌溉制度参考直径20 cm标准蒸发皿的累计水面蒸发量（E）制定[20]，

除返青期灌水量为24 mm外，其余灌水日期以E累计至40 mm确定，灌水定额为0.8 E，即32 mm。2013

年4-6月仅有两次降雨量（P）> 5 mm的降雨，均发生在6月，2014年的4-6月降雨量较大，且分布比2013

年同期均匀，6次P > 5 mm的降雨，3次发生在4月，2次5月，1次6月。因此，2013年4-6月共灌水5次，

灌水时间和灌水量分别为4月10日（24 mm）、4月21日（24 mm）、5月4日（32 mm）、5月16日（32 mm）

和5月30日（32 mm）；2014年4-6月共灌水4次，灌水时间和灌水量分别为4月3日（24 mm），24 mm、4

月23日、5月7日和5月21日，每次各32 mm。 

3个施N处理分别为290（高N处理，N3，当地传统施N量）、190（中N处理，N2，产量6000 kg hm-2

的冬小麦吸N量，N3处理施N量的65%）和110（低N处理，N1，N3处理施N量的40%）kg N hm-2，分两次

施入。为保证出苗壮苗，基肥各处理施肥量一致，均为83 kg N hm-2，以复合肥（N-P2O5-K2O, 15-15-15）

形式施入。施N量处理从返青期开始，3个处理的追肥量分别为207、107和37 kg N hm-2，以尿素形式，

采用文丘里施肥器随返青期第一次灌水施入田中。每个处理3个重复，共9个小区，随机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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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2/2013和2013/2014两个生长季播种、返青期开始和收获日期及灌溉管理情况表 

年份 播种日期 冬灌日期 冬灌水量 
返青期开始 

日期 
收获日期 追肥日期 

返青至收获期 

灌水次数 

2012/2013 2012-10-12 2012-11-22 50 mm 2013-4-5 2013-6-19 2013-4-10 5 

2013/2014 2013-10-11 2013-11-20 50 mm 2014-4-1 2014-6-15 2014-4-4 4 

 

2.2 旗叶光合参数测定 

冬小麦抽穗后，选择典型晴天用Li-cor 6400便携式光合仪进行叶片光合测定。-CO2响应曲线测定，

进而确定叶片相关光合参数。2013年共进行2次光合和蒸腾的日进程测定，测定日期为5月1日和6月3

日；2014年进行3次测定，测定日期为5月4~5日、5月21~23日和6月2~3日，分别进行了光合-光响应曲

线测定和光合-CO2响应曲线测定。光响应曲线测定时叶室温度设定为30℃，参比室CO2浓度设定为400 

μmol mol-1，光强设定为2500、2200、2000、1750、1400、1100、800、500、200、150、120、80、

40和0 μmol m-2 s-1，从强到弱进行测定。CO2响应曲线测定时叶室温度设定为30℃，光强设定为2200 

μmol m-2 s-1，参比室CO2浓度设定为400、300、200、120、80、50、0、400、400、600、800、1200、

1600、2000 μmol mol-1，依次测定。其中，2014年度的光合-CO2响应曲线测定结果用于模型参数确

定，2013年的日进程测定和2014年光合-光响应曲线测定结果用模型验证。 

2.3 旗叶生物学因子测定 

光合测定完成后将旗叶取下，扫描叶面积，105℃杀青，65℃下烘干至恒重，研磨，过100目筛，

送检。检测机构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比率质谱实验室，采用稳定同位素比率质谱仪（DELTA 

V Advantage isotope ratio mass spectrometer, Thermo Fisher Inc., USA）检测样品的13C与12C

比率，再与国际标准物（Pee Dee Belnite或PDB）比对后计算出样品的δ13Csample值，已知δ13Cair=

−8‰，通过式1计算样品的13C分辨率（Δ）[21]： 
13 13

air sample

13

sample

1000

1

C C

C


 








（ ）
                     （1） 

旗叶N含量测定：取测定δ13Csample的样品在稳定同位素比率质谱仪的元素分析仪中高温燃烧后

生成氮气（N2），通过质谱仪检测的N2含量来计算样品中的N含量，即单位叶干重N含量（Nmass, g/kg 

dry mass）。 

2.4 模型介绍 

光合子模型以Sharkey完善了的Farquhar和von Caemmerer提出的光合模型为基础
[22]

，净光合速率

（An）的不同阶段分别受两个过程限制：Rubisco酶的羧化效率（Wc）、电子传递速率（WJ）。各个过

程的表达式见式2至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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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c 和Vo 分别为Rubisco酶的羧化和加氧速率；Γ*是无暗呼吸时的CO2补偿点；Rd是白天呼吸速

率；Vcmax和Jmax分别为最大羧化速率和最大电子传递速率；Ci为细胞间CO2浓度；Kc和Ko为米氏常数；

O为氧气分压；J是电子传递速率，与光能转化效率α、光合有效辐射PAR及Jmax有关（式6）。该模型

系统中，所有与酶有关的速率均与叶片温度有关。Vcmax和Jmax是模型的关键参数，本研究通过测定光

合-CO2响应曲线得到。模型由PAR、叶片温度和Ci驱动，其中，叶片温度可以近似为Ta或由Ta推算得到，

和PAR均可以通过气象数据得到；Ci为未知。 

根据Fick定律，An和蒸腾速率（Tr）还可以分别表示为式7和8： 

 n a iscA g C C                           （7） 

( )r s i sT g w w                            （8） 

式中：gsc是气孔对CO2的导度；gs是气孔对H2O的导度；两者满足式9的关系： 

sc s /1.6g g                              （9） 

可见，水碳通量模拟中，气孔导度模型是联系光合和蒸腾的中间因子。由式7可以推出Ci的表达式，

然而又引入未知变量gs，只有再列出与An、Ci和gs有关的第三个等式，才能使整个模型有解，气孔导

度模型的研究给出了与三者相关的经验表达式，虽缺乏生理基础，但可以很好的模拟自然和实验室状

态下的植物气孔导度，进而模拟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本文选用被广泛应用的Ball-Berry气孔导度模

型，其表达式为： 

1 n
s 0

s

RH
= +

-

g A
g g

C  

 
                           （10） 

式中：g0是最小气孔导度；g1为气孔斜率因子；An是净光合速率；RH是叶表面相对湿度；Cs是叶表

面CO2浓度；Γ*是无暗呼吸时的CO2补偿点。 

2.5 模型评价指标 

采用3类4个评价指标来评判本章建立的蒸腾-光合耦合模型的估算效果。 

第一类：汇总统计指标，主要对模型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反映模型拟合性的基本情况。本

文采用模拟值和实测值的平均值（P 和O），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1

1

N

i

i

O N 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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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P N P



                                  （12） 

第二类：相关性指标，可以定量反映模型的最优性，但不能估计模型的无偏性。本文采用决定系

数（R2），其计算公式为： 

2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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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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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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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第三类：绝对误差指标，可以反映模型的无偏性。本文采用平均绝对误差（MAE），计算公式分别

为： 

1

1

MAE
N

i i

i

N O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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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Oi和Pi分别为实测值和模型估算值，N为样本数。 

3 结果和讨论 

滴灌不同施N量处理下冬小麦蒸腾-光合耦合模拟中模型参数确定采用2014年的3次光合-胞间CO2

浓度（An-Ci）曲线测定数据，模型验证分别采用2013年在滴灌不同施N量试验区的两次日变化测定和

2014年的3次光合-光响应（An-PAR）曲线实测数据进行验证，确保建模数据和验证数据的独立性。 

3.1 模型关键光合参数的确定 

Rubisco酶的最大表观羧化速率（Vcmax）、RuBP再生阶段最大电子传递速率（Jmax）和羧化效率

（CE）通过测定的光合-胞间CO2浓度（An-Ci）曲线，由式2至6模拟得到。图1给出了不同施N量处理对

上述参数的影响结果。 

2013/2014生长季Vcmax随测定日期的推进逐渐降低，N3、N2和N1处理6月2~3日Amax测定结果分别

比5月4~5日降低了27.2%、40.0%和40.3%（图1a）。其中，5月4~5日不同N处理间Vcmax无明显差异，5

月21~23日N3和N2处理的Vcmax差异不显著，两处理的值（133.2和125.3μmol m-2 s-1）显著大于N1

处理的值（110.8μmol m-2 s-1）。6月2~3日不同处理Vcmax差异显著，高N肥N3处理的Vcmax显著大于

N2和N1处理，N2处理和N1处理值无显著差异。本研究得到的Vcmax值远高于Wullschleger综述中对小麦

Vcmax的统计值（83μmol m-2 s-1）
[23]

，但与近期Müller等对小麦Vcmax的实测值接近[19]，这与近

年来小麦品种改良、光合能力提高有关。Jmax的季节变化趋势和处理间差异情况与Vcmax类似，3次测

定各处理的Jmax在156.5-236.2μmol m-2 s-1之间变化（图1b）。与Vcmax不同的是，6月2~3日不同处

理Jmax差异显著，高N肥N3处理的Jmax显著大于N2和N1处理，N2处理也显著大于N1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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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施 N 处理对（A）最大羧化速率 Vcmax、（B）最大电子传递速率 Jmax、（C）二者比例 Vcmax/Jmax和（D）羧化效率 CE的影响 

 

3次测定的Jmax/Vcmax比值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随测定日期的推进有逐渐升高的趋势，3次测定

各处理的Jmax/Vcmax比值在1.49-2.00之间变化（图1c），该范围与Evans和Farquhar对小麦光合研究

中报道的该比值范围1.63-2.06接近
[24]

，而略低于Luening推荐的C3植物普适值2.0±0.6
[25]

。本研究采

用实测结果进行模拟，但推荐无基础资料研究中小麦光合模拟可采用本研究测定平均值1.85来推算

Jmax。CE随测定日期的推进逐渐降低，除5月4~5日不同N处理间CE无明显差异外，后两次测定不同N处

理间差异均显著（图1d）。其中，5月21~23日N3处理的CE（0.125mol m-2 s-1）显著大于N1处理的值

（0.075mol m-2 s-1），N2处理CE（0.11mol m-2 s-1）介于N3和N1之间，与N3和N1没有显著差别。6

月2~3日不同处理CE差异显著，高N肥N3处理的CE显著大于N2和N1处理，N2处理和N1处理值无显著差异。

3次测定各处理的CE值在0.07-0.13mol m-2 s-1之间变化。 

3.2 气孔导度子模型关键参数的确定 

不同测定日期和不同施 N 量均对 Ball-Berry 气孔导度模型参数影响显著，随测定日期的推进

Ball-Berry 气孔导度模型参数 g0（图中回归直线的截距）有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而 g1（图中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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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的斜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图 2）。不同施 N量对 Ball-Berry气孔导度模型参数的影响并未在

所有测定日期中观测到。其中，5 月 4~5 日和 6 月 2~3 日不同 N 处理间对气孔导度模型参数的影响不

显著，5月 4~5日的 g0和 g1 分别为 85.5 mmol m-2 s-1和 11.2，6月 2~3日的截距和斜率分别为 162.2 

mmol m-2 s-1和 6.2。5月 21~23 日测定的气孔导度模型参数处理间差异显著，高 N处理的 g0最大，

N3、N2和 N1处理的 g0依次降低，分别为：215.4、173.1和 125.4 mmol m-2 s-1，而高 N处理的 g1

却最小，N3、N2 和 N1 处理 g1 分别为：4.0、5.6 和 5.9。本研究测得的 Ball-Berry 气孔导度模型参

数变化范围在前人研究范围内
[15]

，可用于不同 N处理下的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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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施 N 量和测定日期对 Ball-Berry气孔导度模型参数的影响 

 

3.3 模型关键参数与生物学因子的关系 

所有处理的 Vcmax与叶片 N含量（N-mass）和 13C同位素分辨率（Δ）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线性相

关关系，且这些关系受到 N 肥处理的显著影响（P = 0.044），随着施 N量的降低，回归直线斜率的绝

对值增大（图 3，表 2），这与低 N肥处理下，Vcmax随时间的降低比例较大有关，也表明低 N处理下，

Vcmax对上述参数的敏感性较高。从各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表 2，R2）来看，所有处理 Vcmax与 N-mass

的相关关系差别不大，且均优于 Vcmax 与 Δ 的关系，N3 处理，Vcmax 与 Δ 的相关关系优于 N2 和 N1

处理，这表明高肥处理下，Vcmax 的季节变化主要受到叶片自然衰老（Δ升高，N-mass降低）的驱动，

而低肥处理下，生育后期 N-mass的降低则成为制约 Vcmax的主要因素。采用该关系可以通过测定叶片

N 含量来估算叶片的 Vcmax，然后再根据 Jmax/Vcmax比值，估算得 Jmax
[26]

。结合气孔导度子模型参数

的确定（图 2），不同施 N量处理下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拟模型的关键参数均已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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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最大羧化速率 Vcmax 与（A）叶片氮含量 N-mass和（B）13C同位素分辨率Δ 之间的关系 

 

表2 不同N肥处理冬小麦旗叶最大羧化速率（Vcmax）与单位叶重N含量（N-mass）和13C同位素分辨率（Δ）、之间的

线性（Y=y0+aX）回归系数和统计参数表 

因变量 自变量 处理 
回归系数 统计参数 

y0 a R2 P 

Vcmax/ 

(μmol m-2 

s-1) 

单位叶重 N 含量 

N-mass/(g·kg-1) 

N3 64.4917 1.8472 0.9694 0.0004 

N2 25.0394 2.7436 0.9930 <0.0001 

N1 25.9026 2.7304 0.9363 0.0016 

13C同位素分辨率Δ/‰ 

N3 461.1373 -16.1035 0.8610 0.0076 

N2 745.1313 -29.5696 0.7421 0.0275 

N1 903.0089 -37.3099 0.6716 0.0459 

 

3.4 模型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比较 

通过测定旗叶生物学指标——叶片 N含量的处理间差异来考虑不同施 N量处理对模型关键参数的

影响，采用 3.1-3.3节的方法所确定的模型输入参数，对 2013年的两次光合日进程和 2014年的三次

光合曲线测定进行了模拟。 

图 4 反映了模型对 2013 年两次光合日进程测定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比较。图 4ABC 和 EFG中，

实线为实测值，空心点为模拟值，图 4D和 G是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散点图，图中实线为 1:1 线，虚线为

模拟值和实测值通过原点的回归直线。可见，模型能较好的模拟不同测定日期不同时刻滴灌不同施 N

处理冬小麦旗叶的光合值。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日变化规律基本一致：不同施 N处理的光合日进程为单

峰曲线，上午 8-12时之间光合值较高，午后光合值明显降低。5月 1日光合日均值显著大于 6月 3日

测定值，两次测定的实测平均值分别为 22.95和 14.17 μmol m-2 s-1，模拟平均值为 24.05和 13.74 

μmol m-2 s-1，分别高估 4.8%和低估 3.0%。对两次测定结果模拟的平均绝对误差（MAE）分别为 2.11

和 2.23 μmol m-2 s-1，是实测结果的 9.2%和 15.7%（表 3）。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散点较均匀的分布

在 1:1 线附近，回归直线斜率接近 1，两个测定日的决定系数分别为 0.5842 和 0.4566（图 4D 和 G，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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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耦合模型对 2013年两次光合日进程测定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比较 

 

表3 耦合模型对2013年两次日进程和2014年三次An-PAR曲线的An模拟和实测数据统计参数比较表 

年份 模拟参数 实测平均值O  

μmol m-2 s-1 

模拟平均值 P  

μmol m-2 s-1 

平均绝对误差 MAE 

μmol m-2 s-1 
决定系数 R2 

2013 
5~1 日进程 22.95 24.05 2.11 0.5842 

6~3 日进程 14.17 13.74 2.23 0.4566 

2014 

5-4~5 An-PAR 曲线 13.54 13.10 0.72 0.9934 

5-21~23 An-PAR 曲线 11.97 12.54 1.15 0.9753 

6-2~3 An-PAR 曲线 9.64 9.98 1.08 0.9584 

 

图 5 反映了模型对 2014年三次光合-光强（An-PAR）响应曲线测定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比较，

图 5ABC、EFG和 IJK中，实线为实测值，空心点为模拟值，图 5D、G和 L是三次测定模拟值和实测值

的散点图，图中实线为 1:1线，虚线为模拟值和实测值通过原点的回归直线。可见，考虑不同处理下

的关键参数的差异，使模型能较好的模拟大部分测定日期和处理冬小麦旗叶的 An-PAR 曲线形状和峰

值，除 5月 21~23日 N3处理的模拟结果比实测的曲线拐点出现推迟，其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三次

测定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散点均较均匀的分布在 1:1线附近，表明模拟结果与实测值非常接近，回归直

线斜率也均接近 1，所有测定日的决定系数均大于 0.95，优于 2013年日进程模拟效果，表明模型对控

制条件下的光合测定结果模拟效果较好，而日进程测定结果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模拟不能对所有因素

进行考虑，导致模拟误差较大。相同测定日期，低 N处理（N1）的峰值显著低于高 N处理（N3），中

N 处理（N2）峰值介于 N3 和 N1 之间。随着测定日期的推进，处理间差异逐渐拉大，所有处理的峰值

也逐渐降低。三次测定的实测平均值分别为 13.54、11.97和 9.64 μmol m-2 s-1，模拟平均值为 13.10、

12.54和 9.98 μmol m-2 s-1，高估或低估均在 5%以内。对三次测定结果模拟的 MAE分别为 0.72、1.15

和 1.08 μmol m-2 s-1（表 3），是实测结果的 5.3%、9.6%和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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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耦合模型对 2014年三次光合-光强（An-PAR）响应曲线测定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比较 

3.5 模型预测 

根据所构建的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拟模型，将模型关键输入参数分别变化一定范围，模型输出参

数的变化方向及范围列在表 4中。 

表4 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拟模型敏感性分析及预测 

变化因子 变化方向 变化范围 影响光合的光强范围 光合变化方向 光合变化范围 

光合参数 

单因子变化 

Vcmax 增高 10% PAR > 1000 μmol m-2 s-1 增高 5%-10% 

Jmax 增高 10% PAR > 1000 μmol m-2 s-1 增高 <5% 

g1 增高 10% PAR > 1000 μmol m-2 s-1 增高 2% 

g0 降低 
由 0.07变为
0 

PAR < 500 μmol m-2 s-1 降低 5%-100% 

PAR > 500 μmol m-2 s-1 降低 3% 

环境因子 

单因子变化 

CO2 浓度 增高 100% 所有光强基本均等 增高 31% 

叶温 增高 1 度 PAR > 1000 μmol m-2 s-1 降低 2%-5% 

相对湿度 增高 20% PAR > 1000 μmol m-2 s-1 增高 1%-2% 

综合效应 

Vcmax，Jmax 增高 10% 

PAR > 500 μmol m-2 s-1 增高 2%-14% 叶温 降低 1 度 

相对湿度 增高 20% 

 

不同参数对光合速率模拟结果的影响范围不同。光合子模型的 Vcmax、Jmax和气孔导度子模型的

g1 主要对高光强下（PAR>1000 μmol m-2 s-1）的光合速率有正影响，即上述参数分别升高 10%，引

起高光强下光合速率升高比例分别为 5-10%、<5%和 2%。气孔导度子模型的 g0 则主要对低光强下

（PAR<500 μmol m-2 s-1）的光合值产生影响，忽略 g0，会使低光强下的光合速率的模拟误差大大

提高，而对 PAR>500 μmol m-2 s-1条件下的光合速率模拟误差约为 3%。因此，有些模型为求得解析

解而做出的简化中忽略 g0
[27]

，仅适用于光强将强的条件下的光合模拟，弱光下的耦合模型还应考虑

g0，否则会引起较大误差。环境因子方面，仅考虑 CO2 浓度倍增时，所有光强的光合速率提高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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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叶温的升高 1 度则引起高光强下（PAR>1000 μmol m-2 s-1）光合速率产生 2%-5%的降低，因此综

合考虑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 CO2浓度升高、温度升高和水分降低等条件共同作用下作物产量（光合产

物）的变化情况还较复杂。相对湿度变化 20%对光合速率的模拟结果的影响仅为 1-2%。模型还可预测

生理参数和环境因子等多因子改变综合引起的光合变化量。高 N 处理引起的旗叶 N 含量提高（Vcmax

和 Jmax 升高）、较高蒸腾速率可能引起的叶温降低及冠层相对湿度增高等综合因素可导致光合速率

2%-14%的增加，与实测结果基本吻合。根据前人研究结果作物产量与光合参数的正相关关系
[28, 29]

，可

以推测各参数单因子及综合效应对光合速率的影响可以相应的引起产量的变化。 

4结论 

不同施 N量显著影响滴灌冬小麦旗叶的最大羧化效率（Vcmax）和最大电子传递速率（Jmax），测

定结果表明高 N处理的 Vcmax 和 Jmax值都分别大于中低 N处理值，处理间的 Vcmax差异可以用叶片 N

含量（N-mass）来解释。气孔导度子模型的斜率（g1）和截距（g0）均随不同施 N量的变化仅在一次

测定中发现：高 N处理的 g0 最大，而 g1却最小。 

建立的蒸腾-光合耦合模型在考虑模型关键参数的处理间变化的情况下，可对光合速率日进程和光

合-光响应（An-PAR）曲线的形状及处理间差异较好模拟，相比而言，对日进程模拟的精度低于对 An-PAR

曲线的模拟精度。由模型预测表明：不同参数对光合速率模拟结果的影响范围和方向不同，尽管气孔

导度子模型的 g0通常较小，但忽略之，可对低光强下的光合速率模拟造成较大误差。模型可以预测不

同施 N量可能引起的多种因素综合变化条件下的光合速率的变化量，进而可以实现对产量变化情况的

预测。 

参 考 文 献： 

[ 1 ]  Dong B, Shi L, Shi C, et al. Grain yield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two types of winter wheat cultivars under 

different water regimes[J].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11,99(1):103-110. 

[ 2 ]  Zhang X, Qin W, Chen S, et al. Responses of yield and WUE of winter wheat to water stress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A case study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J].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16:10-1016. 

[ 3 ]  王贺正, 张均, 吴金芝, 等. 不同氮素水平对小麦旗叶生理特性和产量的影响[J]. 草业学报, 

2013,22(4):69-74. 

[ 4 ]  Shi J, Yasuor H, Yermiyahu U, et al. Dynamic responses of wheat to drought and nitrogen stresses 

during re-watering cycles[J].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14,146:163-172. 

[ 5 ]  张福锁, 王激清, 张卫峰, 等. 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现状与提高途径[J]. 土壤学报, 

2008,45(5):915-924. 

[ 6 ]  张福锁, 巨晓棠. 对我国持续农业发展中氮肥管理与环境问题的几点认识[J]. 土壤学报, 

2002,39:41-55. 

[ 7 ]  Sui J, Wang J, Gong S, et al. Effect of Nitrogen and Irrigation Application on Water Movement and 

Nitrogen Transport for a Wheat Crop under Drip Irrigation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J]. Water, 

2015,7(11):6651-6672. 

[ 8 ]  Hartmann T E, Yue S, Schulz R, et al. Yield and N use efficiency of a maize–wheat cropping system 

as affected by different fertilizer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a farmer's field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J]. 

Field Crops Research, 2015,174:30-39. 

[ 9 ]  张彦群, 王建东, 龚时宏, 等. 滴灌条件下冬小麦施氮增产的光合生理响应[J]. 农业工程学报, 

2015,31(6):170-177. 

[ 10 ]  Foulkes M J, Hawkesford M J, Barraclough P B, et al. Identifying traits to improve the nitrogen economy of wheat: 



 

220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prospects[J]. Field Crops Research, 2009,114(3):329-342. 

[ 11 ]  Shangguan Z, Shao M, Dyckmans J. Effects of nitrogen nutrition and water deficit on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in winter wheat[J].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2000,156(1):46-51. 

[ 12 ]  Farquhar G D, Caemmerer S V, Berry J A. A biochemical model of photosynthetic CO2 assimilation in leaves of 

C 3 species.[J]. Planta, 1980,149(1):78-90. 

[ 13 ]  Ball J T, Woodrow I E, Berry J A. A model predicting stomatal conductanc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rol of 

photosynthesis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M]. Springer Netherlands, 1987, 221-224. 

[ 14 ]  Leuning R.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 combined stomatal-photosynthesis model for C-3 plants[J]. Plant Cell & 

Environment, 1995,18(4):339-355. 

[ 15 ]  Müller J, Wernecke P, Diepenbrock W. LEAFC3-N: a nitrogen-sensitive extension of the CO2 and H2O gas 

exchange model LEAFC3 parameterised and tested for winter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L.)[J]. Ecological 

Modelling, 2005,183(s2–3):183-210. 

[ 16 ]  Yin X, Struik P C. C3 and C4 photosynthesis models: An over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p modelling[J]. 

Njas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 2009,57(1):27-38. 

[ 17 ]  Han J, Jia Z, Wu W, et al. Modeling impacts of film mulching on rainfed crop yield in Northern China with 

DNDC[J]. Field Crops Research, 2014,155(5):343-354. 

[ 18 ]  Medlyn B E, Dreyer E, Ellsworth D, et al. Temperature response of parameters of a biochemically based model of 

photosynthesis. II. A review of experimental data[J]. Plant Cell & Environment, 2002,25(9):1167-1179. 

[ 19 ]  Müller J, Eschenröder A, Christen O. LEAFC3-N photosynthesis, stomatal conductance, transpiration and energy 

balance model: Finite mesophyll conductance, drought stress, stomata ratio, optimized solution algorithms, and 

code[J]. Ecological Modelling, 2014,290:134-145. 

[ 20 ]  Liu H, Kang Y. Sprinkler irrigation scheduling of winter wheat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using a 20 cm standard 

pan[J]. Irrigation Science, 2007,25(2):149-159. 

[ 21 ]  Farquhar G D, O Leary M H, Berry J 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isotop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intercellular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 in leave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1982,9:121-137. 

[ 22 ]  Sharkey T D, Bernacchi C J, Farquhar G D, et al. Fitting photosynthetic carbon dioxide response curves for C 3  

leaves[J]. Plant Cell & Environment, 2007,30(9):1035-1040. 

[ 23 ]  Wullschleger S. Biochemical limitations to carbon assimilation in C3 plants-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A/Ci 

curves from 109 specie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1992,44:907-920. 

[ 24 ]  Evans J, Farquhar G D. Modeling Canopy Photosynthesis from the Biochemistry of C3 Chloroplast[M]//America 

A S O A. Modelling crop photosynthesis-from biochemistry to canopy. CSSA special publication, 1991:1-15. 

[ 25 ]  Leuning R.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two parameters in a photosynthesis model[J]. Plant Cell & Environment, 

2002,25(9):1205-1210. 

[ 26 ]  Prieto J A, Louarn G, Peña J P, et al. A leaf gas exchange model that accounts for intra-canopy variability by 

considering leaf nitrogen content and local acclimation to radiation in grapevine (Vitis vinifera L.)[J]. Plant Cell & 

Environment, 2012,35(7):1313-1328. 

[ 27 ]  Yu G R, Qu L Q. A coupled model of photosynthesis-transpiration based on the stomatal behavior for maize (Zea 

mays L.) grown in the field[J]. Plant & Soil, 2003,249(2):401-415. 

[ 28 ]  Zhang Y, Wang J, Gong S, et al. Nitrogen fertigation effect on photosynthesis, grain yield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J].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16:10-1016. 

[ 29 ]  马东辉, 赵长星, 王月福, 等.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含水量对小麦旗叶光合特性和产量的影响[J]. 生态学

报, 2008,28(10):4896-4901. 

 



221 

Simul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Photosynthesis-Stomatal Conductance 

Coupled Model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in Winter Wheat 

with Drip Irrigation 

Zhang Yanqun1，Wang Jiandong1，Gong Shihong1，Sui Juan1 
(1. Department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 nitrogen (N) application rate in winter wheat field in North 

China Plain, the coupled model of photosynthesis and stomatal conductance under different N rate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hysiological basis of the influence of reducing traditional N application rates on crop yield. 

This study set up three amounts of N rates, i.e. 290, 190 and 110kg N hm-2, in drip irrigation winter wheat 

field in two consecutive growing seasons (2012-2014). Measurements on photosynthesis rates (An) and 

related physiological factors were carried out, photosynthetic and stomatal conductance key parameters of the 

coupled model we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arent maximum carboxylation velocity of 

Rubisco (Vcmax)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N treatment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Vcmax among treatments 

could be quantified by leaf mass N content.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key parameter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coupling model for the An-light curves was better than the simulation of the daily 

process. The average absolute error was 2.17 and 0.98μmol m-2 s-1, respectively. The model can be used to 

simulate An values under single change of phys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multi changes of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caused by different N rates, so as to predict the yield changes.  

Key words: Nitrogen fertilization; Winter wheat; Photosynthesis; Stomatal conductance; Coupl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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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冬小麦不同施氮量处理下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拟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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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华北平原冬小麦田过量施氮（N）现象，构建和参数化

不同施 N 量下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有利于理解降低传统

施 N 量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生理基础。本文于 2012-2014 年

连续两个生长季在滴灌冬小麦田设置 3 种施 N 量：290、190

和 110KG N HM-2，开展了光合及相关生理因子的测定，确

定了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关键参数。结果表明：施 N 量

显著影响滴灌冬小麦旗叶的最大羧化效率（VCMAX），处理

间的 VCMAX 差异可以用叶片 N 含量来量化。考虑关键参数

处理间差异，耦合模型对光合-光曲线的模拟优于日进程模拟

结果，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 2.17 和 0.98 ΜMOL M-2 S-1。

模型可用于模拟不同施 N 量引起的生理及环境单因素及多因

素综合变化条件下的光合值，进而实现对产量变化情况的预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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