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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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红外传感器测量不同种类土壤含水率的适应性研究 

殷哲， 雷廷武， 陈展鹏， 晏清洪， 董月群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采用我国典型地区的 5 种土壤样品，利用自行设计的近红外传感器测量不同土壤含水率对应的反射光强。选取中

心波长 1940 nm 的近红外光为测量光，1800 nm 为参考光，将两波长的反射光强值换算为相对吸收深度。实测结果表明，

随着土壤含水率的增加，相对吸收深度增加，两者间呈线性相关关系。选取独立样品对线性标定模型进行验证，除红土

外，其他 4 种样品的均方根误差均小于 6%。通过标定，所设计的传感器能够较好地测定不同土壤的含水率。 

关键词：土壤含水率；近红外；传感器；模型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S152.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传统的土壤含水率测量方法依靠土壤电导率、介电常数、中子衰减和 射线等，测量过程费力，对

土壤有破坏性，并且测量结果反应的是某一体积内的平均土壤含水率，无法实现对土壤表面水分的测量。

近红外反射法以其便携、快速、非接触、重复性强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土壤含水率的测量，同时，能

够满足野外实时、快速测量的要求[1~3]。 

土壤是由矿物质、有机质、水和空气组成的多孔介质[4]。土壤的近红外光谱图（7802500nm）表明，

土壤中的水分对中心波长 970、1450 和 1940 nm 的光有强烈吸收，其中对波长 1940 nm 的光吸收最强烈，

由于土壤对近红外光的吸收来自于 C-H、O-H 和 N-H 键的震动，因此近红外反射法可以有效定量测量土

壤中的碳、水分和氮[5~8]。 

土壤的反射强度是由土壤颗粒内部的散射和土壤中特定成分对近红外光的吸收决定的,大量学者研

究了土壤水分对土壤表面近红外反射光强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土壤含水率的增加，土壤表面近红外

反射光强减小[9~12]，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0~16]。同时，土壤类型对土壤表面的反射光强及近红外反

射法土壤含水率预测模型有很大影响。由于土壤样品的黏度和表面质地等变化都会使标定模型不同，因

此对不同类型的土壤建立统一的模型仍十分困难。以上研究是利用光谱仪在实验室内对不同类型土壤进

行研究，本文利用自行设计的近红外传感器测量不同土壤含水率对应的反射光强，选取中心波长 1940 nm

的近红外光为测量光，1800 nm 为参考光，建立标定模型并验证传感器对不同种类土壤含水率的适应性。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用不同类型的5种土壤作为试验用土，分别为我国东北地区的黑土(Soil 1)、陕西杨凌

地区的粘黄土(Soil 2)、延安地区的黄绵土(Soil 3)、重庆的紫色土(Soil 4)和江西地区红土(Soil 5)。土壤特

性参数如表1所示。由于近红外光在土壤内部的传播深度很浅，只能与土壤表面产生反射和吸收，因此，

在配置不同含水率的土壤样品时，为保证土壤内部与表面含水率的均匀性，将土壤放入压力膜仪内加压

排水，设置在不同的压力下排水，排完水后对样品称重量，直到土壤在1.5 MPa压力作用下没有水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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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样品进行加热干燥（105℃，24 h），通过计算得到不同含水率的土壤样品，因为一般土壤在1.5 MPa

压力作用下的土壤含水率接近凋萎系数，土壤中的水分无法满足植物生长需求。 

表1 土壤特性表 

土壤编号 沙粒质量分数/% 粉粒质量分数/% 粘粒质量分数/% 
土壤容重

/g·cm-3 

土壤负压 1.5 MPa

时土壤含水率

/g·cm-3) 

Soil 1 45 40 15 1.33 0.136 

Soil 2 23 48 29 1.31 0.111 

Soil 3 25 36 39 1.26 0.060 

Soil 4 61 20 19 1.41 0.095 

Soil 5 25 32 43 1.40 0.089 

将每种土壤的样本分为标定集和验证集，标定集用来建立预测模型，验证集用来检验传感器测量结

果。表 2给出了每种土壤对应的标定集和验证集的样本数，以及土壤水分的统计特征。含水率变化较大，

具有较大的标准差，便于建立预测模型。 

表2土壤含水率参数特征 

 土壤编号 样品数 含水率范围/% 均值/% 标准差/% 

标定集 Soil 1 45 050.1 33.3 11.2 

 Soil 2 53 050.0 31.5 10.5 

 Soil 3 41 052.0 32.7 13.4 

 Soil 4 43 047.1 30.5 11.2 

 Soil 5 43 046.4 26.5 12.3 

验证集 Soil 1 29 16.648.5 33.3 8.5 

 Soil 2 28 16.749.0 31.6 8.6 

 Soil 3 28 8.451.3 32.0 11.4 

 Soil 4 28 15.145.0 30.9 7.6 

 Soil 5 26 11.744.0 22.9 10.8 

 

1.2 试验仪器  利用实验室设计的近红外土壤含水率传感器测量土壤表面的近红外反射光强，传感器的

光源包括1800 nm波长的参考光和1940 nm波长的测量光。图1 所示，传感器中光电转换器垂直于土壤上

方，距离土壤表面15 mm, 测量波长和参考波长对应光源的入射光线分别与土壤表面成45夹角。围绕着

光电传感器，在其侧面均匀安装6个发光二极管（LED），分别是3个参考波长光源和3个测量波长光源，

相邻两个光源的水平投影夹角是60°。单片机系统控制光源的闭合，相隔一定时间交替发射脉冲光。LED

发出的光直射到土壤表面，在土壤表面形成直径为6 mm的光斑。光电转换器具有很宽的波长响应范围

（8002600 nm），峰值波长2.02.2 m，对1800 nm和1940 nm波长的光具有很强的感应特性。 

试验选用 GaInAsSb 型光电二极管。GaInAsSb 型光电二极管的暗电流比锗(Ge)光电二极管小 102103

倍，在常温条件下约为 10-5A，最小可达到 10-7A 级别，是一种有利于对红外微弱信号进行精密、快速探

测的新型光电探测器。图 2 为光电二极管的响应曲线，它具有快速的响应时间，敏感区域直径 0.3 mm，

截止波长 2.4 m，暗电流 0.73 A，峰值波长 2.02.2 m，波长为 1800 nm 和 1940 nm 的光都位于其敏

感检测波段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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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红外土壤含水率传感器光路图 

 

图 2 光电二极管光谱响应分布图 

 

1.3 试验方法  土壤含水率与相对吸收深度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首先测量 1940 nm 和 1800 nm 两波

长的反射光强，然后分别用 1800 nm的反射光强进行归一化处理，求得两波长归一化处理后的差值即为

相对吸收深度，其定义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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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式中 D 相对吸收深度 

2R 测量波长的反射光强 

1R 参考波长的反射光强 

2 结果与讨论 

2.1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对相对吸收深度与土壤含水率作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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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xy                                   （2） 

式中 y —预测土壤含水率， x —相对吸收深度，a 、b —拟合系数 

 

(a)                                       (b) 

 

                        (c)                                  (d)  

 

(e) 

图 3 不同土壤的土壤体积含水量与相对吸收波长深度之间的关系 

 (a) Soil 1  (b) Soil 2  (c) Soil 3  (d) Soil 4  (e) Soil 5 

图 3分别对 5种土壤建立了土壤体积含水率与相对吸收深度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受土壤类型影响，

线性拟合参数不同，但变化趋势一致，随着土壤体积含水率的增加，相对吸收深度也增大，说明土壤中

的水分对 1940 nm波长的近红外光有强烈吸收，紫色土的决定系数(
2R )最大，达到 0.863。当土壤中没

有水分时，1800 nm 和 1940 nm 波长近红外光照射到土壤表面后会发生散射，不会被吸收，两波长的反

射光强大小接近， 2R 与 1R 的比值接近于 1，相对吸收深度趋于零；当水分进入土壤后，1940 nm波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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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土壤中的水分吸收，含水率越大，吸收越强烈， 2R 与 1R 的比值就越小，相对吸收深度就越大。 

图 3表明，对于不同种类土壤而言，土壤含水率相同时，相对吸收深度值却不同，这是由不同类型

土壤的质地特征引起的。与其他 3 种土壤类型相比，Soil 1 和 Soil 4 具有更多的沙粒含量，与粉粒和

粘粒相比，沙粒粒径大。颗粒粒径越大，比表面积就越小，当土壤颗粒被水分湿润后，颗粒表面会形成

一层水膜，大粒径的土壤颗粒与小粒径颗粒相比，具有小的比表面积，因此需要较少的水去覆盖土壤颗

粒表面，而对于 Soil 2、Soil 3 和 Soil 5而言，土壤中粉粒和粘粒的含量较大，颗粒粒径小，比表面

积大，因此需要更多的水去覆盖土壤颗粒表面，引起对辐射光吸收强度的增加。所以在相同的土壤含水

率时，Soil 1和 Soil 4比其他 3种土壤具有较大的相对吸收深度。 

决定系数是衡量拟合效果的重要指标，当 80.066.0 2  R 时，预测结果较好，当 90.081.0 2  R

时，预测结果很好，当 90.02 R 时，预测结果极好。5 种土壤中，Soil 4 的
2R 值最大，相比其他 4

种土壤，具有最好的预测效果，但 Soil 2的
2R 值小于 0.66， Soil 5的回归公式斜率最大，土壤含水

率对相对吸收深度的变化敏感，吸收深度的微弱变化都会引起土壤含水率很大的波动。受土壤类型的影

响，5种土壤的拟合公式参数有一定差别，但 Soil 2和 Soil 3 两种土壤拟合公式的斜率相近，因为这

两种土壤质地相似。 

2.2 模型验证  干燥法土壤含水率实测值作为横轴，线性标定模型计算出土壤含水率预测值作为纵轴与

之进行比较，并加入 1:1的直线。土壤含水率为土壤的体积含水率，干燥法测得的土壤质量含水量乘以

土壤容重换算为土壤体积含水率。结果如图 4所示。对于 5 种土壤，Soil 1的预测效果最好，模型计算

结果和实测结果非常接近 1:1 直线, 均方根差为 2.88%，但 Soil 2和 Soil 3模型预测结果略小于实测

结果，同时，Soil 2 和 Soil 3 的平均相对误差都接近 10%，均方根差都小于 6%。Soil 4 和 Soil 5 的

模型预测值大于实测值，其中 Soil 5的平均相对误差接近 22%，无法满足测量要求，需要对预测模型和

试验作进一步改进，提高模型对不同土壤类型的适应性，平均相对误差偏大可能来源于模型校正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因素和试验的系统误差，以及电路单元对土壤表面光反射信号处理后可能出现的信号波动，

因此，下一步建模时，需要对数据采集系统的放大电路选取合适的放大倍数，减少信号波动，提高测量

系统的准确度。另外，可以选取其他的建模方法，验证建模方法对模型预测准确度的影响。总体而言，

前 4种土壤对土壤水分的预测准确度高，能够满足测量要求，但 Soil 5的预测效果比其他 4种土壤差，

可能是由于红土中含有大量的粘粒，粘粒的吸水能力强，导致相对吸收深度对红土含水率的变化不敏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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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图 4 土壤含水率实测值与线性模型预测值关系图 

 (a) Soil 1  (b) Soil 2  (c) Soil 3  (d) Soil 4  (e) Soil 5 

3 结束语 

本文利用近红外土壤含水率传感器，测量了土壤表面含水率变化对波长1800 nm和1940 nm近红外光

的反射强度，并建立了土壤含水率与相对吸收深度之间线性标定模型。 

相对吸收深度随着土壤含水率的增加而增大。受土壤类型的影响，线性模型具有不同的拟合系数。

对标定模型的预测效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除红土外，其他4种土壤的均方根差均小于6%，说明近红

外土壤含水率传感器能够准确预测土壤含水率，但红土的预测平均相对误差大，需要进一步研究提高模

型对红土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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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bility of the Near-infrared Sensor for Moisture Measurement of 

Different Soils 

Yin Zhe  Lei Tingwu  Chen Zhanpeng  Yan Qinghong  Dong Yuequn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sensor for soil moisture measurement should have broad adaptability, and the soil moisture can 

be measured by the sensor up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moisture and relevant 

variable. Five typical soils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 locations of China were sampled for soil moisture 

measurement test with the near infrared sensor designed with 1940 nm as the measuring wavelength and 1800 

nm as reference wavelength. The reflectance of those two wavelengths was transformed to relative absorbance 

depth to minimi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re existing strong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moisture and relative absorption depth for different soils. Independent data sets were used to validate the 

calibration model, and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is less than 6% except the red soil from southern 

China. The research showed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sensor for different soils and the calibration steps. 

Keywords: Soil moisture; Near-infrared; Sensor; Model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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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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红外传感器测量不同种类土壤含水率的适应性研究 

殷哲，雷廷武，陈展鹏，晏清洪，董月群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 

 

采用我国典型地区的 5 种土壤样品，利用自行设计的近红外传

感器测量不同土壤含水率对应的反射光强。选取中心波长

1940 nm 的近红外光为测量光，1800 nm 为参考光，将两波

长的反射光强值换算为相对吸收深度。实测结果表明，随着土

壤含水率的增加，相对吸收深度增加，两者间呈线性相关关系。

选取独立样品对线性标定模型进行验证，除红土外，其他 4 种

样品的均方根误差均小于 6%。通过标定，所设计的传感器能

够较好地测定不同土壤的含水率。 

关键词 

土壤含水率；近红外；传感器；模型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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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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灾害特征与社会致灾机制分析1 

万金红1,2, 马建明1, 刘建刚1, 邓俊1, 周波1
, 李云鹏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48) 

摘要：台风是一种具有严重破坏性的天气事件，认识超强台风造成的洪涝灾害特点、成灾机制，以及社会响应特征

对于水利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给海南省带来严重洪涝灾害进行系统调查分析，

发现此次灾害呈现出：受灾人口比重大，人员伤亡严重；农业受灾比重较大，成灾比重高；倒塌房屋数量巨大；灾

害损失严重，农林牧渔业损失严重，水利损失较轻等特点。进一步分析表明：建筑设计标准偏低，基础设施管理有

待完善；基层防台专业组织管理乏力，社区居民避险自救能力弱，社会综合减灾能力不足等社会防灾减灾体系不健

全；法规预案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此次灾害严重损失的主要因素。据此，本文从结构性减灾（基础设施）和非结构性

减灾（制度建设、社会参与）两方面提出今后防御超强台风有关建议。 

关键词：超强台风 “威马逊”; 灾情评估; 成灾机制; 海南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台风（8级及8级以上的热带气旋）是一种具有严重破坏性的天气事件。台风引发海潮和强降水（以

及由此产生的次生灾害）往往给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打击，造成巨大人员和财产损失。据水

利防汛部门统计，1949-2010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为428个，年均6.9个。2000年以来，台风引发的洪涝灾害

造成人员伤亡呈现逐年降低趋势，但灾害损失呈现增高的趋势，年均因台风造成3 406万人受灾、死亡222

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27亿元[1]。 

严重灾害后果，使台风洪涝灾害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如张向萍

等[2]、Liu 等[3]、陈玉林等[4]利用历史台风资料分析我国沿海不同区域台风登陆频次的周期性规律；徐

良炎等[5]根据气象资料分析了近 50 年来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与登陆的特征，并探讨近期台风灾害损失变

化情况；上海台风所研究人员[6-7]利用近 20 年的台风资料，分析台风致灾原因，分析了台风灾害的特点，

提出一种灾情评估的方法，并据此建立台风灾害损失的预估模型。此外，巩在武等[8]基于死亡人口、受

灾面积、倒塌房屋数量等提出了新的台风评估方法；Shi 等[9]利用人口伤亡数据和经济损失数据综合评估

了我国沿海省份台风风暴潮灾害的危险性。李钢等[10]从灾害系统理论出发，建立了针对浙江省的台风灾

害经济损失评估模型。岳心阳等[11]针对山东省提出台风风险评估方案。可见现有的研究或集中在时间特

征，或集中在损失评估上，鲜有针对一个场次的典型台风灾害，进行深入调查，探讨单个灾害特点和致

灾机制。虽然气候变化、全球暖化和各大洋区日益频繁的"超乎寻常"的台风活动间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12]，但研究超强台风致灾过程对于适应气候变化仍不乏其现实意义。 

大量的历史记录数据表明海南省是我国受台风影响最为严重区域，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对台风灾害的

敏感程度最高[13-15]。尤其是，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制定有效的区域防灾减灾 

措施成为当前水利防灾减灾要务。为了进一步认识台风洪涝灾害的特征与成灾机理，在国家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办公室的支持下，笔者赴海南省对 2014 年第 9 号超强台风“威马逊”的灾害特征与成灾机制展

                                                             

1 收稿日期：                             论文已发表于《灾害学》  31 卷 3 期 78-83 页/未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2014FY13050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151）。 

作者简介：万金红 （1980-），男，北京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旱灾害研究. E-mail：wanjh@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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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实地调查，为认识超强台风洪涝灾害特点、成灾机制、社会响应特征、水利防灾减灾、灾害恢复和重

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以海南省为研究区域，重点探讨超强台风“威马逊”的成灾特征、灾害强度特

征，分析其致灾因素，旨在为当前水利防台减灾和灾后恢复提供经验参考和技术支持。  

2 灾情回顾 

2014年第 9号超强台风“威马逊”于 7月 12日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16日上午进入南海东部海面，

强度不断加强。18 日 15:30 左右，台风在海南文昌翁田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 17 级（>60m/s）

以上，18 时进入琼州海峡。受其影响，海口市、文昌市普遍出现 14~16 级强风，损失严重。 

在台风作用下，18 日 8 时至 19 日 12 时，海南岛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全岛面

平均雨量 266mm，其中昌江县达到 579mm。受到强降水的影响，昌化江中下游、南渡江流域普遍超警

戒水位，其中松涛水库上游的福才水文站出现超历史最高洪水位。强降水迫使全岛241座水库开闸泄洪。

强风和洪水导致全岛大量民房倒塌，农作物受灾严重、道路、供电、供水、水利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海口市停水停电面积超过 80%，灾害损失严重。根据统计 7 月 18-22 日，海南全省 18 个市县 325.8 万人

受灾，因灾死亡 25 人，失踪 6 人；台风洪水致使全省 18 县市和农垦的 162.97×103ha 农作物受灾（损失

10%及以上），其中成灾面积（损失 30%及以上）为 115.53 khm2，绝收面积（损失 80%及以上）为 38.82 

khm2；因灾倒塌房屋 2.3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119.5 亿元。 

3 资料与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海南省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季风气候。海南岛内陆地势较高，沿海低地较低。岛内

河流主要发源于内陆山区，形成向四周呈辐射状水系，共有独流入海河流154条，其中流域面积达到100 

km2的河流干支流有93条。岛内大型湖泊较少，近年来修建的大型水库较多，如南渡江上游的松涛水库、

昌化江中游的大广坝水库、万泉河上游的牛路岭水库等。海南省除三沙市外，本岛上有18个市县。常住

人口89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72万（2013年）。近年来随着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海南省经济总量持续增

加，2013年海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 146.4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5 317元。由于其处在低

纬度大洋中，生成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具有可能对海南省产生威胁，台风也成为影响海南省最主

要的气象灾害之一。 

3.2 资料来源  本文使用的2014年7月18-22日的台风洪涝灾害灾情过程报数据由海南省防汛防旱指挥

部办公室提供。数据符合《水旱灾害统计报表制度》（2011）[16]的技术要求，真实可信。社会经济数据

取自海南省统计局提供。 

3.3 灾害评估方法  水利行业标准《洪涝灾情评估标准》（SL579-2012）[17]中提出的场次洪涝灾害灾情评

估的方法和台风风暴潮型洪涝灾害的指标权重取值[18]，见式1。灾情评估各指标的参数取值方法也按上

述标准的要求确定。 

C=D×0.3+P×0.1+A×0.1+L×0.3+F×0.1+H×0.06+R×0.02+S×0.01+T×0.01。          （1） 

式中：C为灾情评估得分，D为死亡人口指标参数取值，P为受灾人口指标参数取值，A为农作物受灾面

积指标参数取值，L为直接经济损失指标参数取值，H为倒塌房屋指标参数取值，R为骨干交通中断历时

指标参数取值，S城市受淹历时指标参数取值，T生命线工程中断历时指标参数取值。 

4 结果与讨论 

2014 年海南省的洪涝灾害过程中，超强台风“威马逊”带来的危害最为严重。从表 1 可见，超强台

风“威马逊”造成的受灾人口占全年受灾人口的 83%，倒塌房屋的间数占全省倒塌房屋间数的 97%，农

作物受灾面积占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的 84%，农作物成灾面积占全年农作物成灾面积的 88%。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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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超强台风“威马逊”灾情损失与年度洪涝灾情比较 

项目 年度洪涝灾情 台风“威马逊”灾情 比率/% 

受灾人口/万人 393.26 325.83 0.83 

倒塌房屋/万间 2.38 2.31 0.97 

农作物受灾面积/khm2 194.37 162.97 0.84 

农作物成灾灾面积/khm2 131.37 115.53 0.88 

经济损失/亿元 180.25 119.52 0.66 

水利损失/亿元 10.06 3.69 0.37 

4.1 灾害特征  （1）受灾人口比重大，人员伤亡严重。历史上台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十分严重，近

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灾造成的人口伤亡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19]。但遇到极端情况下人口伤亡

仍十分严重。根据国家防办发布的2000-2013年的洪涝灾情统计数据，海南省年均洪涝灾害因灾死亡人

口8人，年均因台风造成的因灾死亡为6.8人。只有2005年因台风灾害死亡人口数量超过20人。就2014年

而言，仅超强台风“威马逊”造成的因灾死亡人口就有25人，可见灾害之严重。由表2可见，超强台风

“威马逊”致灾人口与常住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可见此次台风造成海南省36.39%（325.83/895.28）的

人口受灾，其中18个受灾县中有5个市县（文昌、万宁、安定、屯昌、澄迈）受灾人口超过常住人口的

一半以上，受灾人口比重最大最严重的县是澄迈县（占常住人口96%的人口受灾），受灾人口数量最多的

是海口市达到85.59万人。受到台风作用路径的影响，受灾人口主要集中在海南岛北部的文昌、海口、澄

迈、安定等市县。 

表2 主要灾情统计指标分析  

编

号 
市县 

受灾人口/常

住人口 /% 

受灾面积/耕地

面积 /% 

成灾面积/受灾

面积 /% 

直接经济损失/

区域 GDP /% 

水利损失/直接经

济损失 /% 

1 海口 39.42  55.66  72.17  4.97  2.76  

2 三亚 19.81  1.70  0.00  0.08  10.34  

3 儋州 23.41  2.35  79.67  0.35  9.62  

4 琼海 14.34  23.63  39.82  2.33  2.64  

5 文昌 74.11  48.28  64.63  19.22  1.36  

6 万宁 53.96  62.73  27.75  0.21  22.58  

7 五指山 12.48  4.51  50.00  0.44  25.00  

8 东方 13.80  1.91  0.00  0.09  36.36  

9 安定 60.38  23.67  29.03  5.01  6.77  

10 屯昌 72.10  44.94  89.37  1.99  13.98  

11 澄迈 95.66  9.75  29.90  2.04  0.73  

12 临高 13.85  14.36  91.31  1.61  1.03  

13 白沙 13.16  13.60  54.42  10.54  11.53  

14 昌江 24.24  44.71  99.72  2.11  24.48  

15 乐东 0.28  0.23  0.00  0.04  66.67  

16 陵水 46.88  2.58  37.50  0.19  6.25  

17 保亭 31.92  28.07  52.66  0.90  18.52  

18 琼中 17.10  0.05  0.00  1.78  16.00  

注：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面积未包括农垦部门的统计数据。常住人口、耕地面积、GDP 等数据引自《海南统计年鉴 2014》

[20]。 

（2）农业受灾比重较大，成灾比重高。土地利用方式与台风灾害的损失构成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研究表明耕地等农业用地方式对台风的敏感性最高[21]。因此，台风“威马逊”给海南省农业造成巨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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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据统计，全岛农作物受灾面积为 162.97 khm2，占海南省总耕地面积（418.20 khm2）的 38.97%；农

作物成灾面积 115.53 khm2，占总受灾面积的 70.89%。由表 2 可见，农业在此次洪涝灾害中受灾情况，

其中海口、万宁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同期耕地面积的 50%以上；文昌、屯昌、昌江等县市农作物受灾面积

占同期耕地面积的 50%以上。就成灾率，海口、儋州、屯昌、临高、昌江等市县的成灾率大于 70%，其

中昌江县的成灾率高达 99.72%，可见此次台风灾害对种植业影响的严重。 

（3）倒塌房屋数量巨大。传统建筑的防风设计比较薄弱，遇到强风容易损毁。台风路径沿线倒塌

房屋数量巨大。根据历史洪涝灾情统计资料表明，1990-2013 年海南省年均洪涝灾害因灾倒塌房屋 0.73

万间。1990 年以来。仅有 1996 年、2000 年和 2000 年三个年份因灾倒塌房屋数量超过 2 万间。然而，

2014 年仅超强台风“威马逊”一场灾害造成的房屋倒塌就超过了 2 万间，达到 2.32 万间。 

（4）灾害损失严重，农林牧渔业损失严重，水利损失较轻。严重台风灾害给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尤其是岛内经济作物损失更为严重。据统计，农业损失达 74.24 亿元占总经济损失的 62.11%；经济作物

损失达到 44.92 亿元，占农业损失的 60.51%。表 3 显示，部分市县台风造成的经济作物损失占市县农业

总损失较大比重，如儋州市农业损失的 91.41%是经济作物的损失。从损失总量来看，超强台风“威马逊”

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主要集中在海口、文昌 2 市县，二市农业损失占海南省农业损失的 70.43%。从直接

经济损失占区域的GDP的比值上看（表 2），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区域的GDP比重偏高（3.80%），

超过 1990-2013 年的多年平均水平（3.68%），仅文昌、白沙的经济损失达到当地 GDP 的 10%以上；经济

损失与区域的经济水平呈负向相关（r=-0.29），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利投入有限，经济损失巨大，如非

重灾区的白沙县，经济损失超过 3 个亿，占区域 GDP 的 10%以上。就水利损失来说（表 2），水利损失

占全省直接经济总损失的比重较轻（3.09%），重灾区的文昌市和海口市的水利损失均占区域直接经济损

失的 3%以下，但个别非重灾区县比重较大，如万宁、五指山、东方、昌江和乐东等五市县的水利损失

占区域直接经济损失的 20%以上，乐东黎族自治县的水利损失更是达到该县直接经济损失的 66.67%，这

可能与区域水利投资不足，水利设施严重老化有关。 

表 3 部分区县农业损失分析  

编号 市县 农林牧渔业损失/亿元 经济作物损失/亿元 比率/% 

1 海口 28.99 15.02 51.81  

2 儋州 0.20 0.22 91.41 

3 琼海 3.25 2.47 76.00  

4 文昌 23.30 16.39 70.34  

5 定安 2.45 2.01 82.04  

6 屯昌 0.66 0.55 83.33  

7 澄迈 3.01 1.64 54.49  

8 白沙 0.50 0.67 74.99 

9 保亭 0.16 0.21 77.18 

4.2 灾情评估结果与成灾机制  依据《洪涝灾情评估标准（SL 579-2012）》[17]的规定，结合2014年7月18-22

日的灾情统计数据，对海南岛内18个市县的受灾情况进行灾情评估，此次台风灾害给海南省带来重大影

响，结果显示：研究区内，海口、文昌二市灾情严重；安定、白沙、昌江三县灾情较大；澄迈、临高、

儋州、屯昌、琼中、琼海、万宁、五指山、保亭、陵水、东方、乐东、三亚等13个市县的灾情较轻。 

从台风灾害评估结果（图 1）可见，台风洪涝灾害造成的灾害影响不仅与台风的经行路径有关，还

与下垫面工程条件和社会经济情况等密切相关。经过多年的建设，海南省初步建成了防御台风灾害的工

程体系和非工程体系，在应对台风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近年来超强台风频发的情况下，台风灾害防

御仍存在不少问题，实地调研过程中有如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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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台风洪涝灾害评估结果 

（1）建筑设计标准偏低，基础设施管理有待完善。 

主要包括：①建筑结构不合理，房屋老旧无法承受强风暴雨[22]。灾区很多民房的使用时间都超过

30 年，由于当时缺少防风设计，并且大多土法施工，建筑材大多就地取材（如图 2 所示的珊瑚砌墙），

所以灾区农村房屋抗风能力普遍偏弱。因此台风来临时，常常造成农房大面积的毁坏甚至倒塌。尤其在

超强台风“威马逊”作用下，房屋倒塌更是突出。据文昌市防办初步统计，超强台风“威马逊”造成文

昌市 1.7 万间房屋倒塌。②电力、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对台风的敏感型较高[23]，海南省现有的基础设

施的抗台风设计标准较低，抗风能力较弱。如灾区的电力线塔、通讯基站、高空吊装设备、户外广告牌

等永久或临时构筑物一般是按照防 14 级台风设计建设的，当遇到超强台风后，不但易造成设施本身的

财产损失，而且给城市运行和周边居民生命安全带来隐患。同时，灾害发生前，现有市政设施还缺少必

要检修与维护，路边行道树没有修剪枝杈，在台风侵袭下造成城市部分片区积水、道路两旁行道树毁坏

严重。如海口东湖路、义龙路、海秀东路等路段，路面很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横在马路上，造成部分路

段车辆无法正常通行。城区积水许多路段的人行道也都通行艰难。 

 

图 2 文昌市翁田镇房屋倒塌情况（7 月 20 日） 

注：超强台风“威马逊”造成文昌市房屋倒塌 1.7 万间，房屋掀顶 2.3 万间。从照片可见，翁田镇明月村受灾严重地区大

量倒塌民房的质量堪忧。很多房屋的墙体都是石头、珊瑚堆砌的，缺少必要抗震抗风设计。 

（2）社会防灾减灾体系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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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防台专业管理人员不足，组织乏力。一方面现有的基层防汛工作极其薄弱，并且部分管理干部

认识不到位，尤其像沿海台风灾害频发省区基层人员容易产生惰性；另一方面由于台风具有特殊性，涉

及人口疏散、应急处置等方方面面，台风来临时往往从各部门临时抽调人员，这可能造成防灾不专的现

象，从而可能造成基层防台救灾延误甚至抗台减灾的决策失误。如在海口市，15 日发出防风通知、16

日下午召开专门工作会议，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基层部门未能有效组织人员，准备物资装备，有关

措施为落实到位，如辖区的官告牌、户外构筑物未能有效进行加固、建筑工地的塔吊未能及时将下来，

简易房中设备未能及时转移；农村、农垦未能阻止及时地抢收；市政道路两侧的行道树未能及时修剪，

市政排水设施未能检查等等。 

社区居民避险自救能力弱。一方面，不少群众缺少防台风的风险意识，突显避险自救和互救的短板
[24]。如“威马逊”登陆时，部分乡镇的社区居民不理睬基层干部的转移动员，尤其是沿海内港的水产养

殖户更是表现出“舍命不舍财”的态度，往往需要动用强制措施才能将其转移。另一方面，针对民工和

游客等特定人群，经历台风经验少，对台风的威胁和台风灾害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使得这些人员防台

意识薄弱，各级政府虽然能够及时发布预警和预报信息，但针对特定人群的转移安置难度仍较大。  

社会综合减灾能力不足。其一社会宣传能力不到位。针对台风威马逊海南省气象部门已经预测到登

陆地点将会在文昌市，但相关的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各类媒体对此信息发布程度不高；同时，针

对如何有效避险，各类媒体为有效的告知；缺少必要的宣传单、宣传手册等材料来增强市民防灾意识。

其二社会防灾措施不到位。灾害发生前，市县辖区内的广告牌、室外构筑物未能有效固定或拆除；建筑

工地塔吊未能及时下降；成熟的农作物未能及时组织收割；行道树的枝杈未能及时修剪。其三后期保障

不充分。如海口、文昌两市下辖的街道乡镇在台风来袭之前没有准备好雨具、手电、喊话器、防汛车辆、

发电机等应急设备，同时方便面、饮用水等准备不充足，电锯、砍刀等工具匮乏。 

（3）法规预案体系有待健全，缺乏防超强台风的预案 

沿海地区的防台风工作涉及利益面广，缺少必要制度保障致使实际工作的难度较大。为此，2011

年 4 月国家防总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台风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25]，但仅为规范性文件，实际法律

效力和层级不高，实际工作的效果有限。而地方层面，很多沿海台风易发省份将防台风和防洪放在一起，

如海南省政府 1999 年编制了《海南省防风防洪工作预案》[26]，2003 年编制的《海南省防风防洪预案实

施细则》[27]，2004 年海南省政府编制了《海南省防汛防风抗旱应急预案》[28]等，这些预案重灾防洪，

对于防台风关注相对较少。可见缺乏针对台风灾害的法规制度，致使实际工作中出现管理混乱、效率低

下的现象频出。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影响、登陆我国的超强台风次数呈降低趋势。造成部分干部群众对超强台风的

破坏力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各沿海市县只有防常规台风的应急预案，一旦超强台风来袭，可

能会损失惨重。因此超强台风“威马逊”的防御中，缺乏超强台风应急预案的后果明显。受超强台风“威

马逊”灾害的影响，海口市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实地防风工作情况，编制防御强台风的应急总预案。并

完成我国首个专门防御 14 级以上强（超强）台风的《海口市防御强台风应急总预案》[29]，该预案在防

御强台风“海鸥”时得到了有效检验，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 

5 结论与建议 

针对超强台风“威马逊”对海南省造成灾害的调查分析发现，此次台风灾害具有受灾人口比重大，

人员伤亡严重；农业受灾比重较大，成灾比重高；倒塌房屋数量巨大；灾害损失严重，农林牧渔业损失

严重，水利损失较轻等特点。基础设施条件差、社会防灾减灾能力不足和法规预案不完善等因素是造成

超强台风“威马逊”成灾主要原因。 

基于本研究，笔者认为今后水利部门防台风工作应努力做到：①加强提高防台防风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工程防灾减灾措施防御标准，如海堤达标建设、避风渔港建设等；提高社会基础设施抗台风能力，

台风频发区制定相关的建筑设计标准等。②加强防台法规预案体系建设，在修订部门法规的过程中加入

防御超强台风的内容；制定完善部门防台风规章文件，制定专项防台（超强台风）预案；强化基层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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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体系建设，做到预案到村。③强化社区防台风能力。加强防台风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居民防台风意

识；建立基层防台风工作体系，动员社区居民，加强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建立灾后应急处置机制，

提高灾后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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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lood disaster characteristics and disaster mechanism caused 

by super typhoon Rammasun in 2014 

WAN Jinhong1, , MA Jianming1, LIU Jiangang1, DENG Jun1, ZHOU Bo1, LI Yunpeng1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yphoon is a serious destructive weather event, and the damage caused by typhoon is serious. 

Under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yphoon flood disasters, disaster mechanism and social response have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typhoon floods disaster 

in Hainan province caused by super typhoon Rammasun, we found that the disaster lead to a number of 

affected population and serious casualties; agriculture affected area and inundated area accounted for a larger 

share of the planting area; huge number of collapsed houses. Disaster losses are serious, and agriculture loss 

accounted for a larger share, water loss accounted for les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e following factor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isaster loss, including that the construction design standard is low, the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is weak,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disaster risk perception is weak, the soci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plan and regulations system is not perfect.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recommends that mitigation super 

typhoon disaster need do many detail works including structural disaster mitigation strategi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non structural disaster mitigation strategies (plan or regulations system, soci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Super typhoon; Rammasun; disaster assessment; disaster mechanism; Hai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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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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灾害特征与社会致灾机制分析 

万金红1,2, 马建明1, 刘建刚1, 邓俊1, 周波1, 李云鹏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台风是一种具有严重破坏性的天气事件，认识超强台风造成的

洪涝灾害特点、成灾机制，以及社会响应特征对于水利防灾减

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 2014 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给海南

省带来严重洪涝灾害进行系统调查分析，发现此次灾害呈现

出：受灾人口比重大，人员伤亡严重；农业受灾比重较大，成

灾比重高；倒塌房屋数量巨大；灾害损失严重，农林牧渔业损

失严重，水利损失较轻等特点。进一步分析表明：建筑设计标

准偏低，基础设施管理有待完善；基层防台专业组织管理乏力，

社区居民避险自救能力弱，社会综合减灾能力不足等社会防灾

减灾体系不健全；法规预案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此次灾害严重损

失的主要因素。据此，本文从结构性减灾（基础设施）和非结

构性减灾（制度建设、社会参与）两方面提出今后防御超强台

风有关建议。 

关键词 

超强台风 “威马逊”; 灾情评估; 成灾机制; 海南省 

 

 

 

 

 

万金红 

 

 

减灾中心高级工程师。主要

研究水旱灾害史，在国内外

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EI 检索

10 余篇。 
 

注：论文已发表于 《灾害学》 31 卷  3 期（  78 ~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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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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协议在我国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中应用的探索 

李青1,2，郭良1,2，何秉顺1,2，张晓蕾1,2，王雅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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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是防御山洪灾害的重要途径，采用通用的预警信息发布协议

有利于不同发布平台预警信息交换共享和高效流转。本文以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例，通过研究CAP通用警报协议

的基本结构和框架，在分析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特点的基础上，将CAP协议应用于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发布，并

拓展至各类水旱灾害预警信息的发布，探讨了水旱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的途径和方法。采用通用预警协议有效提高了

预警信息发布的效率，保障了不同平台预警信息发布的同源性和权威性，有利于推行预警信息发布社会化服务，对

于山洪灾害及其他水旱灾害的防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通用警报协议；预警信息发布；山洪灾害；水旱灾害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我国山丘区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频发多发重发，导致大量人员伤

亡，群死群伤事件时有发生。上世纪90年代前，全国每年山洪灾害死亡人数约占洪涝灾害死亡总人数的

2/3，新世纪以来已上升到80%左右。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山丘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山洪灾害防御形势

更加严峻。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是防御山洪灾害的有效手段，可以有效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有助于实现国家防洪减灾和人水和谐的战略目标。 

通过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监测预警系统，为预警信息

的发布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平台保障。然而，由于没有统一通用的预警信息格式，导致不同系统之间山洪

灾害预警信息交互出现障碍，无法满足多平台预警信息发布的同源性和时效性，制约了各级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系统的统一调度和高效运行。 

CAP（Common Alerting Protocol）通用警报协议是一种适用于各种警报消息的数字信息格式，可

以在各种监测和预警技术的数据格式之间进行转化。目前CAP协议已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地质调查

局、加拿大政府等多个国家政府机构或组织得到了广泛应用。2008年9月，我国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

印发了《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交互协议》，我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采用该标准作

为描述和发布预警信息的标准。因此，要实现各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预警信息的有效、及时发布，

需要制定统一通用的山洪灾害警报协议，满足预警信息交换和共享的需求。 

2 CAP协议 

2.1 CAP协议概述  CAP协议是基于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文本的数据

信息交换格式，具有开放性，不受所有权限制，适用于各种警报，是目前国际通用的灾害预警信息的 

收稿日期：未公开发表过。    

作者简介：李青（1982-），女，山西省静乐县，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山洪灾害预警技术研究工作。E_mail:liqing@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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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格式。该协议已被国际电信联盟在 X.1303 标准中采纳，目前最新版本是 2010 年 7月正式发

布的 CAP-Version1.2。CAP协议具有以下特点。 

1.互操作性。预警信息交互协议为各类应急平台及其他应急系统间预警信息的交互提供了手段。应

用CAP协议不仅可以在本系统的平台上利用网络、电视、广播、传真等手段发布预警信息，同时还可以

在其他系统的平台上进行发布。 

2.完整性。预警信息交互协议包括一个有效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所具备的全部要素。正是基于CAP

协议的完整性，采用该协议可以清晰地描述任意一起预警事件。 

3.易实现。预警信息交互协议容易实现和应用。CAP协议采用XML语言描述，格式标准统一，结构清

晰简单，不需要再次解译，减少了软件开发的工作量，易于网络、微信、手机APP等各种平台的开发和

实现。 

4.多用途。预警信息交互协议的架构支持多种信息类型（例如：警报/更新/取消/确认/错误信息）

的各种应用（实际/演练/测试/系统讯息）等。同时，信息的表达形式多样，不仅可利用文字、图片等

传统的形式，还可以采用音频、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手段，易于社会公众理解预警信息的内容和含义。 

2.2 CAP协议的结构  一条 CAP警报消息包含<预警信息描述（alert）>、<预警信息（info）>、<附件

（resource）>及<空间信息（area）>四个要素，其中预警信息描述包含一个或多个预警信息，预警信

息又可包含一个或多个附件及空间信息（图 1）。 

预警信息描述是警报消息的元数据信息，主要描述警报消息的消息编号、发送者编号、发送时间、

信息状态、类型、影响范围等；预警信息是警报消息的主体，用来对一个预期或已经实际发生的突发事

件提供有关紧急性、严重性以及可靠性的描述；附件部分是可选择内容，提供和预警信息有关的附件资

料，如语音、图片、视频等数字化的格式文件；空间信息描述与预警信息相对应的空间信息，表示预警

信息发布的空间区域。 

 

图 1 CAP 协议框架 

 

2.3 元素的数据字典  预警信息描述、预警信息、附件及空间信息是 CAP警报消息的四个要素，而每个

要素又包含若干子要素。根据子要素的属性可分为编码、规定格式、数值、引用等几类。 

编码属性采用固定格式的编码表征元素属性。消息编号、发送者编号为自定义编码属性，是元素在

系统内的唯一标识；状态、消息类型、范围等子元素为规定分级编码属性，例如状态元素的编码分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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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预警、演习预警、系统消息、测试及草稿五个类别；事件编码和地理编码为多标准兼容元素，遵循其

他系统或行业已有的编码规则。 

规定格式编码主要用于表示时间类、区域类元素。时间属性规定了系统内时间的表示格式，区域属

性规范了圆、多边形等区域元素的表达格式。 

数值属性常用来表示附件的大小，经纬度等。 

引用属性用来表示引用的网址等。 

3 CAP协议在我国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中的应用分析 

CAP协议应用于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不仅要以CAP协议基本框架和结构为基础，同时需要综合考

虑山洪灾害防御的特点，对预警信息中预警类别、预警对象采取的措施、紧急程度、严重程度、可靠性

等体现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特征的元素属性重新定义，制定符合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需求的通用预警协

议。 

3.1 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方式  1.山洪灾害实时监测预警。通过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我国已

建立起 6.2万个自动监测站点，以及国家级、29个省级、305 个地市级、2058个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平台，形成了完整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在实际防御工作中，通过监测实时水雨情信息，当雨量或

水位超过预警指标后，通过县级平台或直接向相关人员发送预警信息，限制了预警信息覆盖范围。 
2.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为增强公众防御山洪灾害意识，最大限度减轻人员伤亡，我国逐步开始探索

和尝试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2015年7月20日，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首次联合发布山洪

灾害气象预警，共同向社会公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信息。每年汛期，水利部门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

降水预报数据，综合考虑山丘区小流域的地形、植被等下垫面特征以及人员居住分布等社会经济情况，

通过模型计算，综合确定未来24小时降水覆盖范围内山洪灾害可能发生的区域和预警级别，提示公众强

降雨发生时防御山洪灾害的发生。 

3.山洪灾害综合预警体系。“十三五”期间，在已经建成的山洪灾害自动监测体系和四级监测预警

平台基础上，我国将继续加强国家级、省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建设，全面提升山洪灾害预警发布的

社会化公众服务能力，形成自动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预警相结合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拓宽预警信

息发布范围，扩大预警信息覆盖面，提升预警信息发布质量。 

3.2 CAP协议的应用  CAP协议具有互操作性、完整性、易实现和多用途的特点，采用 CAP 协议发布山

洪灾害预警信息，可以实现信息的高效调度和统一发布。 
1.提高预警信息发布效率。目前山洪灾害预警信息主要通过手机、无线预警广播、电话、传真等平

台发布，随着微信和微博等APP平台的广泛使用，也将成为信息发布的重要手段。采用CAP协议简化了不

同平台之间信息发布流程，只需通过信息发布平台，就可向不同终端发送预警信息，不仅操作简便，而

且提高了信息发布的效率。 

2.保障预警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在不同平台进行信息发布，通常因为操作人员不同，导致发送时间

先后不同、内容有所差异，严重影响信息发布的权威性。采用CAP协议发布预警信息，可以保证预警信

息内容的同源性和权威性。 

3.扩大预警覆盖面。县级平台的预警信息发布方式为主动推送、被动接收，预警信息只发送给固定

的防汛责任人员，尚未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十三五”期间，为增强公众山洪灾害防御意识，提高公众

的防灾避险能力，我国将大力推进山洪灾害预警社会化服务，CAP协议的应用为面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提供了解决方案。 

4.有利于构建高效的预警信息发布机制。为提高监测预警平台数据的可靠性和实效性，将在国家级、

省级开展监测预警数据同步共享系统建设，实现数据的集约化和专业化处理，同时坚持以县为单元组织

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责任体系建设。采用通用、统一的预警发布协议，有助于建立

专业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相结合的综合预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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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AP协议在我国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应用的核心内容 

CAP协议应用于山洪灾害预警发布，需要根据山洪灾害预警发布特点重新定义元素的属性，建立相

应的编码规范，同时要根据不同平台发布的特点，形成适用于各平台的信息发布用语规范。 

4.1 元素的定义  根据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的特点，重点对预警信息元素中表征预警事件类别、预警事件

等级、预警对象应采取的措施等子元素属性进行重新定义。 

4.1.1 预警事件类型  山洪是指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常造成局部性洪灾，一般分为暴雨山洪、

融雪山洪、冰川山洪等。根据自然灾害三要素进行定义，山洪灾害是指因降雨在山丘区引发的洪水及由

山洪诱发的泥石流、滑坡等对国民经济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进一步将预警事件类型拓展至其

他水旱灾害，例如洪水、内涝、干旱、农村人畜饮水困难等，一方面可完善水旱灾害预警体系，另一方

面有利于统一、规范水旱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对实际防御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1.2 预警事件等级  当前,实时监测预警是山洪灾害预警的主要手段，通常分为准备转移、立即转移、

严重程度未知三个类别。根据全国山洪灾害调查评价的成果，当站点监测雨量或水位达到准备转移预警

指标时，该预警事件的等级即为准备转移预警；当达到立即转移预警指标时，预警事件的等级即为立即

转移预警；若情况不明为严重程度未知。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是实时监测预警发布前的前置预警，主要面向公众发布提示性预警信息。根据山

洪灾害的发展态势，综合预评估分析，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分为五个级别。山洪灾害发生可能性很大（可

能性大于70%）为Ⅰ级（特别严重），山洪灾害发生可能性大（可能性大于50%且小于70%）为Ⅱ级（严

重），山洪灾害发生可能性较大为Ⅲ级（较为严重）（可能性大于20%且小于50%）、山洪灾害可能发生

（可能性小于20%）为Ⅳ级（一般），若情况不明为严重程度未知，前四个等级分别用红、橙、黄、蓝

四种颜色表示，红色为最高级别。 

4.1.3 应对措施分类  根据山洪灾害预警事件等级，进一步确定相对应的应对措施。对于实时监测预警，

当发布预警级别达到准备转移时，应向相关防汛人员发送预警信息，并通知预警区域内的人员，做好转

移避险的准备；当发布预警级别达到立即转移时，应向相关防汛人员发送预警信息，立即组织预警区域

的内人员开展转移。对于气象预警，当预警级别达到山洪灾害发生可能性较大及山洪灾害可能发生时，

应面向社会公众在相关网站发布预警信息，防汛专业人员应持续关注实际降雨情况，做好应急准备；当

预警级别达到山洪灾害发生可能性大时，面向公众在电视台、网站发布预警信息，防汛专业人员应当加

强监测巡查，必要时向防汛责任人报告；当预警级别达到山洪灾害发生可能性很大时，面向公众在电视

台、网站发布预警信息，对预警范围内的群众发布紧急状态信息，防汛专业人员做好准备，必要时启动

应急预案。 

4.2 编码规范  在重新定义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元素基础上，需要制定预警类别、预警的级别、应对措施

分类等元素的编码规范。预警类别按照我国水旱灾害类型进行编码（表 1）；预警事件等级、应对措施

分类等元素的编码规范分别按照元素的定义进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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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水旱灾害应急预警信息资源分类与编码规范 

编号 事件类型 编号 事件类型 

10000 突发事件 

11000 自然灾害 

11A00 水旱灾害 

11A01 洪水 11A02 内涝 

11A03 
水库重大险情（包括垮坝事

件） 
11A04 

堤防重大险情（包括堤

防决口事件） 

11A05 凌汛灾害 11A06 山洪灾害事件 

11A07 农业干旱 11A08 枯水（水文干旱） 

11A09 城镇缺水 11A10 生态干旱 

11A11 农村人畜饮水困难 11A12 其它水旱灾害 

11D00 地质灾害 

11D01 滑坡事件 11D02 泥石流事件 

11D03 山体崩塌事件   

12Q00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12Q01 水域污染事件   

 

4.3 语言的规范  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的发布用语应当遵循“重点突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原则，

需准确描述发布时间、预警时间、灾害种类、预警信号等级、实况和发展趋势、影响范围、防御指南等

信息。对于不同信息发布平台，要根据平台本身的特点，选择适合的发布语言。例如，通过短信、电子

显示屏（LED）、无线预警广播等平台发布的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应在包含全部预警信息要素的同时，

语言尽量简明扼要；在电视、网站等平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在包含预警信息全要素的同时，可以增加相

关背景介绍，同时配以图像、视频等资料，使预警信息的表达更加丰富与完整。 

4.4 应用示例  将 CAP协议应用于山洪灾害实测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不仅可以提升预警发布的

效率，增强预警发布的规范性，也可以确保发布信息的同源性，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4.1 山洪灾害实测预警  2016年7月9日“尼伯特”台风登陆期间，福建省永泰县普降暴雨，通过自动

监测站点监测到降雨超过预警指标。早晨5时到11时，永泰暴雨洪水台风预警报系统雨量测站预警36条，

其中危险雨量23条，警戒雨量13条，并且向县、乡镇、村各级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共432条短信，及时

准确发布了预警信息（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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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年 7月 9 日永泰县预警发布示例 

 

4.4.2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信息主要包括预警事件类别、预警事件等级、预警消息时

效、预警区域，以及预警发布单位和发布时间等。2016年“莫拉蒂”台风登陆期间，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信息预警范围为福建东部和西北部等地，预警等级最高级别达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预警时间为

9月14日20时至9月15日20时，对公众防御山洪起到了有效的提示作用（图3）。 

 

图 3 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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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通过解析CAP协议的基本结构和元素属性，综合分析了山洪灾害预警机制的特点，将CAP协议应

用于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有效解决了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多平台发布信息同源性问题，提高了预警信

息发布的效率，扩大了预警信息的覆盖面。通过实际应用示例，山洪灾害预警发布通用协议在实测预警

和气象预警信息发布中，均得到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对于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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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easing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and transferring the personnel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defense of flash flood disasters. Common Alerting Protocol (CAP)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uniformity and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release platforms. Based on a case of flash floo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release, by researching the structure and framework of CAP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ash floo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release, the paper is mainly studying the application of 

CAP to flash floo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expanding to all types of floods and droughts. CA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fenses of flashflood disasters and other types of floods and dr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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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协议在我国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中应用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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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是防御山洪灾

害的重要途径，采用通用的预警信息发布协议有利于不同发布

平台预警信息交换共享和高效流转。本文以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发布例，通过研究 CAP 通用警报协议的基本结构和框架，在

分析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特点的基础上，将 CAP 协议应用

于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发布，并拓展至各类水旱灾害预警信息

的发布，探讨了水旱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的途径和方法。采用通

用预警协议有效提高了预警信息发布的效率，保障了不同平台

预警信息发布的同源性和权威性，有利于推行预警信息发布社

会化服务，对于山洪灾害及其他水旱灾害的防御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 

通用警报协议；预警信息发布；山洪灾害；水旱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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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问题的思考 

李辉1,2，何晓燕1,2，任明磊1,2，姜晓明1,2，张忠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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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单一水库及简单的水库群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方法及应用管理体系已基本形

成，但研究成果大部分都集中于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而应用管理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在水

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后评估理论与方法方面基本处于空白。本文总结归纳了我国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和水库

调度运行后评估等相关研究进展和存在的相关问题，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必要性、意义、特点等

进行了初步分析，并给出了开展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初步建议，以便为进一步完善水库汛限水位动

态控制方案和改善水库调度管理工作提供建议和支撑，更好地促进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技术的推广应用，进而达

到“提高水库防洪能力和兴利效益”的双赢目的。 

关键词：水库调度；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后评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社会对防洪抗旱安全保障的要求

越来越高，水旱灾害问题更趋复杂，使得水库防洪与兴利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

制理论与方法
[1]
适应了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水库防洪安全与供水保障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是缓解水库防

洪与兴利之间矛盾的有效措施之一。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大水库管理部门的

积极响应。2002年水利部设立重大项目“水库汛限水位设计与运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组

织有关科研单位开展了水库汛限水位设计与运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并选取12座水库进行首批试点研究。

针对该项目在理论研究和试点应用两方面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国家防办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予以

归纳总结，于2005年下发了《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试点工作意见》
[2]
，以规范和指导水库汛限水位动

态控制试点工作，并于2008年6月核准了第二批开展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11座试点水库。2012年，水利

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组织有关科研单位开展了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编制关键技术专题研究，

相应研究成果进一步规范了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编制的主要内容及技术要求。 

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单一水库

及简单的水库群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方法及应用管理体系已基本形成，并逐步在部分水库汛期调度实

践中得到应用
[1]
。然而，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管理体系包括基本理念、属性、假定、

应用环境、基本理论方法以及应用管理等诸多方面
[3]
。目前该领域研究成果大部分都集中于水库汛限水

位动态控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而应用管理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
[3，4]

，其中在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

行后评估方面尚无规范统一的指标和模型。例如，对于已批准实施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试点水库，虽然

总体上效益较为可观，但尚无规范统一的方法基于实际运行情况对相应的汛限水位动态 

收稿日期：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作者简介：李辉（1981-），男，河北省青县人，高工，主要从事水库调度及洪水资源化方面的研究。E_mail:lihui@iwhr.com 

控制方案进行评估，无法对在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的经济效益、防洪效益进行测算。此外，部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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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管理单位从局部利益出发，在实际调度运行中存在“只高兴在原设计汛限水位以上浮动，而不情愿下

浮”的倾向
[3]
。针对该倾向，亦缺乏对水库管理单位进行监管评价的规范统一方法。这些问题使得防汛

主管部门在审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时缺乏信心，严重制约了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的创新

与推广实践。因此，针对目前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实践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有必要对水库汛限水位动

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2 已有成果概述 

2.1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以兴利效益提高、水资源合理配置、生态环境改善等目

标为导向开展水库动态控制运行研究，而以防洪目标为重心的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尚不多见
[4]
。我国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探索和实践始于上世纪50年代，现有相关理论和方法体系主要形成于近20多年

的研究与实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气象水文预报技术的提高和信息获取能力的增强，为防洪预报调

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5-7]

。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大连理工大学等单

位对我国北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北方水库汛限水位实时控制模型和实时控

制方案的多目标求解模型
[8]
。文献[9]首次提出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定义与属性，相对系统地初步论

述了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法及其降雨预报利用、风险的计算等关键问题。进入本世纪后，水库汛限水位

动态控制相关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自2002年开始，水利部先后设立了一项重大项目和两项公益性行

业专项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进行专题研究，并先后选取两批共计23座水库进行试点研究，取得了大

量系统性和开创性的成果。近年来，相关学者又先后提出汛限水位实时动态控制方法
[10]

、水库分类预报

调度方式
[11]

、基于风险分析的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确定方法
[12]

、风险分析方法
[13-14]

、混联水库群汛限水

位动态控制方法
[15]

等方法。文献[1]较为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与方法。王本

德等
[3]
总结了相关研究与应用成果，依据综合控制论及洪水管理学，构建了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

方法及其应用管理体系，分析了层次关系，并重点论述了基本理念及其假定、属性、体系运行环境与应

用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已有成果为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技术的后续研究及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目前该领域研究成果大部分都集中于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与方法方面，对于水库汛限水位动

态控制应用管理方面研究较少。国家防总印发的《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试点工作意见》
[2]
仅给出了水

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与应用的必备条件、内容、方法及审批权限等相关规定的雏形。目前处于报批

阶段的《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编制导则》进一步规范了动态控制方案编制的主要内容、分析计算

方法及有关技术要求，仅可作为方案审批的依据。针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调度管理水平、以

及实际效益和影响的后评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2.2 水库调度运行后评估  水库调度运行后评估是水库运行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包括评价方法建

立和指标权重确定两方面内容。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系统理论方法及集对分析法等
[16]

，

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主要有AHP法、熵权法等
[17，18]

。文献[19]提出了系统运行指数，并对综合利用水库

群调度方案进行评价。文献[20]提出了一种水库调度方案风险的多准则评价方法。我国基于大量研究和

实践成果，相继颁布了一些标准规范用于水库调度管理工作。《水库洪水调度考评规定》在水库调度基

础工作、经常性工作、洪水预报、洪水调度等方面规定了防洪调度的考评指标和评分方法
[21]

。文献
[22]

提出了一种基于《水库洪水调度考评规定》方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的水库调度后评价方法，为后期决策

提供经验支持。文献
[23]

规定了防洪管理中防洪风险评价的内容和评价方法，文献[24]规定了防洪工程防

洪效益的分析计算方法。水库调度运行对航运、生态的影响评价可参考相应标准规范
[25，26]

中的规定。现

阶段水电站调度运行中效益考核主要以节水增发电量为核心，比较通用的指标是水能利用提高率。文献
[27]

提出了发电完成率指标，并采用精细模拟与优化调度耦合模型初步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方法，以实现优

化挖潜的目的。文献
[28]

提出了综合考虑防洪、发电、航运以及调度管理等因素的梯级水库联合调度评估

框架，但仍以发电指标为核心，其余因素作为约束予以考虑。这些已有成果及标准规范在提高我国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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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调度运行管理水平、保证工程安全高效经济运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然而，现有评估方法基本是围绕常规调度的思路，以设计的调度规则和设计资料为基础，仅针对水

库调度的单项指标进行评估。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对水库运行管理方面要求较高，其调度评估不仅要

发挥监督、考核、衡量的作用，更需明确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的兴利和防洪效益及其影响因素，以改

进动态控制方案。现有评估方法难以适应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管理的需求，很难系统客观地评估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工作。 

3 后评估的意义 

随着我国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实践范围的不断扩大，对开展汛限水位动态

控制试运行的水库进行调度运行后评估的必要性也日益显现。我国开展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

估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将后评估纳入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管理程序， 使水库管理单位自身可以发挥自我完善和自

我监督作用。后评估是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的监督过程，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

监督功能应与动态控制方案的编制、实时调度过程结合在一起，构成多方位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后评估

所作的实际调度运行过程及效益和影响评估，可以比较公正客观地评估水库的管理单位、防汛主管部门、

电网、需水部门的工作和问题，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并更好地杜绝“只高兴在原设计汛限水位

以上浮动，而不情愿下浮”的倾向。 

(2) 总结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编制和试运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高动态控制方案的可行性

和水库调度管理水平。根据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反馈信息，可以对动态控制研究的必要

性、可行性、方案编制、风险效益评价等方面工作进行回顾分析，将必要性和风险效益分析中要达到的

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加以客观对比评估。如果两者偏差较大，则分析两者相偏差的原因，并在分析的基

础上对水库自身及动态控制方案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以充分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对水库汛限水

位动态控制研究及调度运行管理中的经验教训加以归纳总结，并反馈到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及调

度运行管理中，从而提高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和调度管理水平。 

(3) 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现有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体系，更好地促进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技

术的推广应用。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领域中技术研究单兵突进，而其他配套研究和政策没有跟上，

导致现有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管理体系中应用管理方面较为薄弱，并严重制约了水

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的创新与推广实践。文献[29]曾提出建立专项洪水保险基金的汛限水位动态控

制推进机制，但目前对水库实施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防洪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影

响尚无规范统一的测算评估方法，进而导致相应保费的测算困难。因此，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

后的实际调度运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等方面进行规范科学的评估，不仅是对现有理论体系的完善，

还能更好地促进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技术的推广应用。 

4 后评估的特点 

4.1 独立性  独立性是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公正性和客观性的重要保障，为了确保后

评估的独立性， 必须从机构设置、人员组成、履行职责等方面综合考虑，使评估机构既能保持相对的

独立性又便于运作，从而提高评估的可信度。 

4.2 现实性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须以实际情况为基础，记录收集水库调度运行中涉

及到的各方真实数据，包括水库管理单位、防汛主管部门、电网、需水部门等单位，分析水库运行中的

经验和教训，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4.3 客观性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必须保证公正性， 就要在评估时始终以实事求是

的态度， 客观、负责的对待评估工作， 从而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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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全面性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需要对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过程及结果进行全面分

析， 从经济效益、防洪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后评估工作涉及面广，人员

多，难度大，需要各机构和有关人员有效配合。 

4.5 反馈性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目的在于为有关部门反馈信息，以利于提高水库

调度运行决策和管理水平，为今后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编制提供依据和借鉴。通过分析水库实际

运行状况，以发现潜在的问题，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并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

控制的效益和影响进行重新测算和评估。 

5 后评估建议 

近些年来，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工作有所进展，但只是少数水库管理单位、防汛主管

部门和科研单位针对某一特定水库开展的跟踪评估工作，缺乏必要和完善的政策制度支持。总体上看，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领域更注重方案的研究和编制工作，对后评估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后

评估意识的淡化导致后评估研究和工作的滞后，不利于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过程的监督管理和水

库效益的有效发挥。因此，应把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的实际调度运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

等方面后评估工作逐步纳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轨道。这是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

发展的必然，也是水库调度管理决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工作的实际状况及现实可能性，逐步建立起由中央、流

域或地区及水库管理部门构成的三级管理体系，来确保后评估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从而提高后

评估工作质量。同时，建立红、黄牌制度，对于已实施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水库，若其汛限水位动态控

制运行后评估结果未达到某一指标要求，发放黄牌或红牌。发放黄牌的水库需要限期整改，而发放红牌

的水库要撤销其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的运行资格。 

(2) 建立科学的后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科学的后评估指标体系是确保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质量的重要保证。在实际运行

阶段，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兴利效益和防洪效益受水库调度管理水平、决策偏好、实际预报精度、

来水条件、用水需求、电网负荷分配、以及航运、生态等其他用水需求等众多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我国宜结合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的特点，在水库效益、调度管理水平等层面分析各因子

的表现形式，建立一套科学、简便、实用的后评估指标体系，从而保证后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和

权威性。 

(3) 建立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数据库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涉及到的信息和数据量多、面广，但目前大部分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并无

规范、统一的收集整理和存档要求，导致相关信息数据的分散、确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的真

实性，给后评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对此，我们可借鉴其他领域的数据资料管理经验，并借助当前先进

的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规范相应信息数据的存档和整理，建立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数据

库，将水库汛限水库动态控制研究、论证到方案实施运行过程以及产生的效益和影响等各种资料、信息

和数据纳入数据库中，既为使用、查询提供方便，又能为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创造条件。 

(4) 推进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工作的标准化进程 

要推进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的后评估工作的制度化、标准化进程， 使之成为水库汛限水位

动态控制管理的必要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工作之所以开展缓

慢，除了体制、认识之外，就是对后评估的地位、管理体系和评估结果的使用等缺乏制度保障。因此，

为了切实发挥后评估的监督和反馈作用，必须界定后评估工作各行为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建立和

健全相应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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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防洪保安任务越来越重，水资源保障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水资源短缺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作为

提高洪水资源利用率的一种有效手段，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当前研究大部分

都集中于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理论与方法方面，对于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应用管理方面研究较少，

在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后评估理论与方法方面基本处于空白，而现有水库调度评估方法很难适应水库

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管理的要求。本文总结归纳了我国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和水库调度运行后

评估等相关研究进展和存在的相关问题，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必要性、意义、特点等

进行了初步分析，并给出了开展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初步建议，以便为进一步完善水库

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和改善水库调度管理工作提供建议和支撑，更好地促进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技

术的推广应用，进而达到“提高水库防洪能力和兴利效益”的双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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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the Problems in Post-Evaluation of Dynamic Control for 

Reservoir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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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After decade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dynamic control for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of single reservoir and simple multi-reservoir have been 

basically formed. However,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the dynamic control for reservoir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with less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now, there are basically blank about the post-evaluation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dynamic control for reservoir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dynamic control for reservoir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and post-evaluation of reservoir operation are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And then, the necessity, signific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ost-evaluation of 

dynamic control for reservoir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are analyzed. Finally, preliminar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post-evaluation of dynamic control for reservoir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Key words: reservoir operation; dynamic control for reservoir flood limit water level; post-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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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问题的思考 

 

李辉 1,2，何晓燕 1,2，任明磊 1,2，姜晓明 1,2，张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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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单一水库及简单的水库群汛限水

位动态控制理论方法及应用管理体系已基本形成，但研究成果

大部分都集中于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而

应用管理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在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后评

估理论与方法方面基本处于空白。本文总结归纳了我国水库汛

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和水库调度运行后评估等相关研究进展

和存在的相关问题，对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必

要性、意义、特点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并给出了开展水库汛限

水位动态控制运行后评估的初步建议，以便为进一步完善水库

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案和改善水库调度管理工作提供建议和

支撑，更好地促进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技术的推广应用，进

而达到“提高水库防洪能力和兴利效益”的双赢目的。 

 

关键词 

水库调度；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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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基于APSIM模型的辽宁省玉米旱灾风险评估 

王亚许 1，2， 孙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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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位于辽宁省内的 14 个国家气象站 1961-2013 年的气象数据作为 APSIM 作物模型的输入数据，1996-2005

年各地市玉米产量及生育期数据对 APSIM 模型进行参数率定，2006-2013 年产量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利用参数率

定后的 APSIM 模型对各地市玉米生长过程进行模拟，分析玉米干旱损失规律，评估玉米旱灾风险。研究结果表明：

APSIM 模型在辽宁省各地市具有适用性，能较好地模拟玉米生长过程；辽宁省 1961-2013 年平均玉米因旱损失为 300

斤/亩，因旱损失严重；玉米因旱损失-频率曲线符合 P-Ⅲ概率分布；辽宁西北地区玉米旱灾风险较大。 

关键词：APSIM 模型；玉米；粮食损失；旱灾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旱灾是影响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它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灾害影响等

方面位列自然灾害之首
[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因旱年均粮食损失高达260亿公斤

 [2]
，干旱灾害

已被视为影响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
[3-4]

。近年来，大范围的干旱灾害频发，对我国农业发展及粮食安全

等造成了严重威胁
[5]
。目前对于干旱的管理我国也于2003年提出了防汛抗旱“两个转变”的新思路，随

着由传统的消极被动抗旱、应急管理向积极主动抗旱、风险管理转变，旱灾风险管理逐渐兴起
[6]
。农业

旱灾风险评估为干旱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对采取抗旱措施、评价干旱程度、抗旱物资调配以及抗旱规

划等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农业旱灾风险评估方法已有广泛研究，金菊良等
[7]
归纳出三类：基于旱灾损失风险构成要

素的旱灾损失风险指数评估方法，基于历史旱灾损失频率分析的旱灾损失风险曲线评估方法以及基于旱

灾损失风险物理成因过程的旱灾损失风险曲线评估方法。HE B等
[8]
分析致灾因子的危险性、承灾体的暴

露性和灾损敏感性以及抗灾能力等方面着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旱灾风险的等级评价，此方法属于第

一类。屈艳萍等
[9]
通过建立干旱频率-潜在损失-抗旱能力之间的定量关系实现对旱灾风险的定量评估，

在第二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旱灾风险定量评估总体框架。单琨等
[10]

通过对作物种植产量与种植面积，

用实际干旱发生频率、农业气象干旱发生频率、玉米生产相对暴露率和单产水平等4个因素构建了辽宁

地区玉米干旱风险指数，在分析旱灾成因的基础上对辽宁地区玉米干旱进行了风险分析和风险区划，属

于第三类评估方法。由于干旱发生机理复杂，旱灾风险评估对资料要求较高，且难以量化。本文在第二

类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作物模型对作物生长过程进行模拟，跳过了干旱的复杂机理，运用模型设置统一

的耕作方式、作物品种及田间管理方式来研究旱灾损失风险，构建基于作物模型及历史旱灾损失频率的

旱灾风险定量评估总体框架。 

2 研究区及资料 

2.1 研究区概况 辽宁作为中国东北粮食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重要的优质玉米生产基地和玉米

出口基地
[11]，2014 年辽宁省玉米播种面积为 3368.4 万亩，总产量为 1563.2 万吨。辽宁地处温带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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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四季分明，气候灾害频发，辽宁省是全国干旱灾害频发的省份之一，有“十年九旱”的称谓，干旱灾

害是制约辽宁省工、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2]

。近些年，辽宁省更是重旱频发，1999-2001 年辽宁省

连续 3 年发生干旱，2000 年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大面积干旱，2006 年辽西北遭遇特大伏

旱，2007 年全省遭遇严重夏旱，2009 年辽西北又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均造成了农业大幅度减产[13]。

辽宁省的农业旱灾风险评估对辽宁省抗旱减灾，抗旱物资调配，抗旱管理等提供支撑。 

2.2 资料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涉及用于 APSIM 模型输入的气象数据以及用于模型参数调整及验证的

春玉米产量、生育期数据。气象数据包括辽宁省各地市 14 个气象站点 1961-2013 年长序列逐日气象数

据，具体包括降雨、最低气温、最高气温、风速、相对湿度、日照等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春玉米

作物品种生育期数据主要来源于文献
[14]

。APSIM 作物模型所需的土壤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戴永久面

向陆面模拟的中国土壤数据集
[15]

，运用此数据集对模型土壤特性数据进行修改。用于模型参数率定及验

证的地市级单产数据及播种面积数据主要来源于辽宁省历年的统计年鉴
[16]

 

3.模型与方法 

3.1 APSIM模型  APSIM（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Simulator）模型是澳大利亚科学家开发研制的，

用于模拟农业系统各生物过程的机理模型。自 1991 年问世以来，已在澳大利亚、意大利、荷兰、新西

兰等国家得到广泛验证，在国内部分地区也得到了验证
[17]

。 

对模型设置统一的种植参数及管理参数。利用 1996-2005 年玉米单产及生育期数据对各地市进行参

数率定。以铁岭市参数率定结果为例，参数率定结果见表 1。 

表1  APSIM模型铁岭市玉米作物参数 

作物品种 率定参数 取值 

先玉 335 

出苗到营养期结束积温（℃） 250 

开花至成熟积温（℃） 1250 

临界光周期 1（h） 9.8 

临界光周期 2 （h） 24.0 

开花至灌浆积温（℃） 80 

灌浆速率（mg/grain/day） 19.5 

灌浆期单位单茎重籽粒数（kernels/g·stem） 27.0 

采用以下统计量对 APSIM 模型在各地区产量模拟结果进行评价，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

（R²）；均方根误差（RMSE）以及 Willmott[18]提出的一致性指标（D 指标）。其中 R²和 D 指标反映模拟值

与实测值的一致性，其值越接近 1 说明模拟效果越好；RMSE 反映了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的绝对误差，

其值越小，表明误差值越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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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S 为模拟值，

iO 为实测值，O 为平均值，n 为样本数。 

3.2 损失-频率计算 运用 APSIM 作物模型，模拟 1961-2013 年的各地市玉米生长过程及产量，将历年最

高产量作为潜在产量或是期望产量，由于模型对玉米种植参数相同，耕作管理等措施设置相同，故将潜

在产量与模拟年份产量的差值即为玉米因旱损失量。 

sun m sY Y 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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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unY 为玉米因旱损失量；

mY 为潜在产量；
sY 为模拟产量。 

对玉米因旱损失量计算经验频率：1）将旱灾损失序列由大到小排列，计算其经验频率；设玉米因

旱损失数据长度为n ，按从大到小的次序排列为 1x
、 2x

、…、 mx
、…、 nx

，则按下式计算经验频率： 

  100%
1

m
P

n
 

                           (4) 

式中，P 为等于和大于 mx
的经验频率； m 为 mx

的序号，即等于和大于 mx
的项数；n 为样本容量，

即旱灾时序数据的总项数。 

2）用适线法进行配线；3）反查不同重现期的玉米因旱损失；4）对不同重现期因旱损失划分风险

等级。 

4.结果分析 

4.1 模型验证 运用以上方法对模型进行评价，各地市评价结果见表 2。评价结果可以看出，除了营口市

决定系数（R2）小于 0.6，一致性指标小于 0.7，表明模型在辽宁省总体适用性结果较好。图 1 为模型模

拟历年玉米总产量与统计产量的比较，从图 1(a)中看出在 2000 年及 2009 年产量模拟误差较大，2000 年

及 2009 年均发生严重干旱，由此说明 APSIM 模型在发生极端干旱时产量模拟偏低。图 2（b）表明模型

对于辽宁省 1996-3013 年玉米总产量模拟结果较好。 

表2 辽宁各地市模型评价结果 

地市 RMSE D R2 地市 RMSE D R2 

阜新 1435 0.92 0.87 抚顺 1031 0.78 0.71 

铁岭 1880 0.76 0.63 葫芦岛 1826 0.79 0.67 

朝阳 1270 0.89 0.69 盘锦 603 0.93 0.77 

锦州 1122 0.9 0.67 营口 1763 0.63 0.51 

辽阳 1064 0.72 0.76 鞍山 568 0.86 0.75 

沈阳 969 0.85 0.78 丹东 790 0.69 0.62 

本溪 702 0.79 0.73 大连 1242 0.7 0.66 

 
图 1 辽宁省 1996-2013年 APSIM模型模拟产量与统计产量对比及拟合 

4.2 因旱损失序列数据计算 运用验证过的 APSIM 模型，对各地市玉米历年的生长过程进行模拟，得出

各地市 1961-2013 年玉米模拟产量，计算历年玉米因旱损失。对结果进行“损失-频率”分析，采用 P-Ⅲ曲

线拟合，以锦州市为例，适线结果均值 Ex=233,变差系数 Cv=0.6,偏态系数 Cs=2Cv，拟合度达到 0.94，表

明玉米因旱损失-频率曲线服从 P-Ⅲ概率分布。通过对辽宁省 14 个计算单元的干旱“损失-频率”拟合曲线

的分析，均能生成比较合理的 P-Ⅲ曲线，通过与实际情况的对比，曲线能比较真实地反应出辽宁省玉米

因旱损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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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玉米旱灾风险等级划分 根据适线法配线结果，反查各地市不同重现期下的粮食损失，根据玉米因旱

损失量划分损失风险等级，分 4 个等级提出 5 年、10 年、20 年、50 年、100 年、多年平均等 6 种干旱

等级下的玉米因旱损失风险等级划分标准，玉米因旱损失风险等级划分标准见表 3。 

表3辽宁省地市级行政区玉米因旱损失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单位: 斤/亩） 

干旱等级 
风险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5 年一遇 r＞650 650≥r＞450 450≥r＞250 250≥r 

10 年一遇 r＞700 700≥r＞500 500≥r＞250 250≥r 

20 年一遇 r＞800 800≥r＞600 600≥r＞300 300≥r 

50 年一遇 r＞950 950≥r＞700 700≥r＞300 300≥r 

100 年一遇 r＞1100 1100≥r＞750 750≥r＞400 400≥r 

多年平均 r＞400 400≥r＞270 270≥r＞200 200≥r 

根据以上分析的成果，在玉米因旱损失风险值上，叠加地理信息，形成辽宁省不同干旱等级因旱损

失风险分布图。见图 3，由图 3 可以看出辽宁西北部地区玉米因旱损失风险较大。铁岭市玉米旱灾风险

较小。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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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图 3 辽宁省不同重现期下的粮食损失风险等级，(a)、 (b)、 (c)、 (d)、 (e)、 (f)分别为 5 年、10 年、20 年、50 年、100

年、多年平均 6 种情形下的玉米因旱损失风险等级 

4. 结论 

旱风险评估是旱灾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为抗旱决策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但是现阶段关于旱灾风

险评估全面量化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应用 APSIM 作物模型对辽宁省各地市玉米生长过程进行模拟，

模型验证结果表明 APSIM 模型在各地市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因旱损失分析表明辽宁省 1961-2013 年平均

玉米因旱损失为 300 斤/亩，因旱损失严重。玉米因旱损失-频率曲线符合 P-Ⅲ概率分布，通过适线后的

P-Ⅲ曲线反查不同重现期下的玉米因旱损失，划分旱灾风险等级，结果表明辽宁西北地区玉米旱灾风险

较大，铁岭市玉米旱灾风险较小。对辽宁省玉米旱灾风险量化为进一步研究抗旱能力、实施干旱管理以

及抗旱减灾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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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ssessment of maize drought in Liaoning Province based on APSIM model 

Wang Ya-xu1,2, Sun Hong-quan1,2, Lv Juan1,2, Su Zhi-cheng1,2 
(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38, 

China;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Using meteorological data from 14 national weather stations in Liaoning Province during 1961-2013 

as the input data of APSIM crop model, The parameters of APSIM crop model were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spring maize yield data of all over the city of Liaoning in 1996-2005, and the model was validated by 

2006-2013 data. The APSIM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growth process of spring maize in different parts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the law of agricultural drought loss in Liaoning province was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PSIM model has good applicability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it can reflect the growth 

process of spring maize in Liaoning province. 1961-2013 annual average spring maize drought losses of 150 kg 

/ acre, maize drought losses is severe. Drought losses and frequency curves of Liaoning spring maize were in 

line with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P-Ⅲ. The drought losses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Liaoning province 

were great. 

Key words: APSIM model; Maize; Grain losses; Drought loss frequency analysis 

  



 

 

40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基于 APSIM 模型的辽宁省玉米旱灾风险评估 

 

王亚许 1，2， 孙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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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位于辽宁省内的 14 个国家气象站 1961-2013 年的气象

数据作为 APSIM 作物模型的输入数据，1996-2005 年各地市

玉 米 产 量及 生 育 期数据 对 APSIM 模 型 进行 参 数 率定 ，

2006-2013 年产量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利用参数率定后的

APSIM 模型对各地市玉米生长过程进行模拟，分析玉米干旱

损失规律，评估玉米旱灾风险。研究结果表明：APSIM 模型

在辽宁省各地市具有适用性，能较好地模拟玉米生长过程；辽

宁省 1961-2013 年平均玉米因旱损失为 300 斤/亩，因旱损

失严重；玉米因旱损失-频率曲线符合 P-Ⅲ概率分布；辽宁西

北地区玉米旱灾风险较大。 

 

关键词 

APSIM 模型；玉米；粮食损失；旱灾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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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基于多空间尺度的历史水系特征研究—以黄淮海平原为例 

杜龙江1,2， 

(1.水利部防洪减灾抗旱工程技术中心， 北京市 100038；2.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100038) 

摘要：基于地理学中空间多尺度划分概念，笔者利用GIS技术将黄淮海平原历史水系划分为三个尺度加以研究：

一、流域为代表的大尺度空间，以流域的宏观地学基础为研究要点；二、具体河道为代表的中尺度空间，以河流

故道历史变化规律为研究要点；三、以流域城镇为代表的小尺度空间，以城镇与周边水系关系为研究要点。以此

来探讨历史水系从流域层面到被水城市等不同层次的变化特征及成因，并尝试回答历史水系的变迁在哪里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正在如何变化？这些变化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关键词：历史水系；多空间尺度；GIS；黄淮海平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历史时期的水系变迁及成因是水利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水系研究涉及范围大到流域

的宏观变化，小到被水城镇的历史事件，研究对象的尺度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巨大差异，其形成机

理与变化特征很难用单一的方法去描述与解释，这种差异往往造成研究者的困扰。笔者借鉴了地

理学中关于地理空间具有多尺度等级层次性这种基本规律和观点，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

全球定位技术（以下简称 3S 技术）为代表的空间信息技术结合历史资料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历史

水系从流域层面到被水城市等不同层次的变化特征及成因，并尝试回答历史水系的变迁在哪里发

生？为什么会发生？正在如何变化？这些变化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地理空间的等级层次性是人们认识地域的基本出发点, 其认知特点是依地理空间的等级层次

而搭建起来的阶梯 ,可称之为地理空间的认知链。自然地理学认为地域分异的基本特征是地域之

间具有等级层次性，即地理环境在不同尺度分异规律的作用下，分化为一系列等级和规模不同的

区域单位，大尺度分异形成等级高、范围大的区域；在其背景下，中小尺度的分异又形成级别渐

低、范围渐小的区域 1。人文地理学认为社会人文现象也存在依等级层次分布的规律。最明显的

就是城市地域的等级层次和城市体系的等级分布 2，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发现, 地理空间存在具有分

形特征的、从国家首都到州府县衙的等级层次结构 3，基于空间多尺度的等级层次，笔者将黄淮

海平原划分为三个尺度加以研究：一、流域为代表的大尺度空间，以流域的宏观地学基础为研究

要点；二、具体河道为代表的中尺度空间，以河流故道历史变化规律为研究要点；三、以流域城

镇为代表的小尺度空间，以城镇与周边水系关系为研究要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尺度空间的划

分是相对的，其大小等级是由研究对象的地理空间范围决定的。 

2 研究背景 

历史时期的水利变迁都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中，而构成其发展历史的诸多要素仅凭文字不 

作者简介：杜龙江（1976-），男，北京，减灾中心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史信息化研究。E_mail:dulj@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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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重建其原貌，逝去的现象必须依靠一些技术手段去模拟、还原，并在此基础分入分析，进而

审视不同时空尺度下的水利发展进程。在诸多方法中，3S 空间信息技术是具有众多优势的研究方

法。其中遥感技术是最早应用于水利史相关的研究。上世纪 80 年代，孙仲明做了基于遥感技术的

历史水系变迁研究，总结了诸多河流迁移的遥感影像特征 4。满志敏在 2000 年利用 GIS 技术对陕

西、直隶两省的旱情研究，结合史料记载得出了定量化的旱情信息及相应的地理空间分布，建立

了专题空间模型 5。2003 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香山召开“人类文化遗产信息的空间认知”科学

会议。会上陈述彭院士指出空间技术可以使我们从空间角度来研究和了解中华文明的时空演变过

程，重建古环境和历史原貌，并对古遗存进行科学的保护、管理及监测。标志着空间信息技术成

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2006 年启动了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

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是首次开展空间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应用。2007

年，满志敏在《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研究》一文中多源资料方法在历史水系研究方法，利用 STRM 

DEM 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模拟重建了历史河流地貌 6。满志敏的《小区域研究信息化：数据构

建及模型》中，在小区域尺度上利用 GIS 中格网（Grid）方法来分析地理学中的“区域”这样的

核心理念，进行了开创性工作。潘威在利用 GIS 技术构建格网体系，结合历史资料，在重建河口

历史地貌方面成果颇丰 8。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空间信息技术与历史研究不断交融创新，从最

初的遥感数据解译发展到建立小区域尺度的历史空间专题模型，从简单应用发展到利用 GIS 关键

技术解决地理科学核心问题的阶段。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利用地理科学中空间等级层次划分的

概念，对历史水系演变及相应人地关系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3 研究方法 

3.1 历史资料与空间数据结合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利用3s空间数据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相互参照，相

互印证。史料文献可以提供对象的研究线索，特别是发生时间和社会经济活动线索；空间数据可以提

供准确的地理位置及定量化研究，两者有机结合可以还原更为精准的历史原貌。 水利史比较关注历史

水系演变背景下的区域人地关系变化，这种关系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三维空间及时间维度中，即研究对

象包含于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四维空间”之中。随着空间信息技术与史料文献结合的探索，使水利史

研究基于“四维时空”的框架下组织数据成为可能。 

本文使用的空间数据主要有 SRTM DEM 高程数据，中、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及大比例尺电

子地图等。SRTM(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即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绘使命。该任务对地球

表面所进行的遥感测量，由美国发射的“奋进”号航天飞机上搭载 SRTM 系统完成，获取北纬 60 度

至南纬 60 度之间总面积超过 1.19 亿平方公里的雷达影像数据，覆盖地球 80%以上的陆地表面。

该数据最大特点是不依赖人工测绘的地形图高程信息，在精度范围内对地表特征进行客观准确的

测绘。本文引用的史料请见文后参考文献。 

 

3.2 多尺度研究对象分类  根据地理学中等级层次性及多尺度划分的方法，对历史水系的认知是从宏

观尺度渐次进入中观尺度再到微观尺度，经过各尺度的信息重组，再从微观尺度返回宏观尺度。由此

完成从地理表现由表及里，逐渐深入，掌握对象规律的完整过程。DEM（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在研究

多尺度空间对象上具有独到的优势，特别是对微地貌的刻画，可以提供研究区域地理空间的三维信息。

此外遥感影像数据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地表信息，可以解读出历史地貌的变化。笔者经过大量比较分

析，下表总结出大、中、小三种空间尺度对应的研究对象、特点及研究方法。 

历史水系空间尺度划分另一个意义，是对于某些特定的对象特征只在特定的尺度中才能观察

得到。比如小尺度层面的城镇特征在大尺度的流域层面是无法观察到的，更谈不上分析研究。反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14376/13143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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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域的大尺度宏观特征也很难从中小尺度的研究特征中总结出来。只有从多尺度 

征需要指出，这种尺度划分是以研究目标的特点做出的，需灵活掌握，不可一概而论。 

 

表1 历史水系多空间尺度划分属性表 

空间尺度 研究对象 演进过程 对象范围 研究内容 主要驱动力 研究方式 适宜数据 

大尺度 流域或大区

域，人为因素

影响较小 

宏观，演变

过程长，状

态相对稳

定，时间单

位从上万年

到数千年不

等。 

大型流域或特

定跨流域区域，

范围直径在

1000km以上，面

积一般在10万

km2以上 

地学特征

为主 

地质运动，地

壳变化 

以定性的宏观描述

为主，整体掌握该

区域的地学基础及

水系分布的总体特

征 

DEM、中低分辨率

卫星影像，如

MODIS、RADARSAT

数据；1:50以上大

比例尺地图数据 

中尺度 特定河流、湖

泊沼泽等。特

定条件下人

为因素较明

显 

中观，演变

过程较慢，

时间单位从

几十年到几

百年不等。 

特定河流及大

型湖泊沼泽及

形态，范围直径

在100公里左

右，面积一般在

1000km2 左右 

河湖水系

演变及地

貌特征为

主 

河流动力，人

工河道、洪涝、

泥沙淤积，筑

堤、放淤等人

类活动 

定性描述结合定量

计算来表现河道及

周边地形地貌特征 

DEM、中分辨率卫

星影像，如

Landsat、SPOT、

RADARSAT数据，

1:10万左右中比

例尺地图数据 

小尺度 被水城镇，人

为常起到决

定作用。 

微观，演变

过程较短，

时间单位从

几年到百年

不等。 

流域内城镇及

邻近河道，范围

直径在5—

10km，面积在10

—100km2左右 

流域中具

体城镇与

围边水系

关系、小型

湖泊、洪涝

决口点 

城镇修建、堤

坝陂塘等水利

工程、洪水灾

害 

以定量计算为主，

定性表述为辅，通

过地学和景观数据

统计表达在微观尺

度上对象的特征 

高分辨率卫星影

像，如高分系列、

快鸟、IKNOS，1:5

万以下地图数据 

 

4 黄淮海平原历史水系研究 

4.1 研究区域背景  本文所指黄淮海平原北起燕山南麓，南抵桐柏山，西起太行山、嵩山东麓，

东临渤海、黄海，并以海拔 100 米等高线与鲁中南山地为界，总面积 38 万 km2。流域上主要包括

黄河、海河、淮河、滦河等流域中下游地区。地貌形态上，主要包括山前洪积、冲积扇形平原、

冲击平原及海积平原三种类型。西部和南部山麓平原，海拔大多在 80 米左右；中部平原，海拔多

在 35～80 米之间；东部滨海一带，海拔仅 2～3 米。整个平原以黄河干道为分水脊，总体形成一

个微向渤海、黄海倾斜的大冲击平原。 

4.2 区域大尺度—黄淮海平原  地表形态对河流的响应是非常敏感的 9。河流地貌中的阶地、冲

洪击扇、河谷形态、水系格局都会在空间数据上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出来。这些地貌特征对研究河

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起到重要作用。 

黄淮海平原面积达 38 万 km2，平原高差基本在 0-80m 之间，靠传统人工测量地图很难精确描

绘如此平坦的地形地貌。利用 ATRM DEM 地形高程数据优势在于既可以整个平原有宏观性的整体

认识，也可以挖掘出冲积平原微地形隐含的规律性特征。利用 ATRM DEM 制作的黄淮海地形高程

分色图（图 1），将海拔 0-100 米的按高程带分为若干色阶，可以看到清晰分辨出阶梯状台地由西

向东从山区前部延伸至海岸线。从图中可以清晰直观的看出历史上黄河对黄淮海平原地貌及水系

格局的巨大影响。黄河干流从孟津隘口进入宽阔的大平原，往东以山东半岛为巨大分水岭，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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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侧与其它水系共同形成了微微向东倾斜的淤积阶地形态，其淤积的速度与分布特征在图中

清晰可辨。黄河河道整体形势可参考图 2 内容。 

在华北平原，历史河道在太行山、燕山的山前地区形成很多与山体走向垂直的洪积-冲积扇，

比较明显的有永定河、滹沱河、漳河洪积-冲积扇，与其它河流的小型洪积扇共同形成的山前洪积

—冲积平原。在离山较远的中部地区，以坝县、天津一线为界，南侧这些冲积扇与黄河故道洪积

—冲积扇呈西南—东北向交汇，北侧西北—东南条带状分布，连并古河道之间的洼地形成的湖泊

组成了中部湖积—淤积相平原。在近海的东部地区存在大型泄湖洼地，表现出冲积—海积平原特

点。地貌特征是，近山前地区高程阶梯级数多、比降大，越往东部延伸，阶梯数越稀疏，地形更

为平缓。 

在淮河流域，在河南、江苏境内的废黄河为主的淤积—冲积扇发育形态与河北平原所有不同。

其淤积—冲积扇形成各阶地间隔较均匀，废黄河河道与漯河、颍河、涡河等主要河流基本平行。

在黄淮海平原南部，西有嵩山山脉，东北有山东丘陵、南有桐柏大别山，北有废黄河河脊，其东

部的水路出口又被京杭大运河阻隔，淤塞成今日的洪泽湖，形成一个口袋状盆地，成为历史上黄

泛区的核心地带。 

 

图 1 黄淮海平原地形高程分色图                       图 2 历代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形势图 邹逸麟 《中   

                                                        国历史自然地理》 科学出版社 2016年 246页 

 

4.3河湖中尺度—淮河中下游、洪泽湖区域  中尺度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河流与湖泊。图3是废黄河、

淮河、大运河与洪泽湖高程分色图。该图利用颜色的深浅及山体阴影效果形成的立体效果，把河

湖的地理位置及高低关系表现出来。其中古河道与现代河道叠加交错，在贾鲁河以东，运河以西

范围近似平行分布，形成高低起伏间隔的陇状地貌。图中上方废黄河泥沙淤积成的河脊地貌明显，

从A、B、C、D四个河道断面看，河脊高度比两岸高差普遍在10米左右。1194年黄河夺泗入淮后，

淮安以下河道被黄河所占。在洪泽湖位置河道受两侧山地挟制形成窄口，在此处水路又被南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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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大运河所阻，导致淮安以上古泗水及淮河河道逐渐淤高。 

淮河流域很多天然河流走向近乎平行，如颖水、涡水、获水、泗水等，大多发源于豫西山地，

东南平行流域淮河，在历史上起到分泄黄河洪水，扩大黄河下游流域面积，在历史时期为稳定黄

河下游河道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地形剖面上形成很有特点的陇状地貌。（见图 4 虚线部分） 

 
图 3 废黄河、淮河、运河与洪泽湖高程分色图 

 

 A 点高程               B 点高程               C 点高程                D 点高程 

 

  图 4 淮河流域高程剖面 

 

A
 

B C 

D 

 

E 



 

 

46 
 

4.4城镇小尺度—寿县、滑县 

（一）寿县 

寿县，历史称寿州。位于安徽省淮河南岸的八公山下，淝水绕城而过。这里曾经是出国的都

城寿春。公元 383 年著名的“淝水之战”主战场就发生在寿县城外的八公山下。城南 30 里有春秋

时期楚国孙叔敖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寿县位于安徽中部，淮河中游南岸，八公山南面，

江淮丘陵北部。南有大别山，北有淮北平原。寿县城址的选择十分高明，不但在军事上利于防守，

并且利于防洪。在吴庆洲的古城防洪研究中 10 在高程分色图中，可以清晰观察到寿县古城与淮河、

淝水、八公山的位置关系。寿县高程在 26 米左右，“淮河第一硖”凤台硖山口孤山洼高程为 25

米左右，淝水与淮河高程在 18 米、20 米（B、C 点），八公山高程在 150 米以上。寿县城址看似

是在地处，但孤山洼高程更低，当洪水涨至城头就会从孤山洼东去，千百年来，大水很少漫入城

中。北门大桥上比城墙地的两头石狮市水文标志，故有“水漫狮子头，水从孤山流”之说。 

 

图 5 寿县地形与水系关系 

 

寿县城墙近似正方形，在转角处保留弧度，遇到洪水侵袭可以减少洪水的冲击力，利于防洪。

观察城中布局，在城中转角位置有蓄水的坑塘，设有通向城外的排水涵洞。1755 年，知州刘焕利

用连通器原理，创建月坝，在城内涵洞水口向上筑起砖石结构的圆筒状坝墙，直径 7.7 米，高于

城墙相等，内设闸数道。城内水高时，撤掉月坝闸板，水从涵洞流向城外护城河。城外水高时，

封闭月坝闸板，其内水位最高可与城墙相当，但不能灌入城内。光绪年重修东西两涵时，分别题

名为“崇墉障流”、“金汤巩固”，至今仍存。 

八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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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县古城墙 

 

                                  崇墉障流 

（二）滑县 

在宋代前期，黄河河患最集中的地方是滑州（今河南滑县旧县城）、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地

段。如 7 图所示。当时黄河下游子孟津以下全有堤防，唯滑县与澶州最为狭隘，是下游河道的窄

段。据宋代记载，两岸堤距 700 米左右，且土质疏松，河岸善溃。所谓“滑州土脉疏，岸善溃”
11。从 10 世纪初到 1120 年代，该河段决口次数几乎占整个下游决口的 1/3 强（见图 6）。例如，

公元 994 年，黄河滑州决口，洪水淹没了曹、单、濮等州后又滞留在梁山周围，将原来的巨野泽

扩大成著名的梁山泊 11。公元 1034 年，决澶州橫陇埽，形成一条橫陇河，因流经当时的京东西路，

被称为京东故道 12。 

 

图 6 公元 655——1127年黄河下游决口统计
14 

从以上记载看，滑县与濮阳河段决口频繁，这在地形分色图(图 7)上可见其成因。滑县西侧紧邻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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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东麓，华北平原整体上是西南高东北低，河水只能向北、向东流溢。分色图表现出的微地貌

差异来看，与上文记载对应：滑县东北方向有向北、向东的河道遗迹，相互交叠，形态曲折。从

卫星影像判读，滑县东北侧遗留决口积扇，地表颜色呈灰黄色，与周围明显不同。积扇呈长 50

公里，宽 20 公里的柳叶形，面积大致 650 平方公里。积扇中部高程为 59 米，紧邻积扇东侧的濮

阳市高程为 50 米，相差高度接近 10 米。 

 

图 7 滑县淤积地形特征图 

 
图 8 滑县决口积扇卫星影像图 

 

5 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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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了基于多空间尺度的历史水系特征研究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地理学中把地理空间

按尺度大小划分为具从高到低等级层次的基本概念，将历史水系在空间上划分为流域大尺度、特

定河流中尺度、流域城镇小尺度三个层次，对大流域内复杂的历史水系特征得以层层递进、有序

地加以研究。  

    流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流域、河流、湖泊、堤坝、城镇等诸多对象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耦

合关系，所以将这些尺度差悬殊的对象统一起来加以研究，对揭示其系统规律是十分重要的。多

空间尺度研究方法将流域内诸多历史现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除聚焦特定研究目标外还可以“跳

出对象看对象”，得以更为清晰准确地掌握研究目标所在系统内在机理。 

笔者使用了数字高程数据、遥感卫星数据、数字电子题图、史料文献等多种数据源，集成在

地理信息系统框架下，其中 DEM 的应用是在满志敏在黄河京东故道研究的基础继续深入，得到更

多的地表高程信息，特别是对于平原地区的微地貌特征，其中蕴藏这历史水系变迁大量有价值的

信息。 

如要能够回答以下问题：历史水系的变迁在哪里发生？为什么会发生？正在如何变化？这些

变化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还需对于不同空间尺度间对象间的内在联系、历史水系与历史城镇的

耦合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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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water system based on multi 

spatial scale---the case of Huang Huai Hai Plain 

Du  Longjiang1 
(1.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Institute,Beiing 100048) 

Abstract:Geography spatial scale divis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using GIS technology in 

Huanghuaihai plain water histor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cales: To study large scale space, a basin 

represented by macro basin, science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key points in scale space; two, the 

specific channel represented by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river. As the study points; three, small scale 

space in urban basi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 and surrounding water system 

as the research poin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 water from the basin level to change water 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try to answer the change of water history where? Why 

does it happen? Is how to change? What might be the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Key words: Water history; multi scale; GIS; Huang Huai Hai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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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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多空间尺度的历史水系特征研究 

—以黄淮海平原为例 

杜龙江 1,2， 

1.水利部防洪减灾抗旱工程技术中心， 北京市 100038； 

2.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100038 

 

摘要 

 

   基于地理学中空间多尺度划分概念，笔者利用 GIS 技

术将黄淮海平原历史水系划分为三个尺度加以研究：一、

流域为代表的大尺度空间，以流域的宏观地学基础为研究

要点；二、具体河道为代表的中尺度空间，以河流故道历

史变化规律为研究要点；三、以流域城镇为代表的小尺度

空间，以城镇与周边水系关系为研究要点。以此来探讨历

史水系从流域层面到被水城市等不同层次的变化特征及

成因，并尝试回答历史水系的变迁在哪里发生？为什么会

发生？正在如何变化？这些变化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关键词 

关键词文字 

历史水系；多空间尺度；GIS；黄淮海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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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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个体模型的河道型水库下游河流鱼类种群动态研究 

韩瑞1，陈求稳2，吴一红1，赵懿珺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100038； 2.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苏省 南京市 210098) 

摘要：水工建筑物的运行改变了河流的水文情势，进而影响下游水生态系统，而鱼类是反映河流水生态系统变化

的重要指示性生物。本研究通过现场鱼类调查以及室内水槽模拟试验，研究了目标鱼类在不同生长期对水环境的

不同适应性，开发了基于个体模式的鱼类种群动态模型，并通过泊松过程处理了计算区域上下游的动边界问题。

通过与二维水环境模型结合，定量分析水流调节对鱼类种群动态的影响。开发的模型应用于漓江下游阳朔附近的

一段复式河道，模拟了青狮潭水库运行对该河段两种优势鱼类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和鲫鱼

（Carassius  aumtus）的种群动态的作用，结果表明水库枯季补水对草鱼有正面影响，对鲫鱼有微弱负面影响，

并为水库优化运行提供了改进措施。 

关键词：水库调度；鱼类种群动态；基于个体模型；漓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河流水生态系统是河流中的生物群落与其河流水环境组成的功能复合系统，近几十年来，河流水

能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对河流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动力学过程造成了严重破坏
[1]
。为了定量评价

水电开发运行的影响程度，通常采用跟踪监测和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河流水生生物生存状况的变化。

由于跟踪监测成本高且周期长，在实验基础上建立数值模型已成为主要研究趋势。鱼类是水生态系统

的重要指示性物种，因此成为了模型模拟的重点
[2]
。 

鱼类模型主要有基于个体模型（individual based）、基于代理模型(agent based) 
[3]
、专家系

统模型
[4]
和结构动态模型

[5]
。基于个体模型在鱼类种群动态模拟中主要从个体水平出发，描述鱼类的

生长、繁殖、死亡、运动、摄食、躲避等，从个体的层面反映出种群的动态变化。与传统的以半经验

空间集总式为主的生态模型相比，基于个体模型在变量、时间域和空间域上以离散为主
[6, 7]

，较好地

解决个体特征的差异性以及个体对环境条件响应的差异性
[8-10]

。 

本研究通过现场鱼类调查和室内水槽模拟试验，重点研究了特征鱼类在不同生长期对水环境的不

同适应性，开发了基于个体的鱼类种群动态模型，并与二维水环境模型进行耦合。通过模拟漓江下游

一段复式河道的两种优势鱼种（草鱼、鲫鱼）在青狮潭水库调节下的种群差异，定量分析了水流调节

对下游鱼类种群动态的影响，从而为优化青狮潭水库生态友好运行提供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水环境模块  本研究建立的耦合模型包括二维水环境模块和基于个体的鱼类模块，目前耦合是单

向的，即水环境模块模拟水流和水质条件，为鱼类模块提供外部输入。影响鱼类动态的水环境因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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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5140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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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要包括水流要素的水深与流速以及水质要素的水温和溶解氧。根据已经完成的目标鱼类对水流

条件的实验结果，目前的模型仅考虑水流条件；在后续的研究中将根据进行中的鱼类对溶解氧和水温

的响应实验，进一步考虑水质要素。 

二维局部河段水流模拟采用基于笛卡尔坐标系的二维浅水方程进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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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为单位面积上的总体进水或取水量(m/s) , H 为水位(m), u, v 为x和y方向上的流速 (m/s), 

υ水平涡流粘滞系数 (m
2
/s), f为柯应力系数, τx, τy底部剪切力 (N/m

2
)。 

2.2 鱼类生长模块  鱼类的生长根据鱼类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划分为：卵(egg)、仔鱼(larva)、稚鱼

(juvenile)、幼鱼(young)、成鱼(adult)、衰老期(aged or senility)[11]。在暂不考虑鱼类个体的

性别、交配、繁殖等因素下，鱼类生长模型可简化为图1。 

 

图 1 鱼类的主要生长期 

鱼类生长包括体重生长和体长生长，研究中采用了基于新陈代谢理论的 Von Bertalanffy 生长方

程： 

  01
k t t

tl L e
 

          (5) 

由于等速生长， 3

t tW al ， 3W al  。所以： 

 0 3(1 )
k t t

tW W e
 

          (6) 

式中t为年龄（天）；lt和Wt为t时的平均体长和体重；L∞和W∞为平均渐进体长(cm)和体重(kg)；k

为生长系数（1/d）；t0为假设的理论生长起点年龄。 

2.3 鱼类对水环境的响应  鱼类对水环境的响应与许多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通过三种方式获得，

其中最普通的一种是在研究河段实施高密度随机捕捞，通过目标鱼类出现的频率和相应的水环境条件，

采用DCA (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es) 或者CCA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es) 建立鱼和

水环境因子的定量关系。第二种方法是在实验室进行水槽实验，通过观测鱼的出现频率和流速、水深、

水温和溶解氧关系，建立 PVD（presence-velocity-depth）和 PTO 曲线。最新的研究方法是通过采用射

频声学标签（Acoustic PIT-Tag）跟踪鱼的活动，建立鱼和水环境的关系[12]。 

鱼类早期生活史 Early life stage 

成鱼 

Adult 

稚鱼 

Juvenile 

幼鱼 

Young 

仔鱼 

Larva 

卵 

egg 

衰老 

Sen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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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草鱼对流速响应曲线的室内水槽实验结果 

图2给出了实验室水槽实验研究草鱼对流速的响应关系结果。实验时在水槽中放入10条成鱼，设

置一系列监测点（图2：上），计量鱼群在各处出现的时间（图2：左下），通过测量各点的流速并进行

平均，将观测点位置替换成相应的流速，出现的时间转换成出现的时间比例，即可获得流速和鱼类出

现频率的关系曲线（图2：右下）。鲫鱼实验类似。 

在鱼对水环境因子的响应中，尤为突出的是处在不同生长期的个体对于外界环境的响应存在显著

的不同。例如，卵在发育阶段受水温、溶氧影响较大，而仔鱼则相对较小。因此，由于所选鱼类对水

环境条件的适应性不同，其在河流中的分布也会出现空间的差异。这种响应差异是可根据现场监测、

模拟实验、渔业经验等分析得出。 

2.4 鱼类运动模型  鱼的运动决定了鱼在河流中的空间分布，所以也是鱼类模拟的重要内容[11]。本研

究中，鱼的运动首先受水环境条件的影响，模型在每个时间步长读取二维水环境模型的计算结果，根

据鱼对水环境因子的响应关系（如图2所示草鱼对流速的响应关系），计算在下一时刻运动至周边九个

网格的概率。由于鱼不能游到岸上，因此处于岸边的鱼就不存在9种可能的运动方向，如图3。 

 
图 3 鱼的基本运动示意图（：鱼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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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同时包含了鱼类其他行为如追捕、逃逸和群聚等。在水环境条件下相似的情况下，鱼类会朝

本类的鱼群靠拢。但是，由于承载能力的限制，在模拟过程中若单位水域所容纳的鱼类数量超过极限

值，鱼将不再向该水域运动，而原先在该水域的部分个体也会由于密度的影响而随机游出。 

任何空间模型都存在计算的边界，在本研究中，河道两侧采用了封闭边界，即鱼不可能游到岸上。

尽管设置的上下游边界人为切断了河流，但实际上鱼类可以游进和游出计算区域，因此模型上下游采

用了开放边界，鱼类的通过采取泊松过程进行描述，参数λ通过现场拉网拦鱼进行估算。分别于 2007

和 2008年平水期，在计算区域上下边界夜间设置渔网 21天，每天 12小时（晚上 7:00至第二天早晨

7:00），通过拦截的两种鱼的数目，采用极大似然法估算λ。游进的鱼随机分布在合适的水域，在边界

附近水环境不适的水域的鱼将优先游出。 

3 研究实例 

3.1 研究区域背景 本研究选择了漓江阳朔的一个河段进行了模型的实例应用。漓江发源于华南第一峰

猫儿山，源头在八角田铁杉林，属珠江流域，是桂江上游的习称，漓江水系如图4所示。漓江水资源在

时间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根据历史观测资料，漓江年均流量为120 m3/s，枯水期平均流量为20 m3/s，

极枯流量仅为8-12 m3/s，最大洪峰流量可达12000 m3/s。根据观测和计算，只有当桂林水文站流量大

于30 m3/s时才能保证水深0.7 m，游船才可以顺利通航至阳朔。为此，在漓江上游兴建了多座大中型水

库，用于灌溉和枯季航道补水。 

水库的运行对下游河道的水文过程产生急剧的调节作用，从而对下游的水环境、河貌以及水生态

系统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为了研究这种累积影响，从而寻求通过优化水库调度改善下游生态环境

的措施，本研究采用了建立的水环境~鱼类耦合模型，模拟水库调节对下游阳朔河段鱼类的影响。本次

选取青狮潭水库下游，靠近阳朔的河道进行研究，河宽 110-143m，河长 650 左右，水力坡降 0.3‰。 

 

图 4 研究区域和重点研究河段（图中所示高程基面为海拔 86.4m） 

3.2 模型参数设置 

3.2.1 水环境参数设置  研究河段水下地形采用声学多普勒水流剖面集成系统River Cat进行测量，如

图4。对水流进行数值计算时采用交替方向迭代法（ADI），计算网格数量为201×20，为了保障计算稳

定，网格大小根据网格间的正交性有所调整，通过优化使得Crant数接近于8，水流模拟的边界条件采

用阳朔水文站的历史测量数据，其中上游边界采用日均流量数据，下游边界采用日均水位数据。模型

的初始条件以冷启动的形式给出，即全场两个流速分量给定为零，如（4）所示；同时给出初始水位值，

要求高于最大底部高程以完全淹没计算区域。 

( , ) ( , )u x y v x y 0            (7)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初始条件的影响逐渐可以忽略，模型的结果作为正式模拟时的热启



 

 

56 
 

动文件。模拟的时间步长为12s，输出数据采用日均值以便与鱼类模块的时间步长一致。水动力模块针

对不同的典型水文年进行了模拟，包括1979年（建库前的枯水年）、2004年（建库后的枯水年）、2004

年天然径流（假设没有水库调节）的水环境情况。 

3.2.2 鱼类模型参数设置  模型选取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和鲫鱼（Carassius  aumtus）

作为模拟对象，其中草鱼为漓江中分布最广的一种鱼类，鲫鱼是漓江中的一种重要的经济鱼类。两种

鱼对水环境因子的响应由室内模拟和相关文献资料[11]综合获取，其体长体重曲线（图5）通过2007和

2008年两次调查数据获得，模型具体参数见表1。模型的时间步长为1天，在每个时间步长，鱼类种群

动态模块从水环境模块读取流速和水位数据。 

 

图 5 鱼类体长－体重曲线（左：草鱼的曲线；右：鲫鱼的曲线） 

表1 模型模拟鱼类参数列表 

 草鱼（grass carp） 鲫鱼（crucian carp） 备注 

生 

命 

周 

期 

及 

其 

时 

间 

尺 

度 

胚胎（day） 1-2 2.625-3.125  

仔鱼（day） 3-4 6  

稚鱼（day） 30 30  

幼鱼（year） 1-2 2 

成鱼（year） 3.8 6  

衰老期（year） 7-8 7  

生 

长 

方 

程 

体长（cm）   00.31
87.2 1

t t

tL e
 

     00.16
25.8 1

t t

tL e
 

   
参考东江鱼类生

长参数[11] 

体重（g）   0

3
0.31

14489.2 1
t t

tW e
 

     0

3
0.16

687.7 1
t t

tW e
 

   

适宜水深

（m） 

胚胎 — — 不发生相对运动
[11] 仔鱼 — — 

稚鱼 0.7-1.2 0.7-1.2  

幼鱼 1.2-2.5 1.2-2.5 参考文献[12] 

成鱼 2.0-2.5 2.0-2.5  

衰老期 1.8-2.2 1.8-2.2  

适宜流速（m/s） 0.07-0.12, 0.16-0.24 0.06-0.20 α-cut 

(α=0.1) 

y = 0.012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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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不同于水生植物或底栖生物，它具有自发的游动性，因此很难准确确定一个时刻或一段时间

范围内通过某个河段的鱼类种群和数量，且鱼类的分布还要受到产卵场、越冬场、饵料场等的影响，

这些都使得掌握鱼类在河流中的真实分布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本模型的目的是定量研究水库运行引

起的水环境变化对鱼类种群的影响，因此研究中主要是看种群的变化，而绝对值并不是关键。相应地，

模型的初始条件是在研究河段中随机分布一定数量的鱼类（表 2）。模型的上、下游边界条件采用泊松

过程处理，参数 λ 值根据经验给定（表 2）。正确估计鱼类种群密度 K 并非易事，它受到很多因子的

牵制，特别是采样的随机性、假设条件的可能性以及针对不同情况、不同种类所选方法的可靠性[11]。

模型以广西淡水渔业的基本情况作为参考[13]，从 35 年来的统计情况，按浮游植物推算初级生产力较

好年份每亩水面平均鱼类资源 29.25kg，即 43.66g/m
2
。在模型中，以草鱼平均成鱼体重换算为 4 条/

单位水域，鲫鱼为 34条/单位水域（水力计算模型的单位水域面积约为 128.92m
2
）。 

表2 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仔鱼 

Larva 

稚鱼 

Juvenile 

幼鱼 

Young 

成鱼 

Adult 

老龄鱼 

Senility 

λ K* 

草鱼 Grass carp (条) 100 100 100 100 100 1 4 

鲫鱼 Crucian carp (条) 900 800 800 800 800 4 34 

*参考广西淡水渔业参数[13-14] 

3.3 模型结果 图6-8 给出了三种情景某时刻的模拟结果。虽然在初始状态两种目标鱼类在河流中随机

分布，模拟一段时间后，处于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两种鱼类根据各自对水环境的选择游动至适宜自

身生长的区域。随着模拟时间的延长，模型较为明显的反映了鱼类群居的生活习性，各种鱼群对栖息

地的选择性越发明显。此外，可以看出鲫鱼的群集特征更为显著。 

 
图 6 模拟的建库前 1979年 t=170天时鱼类种群状态（白色点代表“草鱼”，绿色点代表“鲫鱼”；点越大表示聚集的个体越多。图 7-8表示

方式相同） 

 
图 7 模拟的建库后 2004年水库调节下某时刻鱼类种群状态(t=17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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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模拟的建库后 2004 年天然径流下某时刻鱼类种群状态(t=170 天) 

瞬时效果图比较直观地反映了生物个体的分布、运动趋势以及总体的生物数量变化等，为了定量

分析水流调节对鱼类的影响，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模拟的种群量和生物量的变化。图9-10 给出了模拟

的三种情景的两种鱼类的种群量和生物量动态。 

  
图 9 1979和 2004 年水流调节下鱼类种群量（左）和生物量（右）比较 

  

图 10 2004年有调节和无调节情况下鱼类种群量(左)和生物量（右）比较 

模拟初期种群量的突然上升是因为大量的仔鱼发展成为稚鱼，这个过程只是很短的几天，而模型

中种群量的统计是从稚鱼开始的。但是生物量却没有相应的快速上升，因为稚鱼个体的体重很小，其

种群量的增加对总生物量影响不大。 

从图 9 可以看出，及时初始条件完全一样，2004 年无水流调节下两种鱼类的种群量和生物量都

高于 1979 年，尤其是草鱼。这种差异在 6 月份以后更为明显。在完全不考虑捕捞等人为影响下，这

些差异主要是由不同的水文情势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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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0 看出，在有水库补水条件下，草鱼的种群量和生物量都高于没有补水调节情况。这表明

枯季水库补水对于草鱼有正面的影响，这种正面影响主要来自枯季补水增加了水面面积和水深，而个

体较大的草鱼比鲫鱼要求更大的水面面积和水深。对于鲫鱼来说，枯季补水带来了微弱的负面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 4 月初至 5 月底，水流调节对草鱼也有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图 10）。这可

能是因为水库的泄水水温较低，且流速相应有所增加，这些因素影响了仔鱼生长成为稚鱼和幼鱼。因

此，这个期间水库的运行需要作出调整。 

4 结论 

基于个体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生物个体的差异性和局部相互作用问题，在种群动态模拟中具有一定

优势。本研究围绕水库运行造成的水环境条件变化对河流水生态系统的影响，选择鱼类种群动态作为

对象，开发了水环境－鱼类耦合模型。根据实地调查和室内实验，研究了目标鱼类对水深和流速的响

应关系（对水温、溶解氧、悬浮质的响应关系实验正在进行），并且考虑了鱼类不同生长期以及聚群、

竞争等行为的影响。 

通过在漓江阳朔河段的应用，发现虽然模拟结果和渔业调查结果在绝对值上存在差异，但是在空

间分布趋势以及出现比例方面比较接近。水库丰水期的调蓄降低了鱼类在高水位时进入边滩从而在退

水时搁浅的风险；枯季补水能够增加水域面积和水深从而改善草鱼等非洄游性鱼类的生境，但对鲫鱼

的影响很小。但是在 4－5 月，水库的运行对鱼类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进行调整。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影响鱼类动态的因素很多，但是对于特定的系统通常只有几个因子起关键作用，

这对于模型概化非常重要。下一步的研究，在水环境方面，水文情势的剧烈变化往往会影响泥沙的冲

淤平衡，从而导致河貌的演变，尤其是对于冲积型河床，而水下微地形的变化对鱼类生境有重要影响，

需要进行考虑；在鱼类模型方面，将加入水温、溶解氧和悬浮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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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based Modelling of Fish Population Dynamics in the Downstream 

of the River Regulated by Channel Reservoir  

HAN Rui1，CHEN Qiuwen2，WU Yihong1，ZHAO Yijun1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2.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he operations of hydraulic structures dramatically altered the hydrological regime in the 

downstream, causing serious impacts on the aquatic ecosystem, and fish population dynamic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effect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response of the studied fish to the changes of flow 

conditions through field sampling and lab laboratory flume experiments, and developed an individual-based 

fish model. The Poisson process was used for the up- and downstream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 model. 

After the integration with a two-dimensional water quality model, it was capable of quantitativel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flow regulations on fish dynamics. The developed model was applied to a compound channel 

of the Lijiang River, where the flow has been largely modified by the upstream Qingshitan Reservoir. Two 

dominant species that were grass carp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and crucian carp (Carassius auratus) were 

modeled.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recharge of water in dry season has positive effect on grass carp, and minor 

negative effect on crucian carp. In addition, the reservoir operations during April and May should be 

improved for ecological concern. 

Key words: reservoir operation; fish population dynamics; individual based fish module; Lijiang River 

  



 

 

6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基于个体模型的河道型水库下游河流鱼类种群动态研究 

 

韩瑞 1，陈求稳 2，吴一红 1，赵懿珺 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100038 

2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苏省 南京市 210098 

 

摘要 

 

水工建筑物的运行改变了河流的水文情势，进而影响下游水

生态系统，而鱼类是反映河流水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指示性

生物。本研究通过现场鱼类调查以及室内水槽模拟试验，研

究了目标鱼类在不同生长期对水环境的不同适应性，开发了

基于个体模式的鱼类种群动态模型，并通过泊松过程处理了

计算区域上下游的动边界问题。通过与二维水环境模型结合，

定量分析水流调节对鱼类种群动态的影响。开发的模型应用

于漓江下游阳朔附近的一段复式河道，模拟了青狮潭水库运

行对该河段两种优势鱼类草鱼和鲫鱼的种群动态的作用，结

果表明水库枯季补水对草鱼有正面影响，对鲫鱼有微弱负面

影响，并为水库优化运行提供了改进措施。 

关键词 

水库调度；鱼类种群动态；基于个体模式模型；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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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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出滚圆法制备Mg-Fe-Ce复合氧化物颗粒除氟性能研究 

邬晓梅1,2，胡孟1,2，李晓琴1,2，董长娟1,2，贾燕南1,2，廖丽莎3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北京，100048;2.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0048；3.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科研技术处，北京，100048) 

摘要：研究除氟效率高、经济实用的颗粒态吸附材料对解决我国分布广泛的高氟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挤出

滚圆法研究制备了颗粒态Mg-Fe-Ce复合氧化物（GMFC），评价了静态和动态吸附除氟性能，并进行了表面性能表

征。结果表明，粒径为1.6 mm的GMFC颗粒具有较好的除氟吸附性能和较高的压缩破坏强度；对氟的吸附过程符合

准二级反应动力学方程，吸附速率受膜扩散和内扩散共同控制;在pH 7.0 条件下，GMFC颗粒对氟的饱和吸附容量

达到90 mg/g； SV=1 h-1条件下，动态实验出水穿透(1mg/L)时对氟的累积吸附量达到9.8 mg/g，显著高于传统吸

附剂活性氧化铝及文献报道的其他吸附剂，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Mg-Fe-Ce复合氧化物，颗粒，除氟，吸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氟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之一，但长期过量摄入会导致氟斑牙、氟骨症等。饮用水除氟方法主要

有吸附法、膜法、混凝沉淀法等，其中以吸附法研究和应用最多。但传统的除氟吸附材料活性氧化

铝、活化沸石等由于吸附容量低、适用pH偏酸性等问题，限制了其应用[1]；而多数新型除氟材料仅

处于实验研究阶段，为粉末态，不能直接应用在工程中，需要制备成颗粒，使其可以应用于固定床

吸附操作。 

理想的除氟吸附剂颗粒应具有适当的粒径、较高的表面吸附特性，使氟离子可以扩散进入颗粒

内部，保证颗粒表面和内部的活性位都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机械强度，以保证固

定床操作的稳定性和回收再生。目前，常用的颗粒化方法有浸渍负载法、压缩挤出法和挤出滚圆法

等，其中挤出滚圆法是药品和催化剂生产等行业的应用最广泛的颗粒化方法，具有活性组分含量高，

易工业化生产的优点。 

项目组前期研究的粉末态高效除氟吸附剂Mg-Fe-Ce复合氧化物（MFC），在中性条件下最大吸附

容量达204 mg/g[2]。为进一步推进吸附材料的实用化研究，本文采用挤出滚圆法制备了颗粒态Mg-Fe-Ce

复合氧化物（GMFC），优选了颗粒粒径，比较了成型前后吸附剂形态、比表面积及物相结构等，对

GMFC静态和动态吸附除氟性能进行了系统评价。 

2 实验材料及方法 

2.1 材料与仪器  实验中所用到的NaF等试剂均为分析纯。颗粒由E-25挤出机与MiniS滚圆机制备，颗

粒强度由KC-1A型颗粒强度测定仪测定。pH值测量用的是HM-14P型pH计，氟离子浓度由IM-40S型氟离

子选择性电极分析得到。 

2.2 颗粒吸附剂制备 将氯化镁、硫酸亚铁和硫酸高铈等按一定比例配制成混合溶液，控制反应条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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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解、陈化，将得到的沉淀洗涤、干燥、焙烧和研磨，制得Mg-Fe-Ce吸附剂粉末[2]。将制

备好的Mg-Fe-Ce吸附剂粉末与作为粘结剂的改性聚乙稀醇 (PVA) 按不同比例混合，混合均匀

的湿物料使用挤出机通过不同孔径模具挤出后滚圆，65oC烘干备用。 

2.3 材料表征  吸附剂的比表面积与孔结构的测定使用比表面/孔结构测定仪 (TriStar II 3020)，采用氮

气 (N2) 吸附-脱附法测定。红外测试使用红外光谱测定仪 (Nicolet 750)。吸附剂物相分析采用X-射线衍

射分析仪进行分析，使用MDI Jade 5.0及Win PCDPF进行衍射谱图的检索。 

2.4 静态吸附实验  吸附动力学实验：在1.5L烧杯体系内，分别配制1L初始氟离子浓度为10 mg/L，20 

mg/L的氟化钠溶液，颗粒吸附剂投加量为2 g/L，pH调节为7±0.3。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取样测定氟离子

浓度。 

吸附等温实验：分别配制100 mL初始氟浓度为10～500 mg/L的氟化钠溶液，将其倒入250mL锥形

瓶中，颗粒吸附剂投加量为2 g/L，pH调节为7.0±0.3，置于恒温振荡培养箱中，设定温度为25℃，转速

为120rpm，振荡24h后进行氟离子浓度测定。 

2.5 动态吸附实验  有机玻璃柱中装填颗粒吸附剂20mL，先用蒸馏水润湿，用去离子水配制的5mg/L

氟溶液以空间流速（SV）分别为1、5、10 h-1过柱，通水方式采用上进下出，吸附过程连续运行，一定

时间间隔取样，测定不同出水体积的氟浓度。 

3  结果与讨论  

3.1 GMFC粒径的优化 颗粒粒径影响颗粒强度和吸附过程氟离子向颗粒内部的扩散，因此其是颗粒成

型方法优化中的关键参数之一，对成型后颗粒的吸附量有显著影响。 

不同粒径的GMFC吸附量和压缩破坏强度见图1，随着直径从1.2 mm增加到1.8 mm，GMFC压缩破

坏强度增大而吸附量随之减小，干态压缩破坏强度由16.5 N增大到21.5 N，相反的对氟吸附容量从23.3 

mg/g减少到12.8 mg/g。综合考虑吸附性能、强度和制备过程难度，优选颗粒直径为1.6 mm。 

 

图 1 不同粒径的 GMFC颗粒吸附性能与压缩破坏强度 

将粒径1.6mm的GMFC与常用的活性氧化铝成品日本KHD和山东AA（山东氧化铝厂产）比较了吸附

除氟性能，结果列于表1。由结果可知，GMFC与日本KHD及山东AA相比，具有较好的除氟优势。 

表 1 不同颗粒吸附剂对氟的去除结果比较 

颗粒名称 
初始氟浓度 

(mg/L) 

吸附平衡后氟浓度 

(mg/L) 

平衡吸附量 

(mg/g) 

去除率 

(%) 

GMFC-1.6 10 0.20 5.12 99.8% 

山东 AA 10 7.89 0.98 21.2% 

日本 KHD 10 7.30 1.27 27.0% 

3.2 GMFC表征结果分析  Mg-Fe-Ce粉末吸附剂经挤出滚圆法成型后为大小较均匀的球状颗粒GMFC，如

图2（２）所示。结合XRD结果进行物相分析，如图3所示，成型后颗粒吸附剂与粉末吸附剂结构变化

不大，在2theta角20o至40o间出现的少许尖锐的衍射峰，可能是由于添加了的粘结剂造成的，总体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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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粉末态条件下的无定形结构，具有过剩表面自由能和表面活性羟基。但从比表面积和孔体积测试

结果来看，GMFC颗粒比表面积为36 m2/g，较粉末态吸附剂88 m2/g的比表面积有显著降低，而孔体积

也从0.089 mL/g降低至0.046 mL/g，这都可能影响对氟的吸附性能。 

    

                    （1）                                        （2） 

图 2 MFC 粉末（1）和 GMFC 颗粒（2）照片 

 

图 3 MFC 粉末与 GMFC 颗粒的 XRD图 

3.3 GMFC除氟吸附动力学 在氟初始浓度分别为5 mg/L和10 mg/L条件下，GMFC对氟吸附的时间变化曲

线如图4所示。对氟的吸附速率在反应刚开始的4 h时内较快，以后逐步减缓。初始氟浓度为5 mg/L和

10 mg/L的体系约在6 h后基本达到平衡。 

采用准一级动力学及准二级动力学速率方程对吸附过程进行拟合，结果见表2。由结果可见，与

准一级动力学速率方程相比，准二级动力学速率方程(R2>0.95) 能够更好地描述GMFC吸附剂对氟的吸

附动力学过程，拟合结果见图5，与MFC粉末吸附剂一致[2]。 

 
图 4 GMFC 除氟吸附动力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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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氟浓度下 GMFC吸附动力学准二级反应动力学拟合曲线 

表2  GMFC动力学模型拟合得到的动力学参数 

序号. 初始氟浓度 mg/L 
平衡吸附量

mg/g 

准一级反应动力学 准二级反应动力学 

k1
 R2 k2

 R2 

1 5 2.0 0.0014 0.968 0.007 0.957 

2 10 5.2 0.0027 0.822 0.016 0.978 

溶液中固液吸附过程通常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附质从液相主体经颗粒表面的一层假想的

流体介膜扩散至颗粒外表面，即膜扩散阶段；第二阶段是吸附质从颗粒外表面进入颗粒内孔中向颗

粒内吸附位扩散，即内扩散阶段；第三阶段是吸附质在吸附位点被吸附剂吸附，即吸附反应阶段[3]。

其中吸附反应阶段的速率最快，通常膜扩散或内扩散可能是吸附过程的速率控制步骤。为确定 GMFC

颗粒对氟吸附的速率控制步骤，采用 Weber and Morris 模型对动力学数据进行分析。 

                   Qt= Kpt1/2+C                              （1） 

   其中，Kp (mg/(g·min0.5)) 为颗粒内扩散速率常数，t (min) 代表平衡时间，截距 C 则反映边界层

效应。 

 

图 6 不同氟浓度下 GMFC动力学内扩散拟合曲线 

由图 6 可以看出，在开始反应的 6 h 内，使用 Weber and Morris 模型拟合得到直线，其相关系数

较好，分别为 0.96 和 0.93，说明在初始阶段反应速率主要是由颗粒内扩散控制。随时间延长，吸附

过程进入第二阶段，此时溶液中剩余氟浓度较反应开始时显著降低，浓度差对扩散的推动力减小，

随着颗粒内吸附量的增加，扩散阻力增加，颗粒内扩散速率减慢，膜扩散对吸附过程的影响增大。

因此，颗粒内扩散过程并不是整个过程中唯一的反应速率控制因素，不同阶段控制吸附速率的步骤

不同，吸附速率总体由膜扩散和内扩散两者共同控制。 

3.4 吸附等温线  图 7 是在 pH 7.0 条件下的氟吸附等温线，用一位和两位-Langmuir 等温线模型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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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其拟合结果列于表 3。两位-Langmuir 等温线是对经典一位-Langmuir 等温线的修正，用来描述存

在两种不同活性位时的等温线。从图 7 和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两位-Langmuir 等温线模型拟合效果好

于一位-Langmuir 等温线模型，说明在吸附剂表面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结合能的活性位，这与粉末吸附剂

的结果一致。两位-Langmuir 等温线模型计算得到的 GMFC 颗粒在 pH 7.0 时最大吸附容量为 90mg/g，

虽由于吸附剂成型后颗粒吸附剂的孔结构和比表面积降低，较 MFC 粉末吸附容量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对比文献报道的传统吸附剂活性氧化铝（Qmax 16 mg/g)、活化沸石（Qmax  28 mg/g )等还是有很大优

势[1,4]。 

 
图 7 GMFC 除氟吸附等温线（pH=7.0) 

表3 GMFC吸附等温线拟合结果 

一位 Langmuir 模型 两位 Langmuir 模型 

Qmax 

(mg/g) 

b 

(L /mg) 
R2 

Q1 

(mg/g) 

Q2 

(mg/g) 

Qmax= Q1+ Q2 

(mg/g) 

b1 

(L /mg) 

b2 

(L /mg) 
R2 

79 0.02 0.97 15 75 90 0.59 0.007 0.998 

3.5 GMFC动态吸附 固定床操作过程中空间流速 (SV)是关键参数，不同 SV 下固定床吸附的穿透曲线可

以表征吸附剂在实际应用中的吸附性能。 

考虑 GMFC 颗粒对氟的吸附过程为羟基交换的选择性吸附，选用相对较低的空间流速 SV，分别为

1、5 和 10 h-1。GMFC 的柱吸附实验评价结果见图 8，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规

定饮用水中氟浓度的限值，以出水氟浓度 1 mg /L 为穿透标准。由图 8 可知，SV＝10h-1时，GMFC 穿

透时的处理水量是 820BV，累积吸附量 5.2mg/g；SV＝5h-1时，GMFC 穿透时的处理水量是 1160BV，累

积吸附量 7.4mg/g；SV＝1h-1 时，GMFC 穿透时的处理水量是 1578BV，累积吸附量 9.8mg/g。与活性氧

化铝及其他研究报道的颗粒除氟吸附剂穿透时累积吸附量相比，如活性氧化铝 0.8-1.0 mg/g 之间[5]，负

载锰氧化物的活性氧化铝 1.67mg/g[6]、锆铁颗粒 0.66 mg/g [7]，GMFC 颗粒具有明显优势。不同 SV 下的

3 条穿透曲线在 1.0 mg/L 的穿透浓度时，处理水的体积与 SV 的大小成反比的，但小的 SV 意味着长的

接触时间，同样的处理水量需要更多的吸附剂，在工程应用中可根据实际条件进行选择。在达到 1.0 

mg/L 的穿透浓度后，继续运行，GMFC 吸附剂穿透曲线并未迅速上升，显示其对氟仍有明显去除效果。

在实际固定床操作中可以使用两个或多柱串联，充分利用材料吸附容量，降低使用成本和更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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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 SV 下 GMFC 颗粒对氟吸附穿透曲线 

4  结论 

（1）利用挤出滚圆法成功地制备了球状 GMFC 颗粒，确定了最优粒径为 1.6mm，XRD 表征结果说

明粘结剂的加入对材料无定形结构和表面活性羟基基本无影响，而比表面积和孔容的显著降低是影响

GMFC 颗粒除氟吸附性能的重要因素。 

（2）GMFC 颗粒对氟的吸附过程符合准二级反应动力学方程，不同阶段控制吸附速率的步骤不同，

吸附速率总体由膜扩散和内扩散两者共同控制，而反应初期以内扩散为主。 

（3）氟吸附等温线符合两位 Langmuir 等温吸附模型，pH7.0 时 GMFC 颗粒最大吸附容量为 90 mg/g，

显著高于传统吸附剂活性氧化铝等，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4）动态实验结果表明本研究制备的 GMFC 颗粒具有高的氟吸附容量和适用性，较小的 SV 具有

更高的累积吸附容量，在工程应用中可根据实际条件综合考虑选择不同 SV，在条件允许时应选择

SV=1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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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luoridation performance of granular Mg-Fe-Ce trimetal oxide adsorbent 

by extrusion-spheronization method 

Wu Xiaomei1,2，Hu Meng1,2，Li Xiaoqin1,2，Dong Changjuan1,2，Jia Yannan1,2，Liao Lisha3 
(1.Department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ng 

100048，China； 2. National Center for efficient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Beijng 100048，China；3. Division of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ng 100048，China) 

Abstract: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a novel granular fluoride adsorbent with high fluoride removal 

performance, owing to the wide distribution of high concentration fluoride groundwater in China. The 

Mg-Fe-Ce trimetal oxide powder was granulated by extrusion-spheronization method. The defluoridation 

performances of granular Mg-Fe-Ce trimetal oxide (GMFC) were evaluated by characterization, batch and 

column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granule diameter of GMFC was 1.6 mm, which 

had high adsorption capaicty and compress strength.The adsorption processes were well fitted by the 

pseudo-second order kinetic equation and The film diffusion and intrapaticle diffusion were rate-determining 

step . The maximum fluorid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GMFC was 90 mg/g at pH 7.0. In column studies, the 

accumulated fluorid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GMFC was 9.8 mg/g at SV=1 h-1 ,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activated alumina and other reported grannular adsorbents. All the abov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MFC 

exhibited an attractice apllication persperctive in fluoride removal.  

Key words: Mg-Fe-Ce trimetal oxide; granule; defluoridation; 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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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出滚圆法制备 Mg-Fe-Ce 复合氧化物颗粒除氟性能研究  

邬晓梅 1,2，胡孟 1,2，李晓琴 1,2，董长娟 1,2，贾燕南 1,2，廖丽莎 3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北京，100048; 

2 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0048 

3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研计划处，北京，100048 

 

摘要 

研究除氟效率高、经济实用的颗粒态吸附材料对解决我国分

布广泛的高氟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挤出滚圆法研制了

颗粒态 Mg-Fe-Ce 复合氧化物（GMFC），评价了静态和动态

吸附除氟性能，并进行了表面性能表征。结果表明，粒径为

1.6 mm 的 GMFC 颗粒具有较好的除氟吸附性能和较高的压

缩破坏强度；对氟的吸附过程符合准二级反应动力学方程，

吸附速率受膜扩散和内扩散共同控制;在 pH 7.0 条件下，

GMFC 颗粒对氟的饱和吸附容量达到 90 mg/g； SV=1 h-1 条

件下，动态实验出水穿透(1mg/L)时对氟的累积吸附量达到 9.8 

mg/g，显著高于传统吸附剂活性氧化铝及文献报道的其他吸

附剂，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Mg-Fe-Ce 复合氧化物，颗粒，除氟，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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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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乌素沙地南缘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生物结皮发育特征（第一页缺

作者简介） 

吴永胜，尹瑞平，田秀民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工程之后，植物定植沙丘表面广泛发育了生物结皮。丰富不同类型人工植被与生物结

皮发育特征之间的关系对受损荒漠系统的生态修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采用野外调查的方法，对毛乌素沙地南

缘沙区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羊柴、小叶杨、沙柳＋羊柴、紫穗槐和沙地柏）生物结皮厚度、抗剪强度、总盖度

以及分盖度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生物结皮发育特征表现出较大差异，小叶杨样地生物结

皮厚度、抗剪强度和总盖度均显著高于其它类型人工植被区（p<0.05），羊柴、沙柳＋羊柴样地生物结皮的盖度

较低。分盖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小叶杨样地生物结皮以藓类结皮为主，其余样地则以藻类结皮为主。生物结皮盖

度随植被盖度的增加而减少，随表层（0~5 cm）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加。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小叶杨的建植有

利于生物结皮的扩殖，沙柳行带间栽植羊柴则不利于生物结皮的发育。  

关键词：生物结皮；人工植被；毛乌素沙地；环境因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我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尤以沙漠化危害最为严重[1]。随着 “三北”防

护林等系列国家重点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的实施，沙区植被盖度显著提高，流沙被固定的同时沙丘表面

广泛发育了生物结皮[2,3]。了解不同类型人工植被与生物结皮发育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防沙治沙和

受损系统的生态修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生物结皮作为荒漠生态系统重要的地表景观，其形成以植被定植和地表稳定为前提，其发育过程

与维管束植物演替和植物配置方式密切相关[4-6]。腾格里沙漠沙坡头地区生物结皮发育特征的研究结果

显示，在人工植被的演替过程中，生物结皮的发育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发育特征存在着清楚的

时间序列[5,7]。黄土丘陵区植被和生物结皮分布格局的研究结果表明，生物结皮与维管束植物呈镶嵌分

布的格局，在250—350 mm 降雨量带生物结皮的平均盖度显著高于350—500 mm降雨量带，即生物结

皮的盖度与维管束植物盖度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其盖度随降雨量和植被盖度的增加呈减少的趋势
[8]。在坡面尺度上生物结皮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其分布对地形、土壤和植物群落类

型具有较强的选择性，与黄土相比，生物结皮则更偏向于生长在较湿润的沙生植被群落当中[9,10]。显

然，在土壤类型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植被群落结构的差异对生物结皮的形成和发育产生重要的影响。然

而，目前尚不清楚不同的植被类型与生物结皮发育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致使对沙区现有人工植被的

恢复效益缺乏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评价。为此，本文选择毛乌素沙地南缘沙区不同类型的人工植被，

调查地表植被特征和生物结皮发育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不同类型人工植被与生物结皮发育特征之间的关

系，旨在为防沙治沙和沙漠化治理等植物防护措施的优化提供相关参考。 

2 研究区域概况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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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区  人工植被区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海则滩乡，是鄂尔多斯高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

地区，地理坐标108°50′54″~108°58′00″E，37°38′42″~37°42′42″N，海拔1350 m，属半干旱气候。年平均

降水量394.7 mm，降水集中在夏、秋两季，降水变率大，最大降水量达744.6 mm（1964年），最小降

水量仅205 mm（1965年）；多年平均蒸发量为2484.5 mm，为多年平均降水量的6.32倍。研究区地貌

景观以流动、半固定、固定沙丘与湖盆滩地相间。沙丘沉积物机械组成以细沙为主[11]。研究区属暖温

性草原带，主要天然植物有油蒿(Artemisia ordosica)、沙米（Agriophylium squarrosum）、软毛虫实

（Corispermum puberulum）、沙竹（Psammochloa villosa）等。随着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

沙丘表面种植了大面积的人工植被，主要有小叶杨（Populus simonii）、沙柳（Salix psammophila）、

羊柴（Hedysarum mongdicum）、紫穗槐（Amorpha fruticosa）和沙地柏（Sabina vulgaris）等。 

2.2 方法  在研究区分别选择羊柴、小叶杨、沙柳+羊柴（以下简称沙柳）、紫穗槐和沙地柏样地（基

本情况见表1），调查植被和生物结皮发育特征。选择样地时尽量选取地形起伏较小的样地，以减少微

地形差异对生物结皮发育的影响。植被调查采用样方调查法，即在每一种植被类型区随机设置12个5 

m×5 m的样方，乔木样地随机设置12个10 m×10 m的样方，记录植被盖度、种类组成和数量，5种植被

类型区共获得60个样方数据。样方调查时每两个样方之间的水平距离保证至少50 m。在每个植被样方

内随机设置1~2个1 m×1 m 的小样方，分别测定生物结皮厚度、抗剪强度、盖度以及表层土壤（0~5 cm）

体积含水量。每种植被类型共获得生物结皮发育特征和表土含水量的数据共20组，5种植被类型共获

得数据100组。生物结皮厚度和抗剪强度分别用游标卡尺和袖珍土壤剪力测量仪（荷兰Eijkelamp公司）

直接测定。生物结皮盖度及分盖度的测定采用点针法[7]。表土含水量的测定采用ML3便携式土壤水分

速测仪。 

表1  人工植被区基本特征 

样地 
种植 

年限 

植被盖度 

（%） 

行距×株距 

（m） 

植物高度 

（m） 
其它植物 表土含水量（%） 

羊柴 2007  42.9±2.1 a 2×1 0.6~0.8 紫菀、碱蒿、草木樨状黄芪 1.6±0.1 b 

小叶杨 1976 24.8±1.6 b 10×2 2~7 紫菀、草木樨状黄芪 2.2±0.2 a 

沙柳* 1976 43.0±2.8 a 3×2 2~2.5 羊柴、碱蒿、草木樨状黄芪 1.6±0.1 b 

紫穗槐 1998 26.5±1.5 b 4×2 0.8~1.2 紫菀、碱蒿 1.4±0.1 b 

沙地柏 2008 26.8±1.8 b 3×2 0.5~0.8 无 1.7±0.1 b 

*沙柳行带间种植了羊柴；表中数字为平均值±标准误（植被盖度n=12，含水量n=20）；同一列不同的小写字母代表不同类型人工植被之间差异

显著（p<0.05）；紫菀（Aster tataricus），碱蒿（Artemisia anethifolia），草木樨状黄芪（Astragalus melilotoides） 

 

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植被盖度、表土含水量以及生物结皮发育特征之间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方法（α=0.05）。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物结皮厚度和抗剪强度变化  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生物结皮厚度有差异（图1 a）。小叶杨样地

生物结皮最厚，羊柴样地生物结皮最薄，沙柳、紫穗槐和沙地柏样地生物结皮厚度介于上述两个样地

之间。小叶杨样地生物结皮厚度显著高于其它类型人工植被区（p<0.05），沙柳样地生物结皮厚度显

著高于羊柴样地（p<0.05），与紫穗槐和沙地柏样地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类型人工植被

区生物结皮的抗剪强度有差异（图1 b）。小叶杨样地生物结皮抗剪强度最高，显著高于其它类型人工

植被区（p<0.05）。紫穗槐样地生物结皮抗剪强度显著高于羊柴样地（p<0.05），但与沙柳和沙地柏

样地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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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结皮厚度(a)和抗剪强度(b)变化 

3.2 生物结皮盖度变化  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生物结皮总盖度有差异（图2 a）。小叶杨样地生物结皮

的总盖度最高，沙柳样地生物结皮的总盖度最低，羊柴、紫穗槐和沙地柏样地生物结皮总盖度介于上

述两个样地之间。小叶杨和紫穗槐样地生物结皮总盖度显著高于沙柳样地（p<0.05）；结皮分盖度的

调查结果表明，沙地柏和紫穗槐样地藻类结皮盖度显著高于沙柳样地（p<0.05），小叶杨样地藓类结

皮盖度显著高于其它类型人工植被区（p<0.05）（图2 b和c）；小叶杨样地生物结皮以藓类结皮为主，

紫穗槐和沙地柏样地则以藻类结皮为主（图2 d）。 

 

 

图 2  生物结皮总盖度(a)、藻类盖度(b)、藓类盖度(c)和相对盖度(d) 

3.3 生物结皮盖度与植被盖度和表土含水量之间的关系  生物结皮盖度与植被盖度之间的分析结果表

明（图3 a），生物结皮盖度随植被盖度的增加呈减少的趋势。植被盖度低于30%时，生物结皮得到较

好发育；当植被盖度超过40%时生物结皮的发育和分布不及前者（表1和图1、2）。结皮分盖度与植被

盖度之间的分析结果表明，藻类结皮盖度与植被盖度呈正相关关系，藓类结皮盖度与植被盖度之间存

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即随着地表植被盖度的增加藓类结皮盖度呈减少趋势（图3 b和c）。生物结皮盖

度与表土（0~5 cm）含水量之间的分析结果表明，生物结皮盖度随表土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加，说明表

层土壤水分是影响生物结皮发育和分布的重要环境因子（图3 d）。藻类结皮和藓类结皮的分布与表层

土壤含水量呈正相关关系，且藓类结皮盖度对土壤水分变化更加敏感（图3 e和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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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物结皮盖度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 

4 结论 

截止到 2011 年底，我国沙化土地面积为 173.11 万 km2。经过几十年的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沙

化土地发展趋势整体得到遏制，但局部恶化趋势依然很严峻[1]。长期以来，种植人工植被是退化生态

系统恢复重建的最主要措施之一[5,12]。种植人工植被不仅能提高退化土壤的生物活性、增加土壤养分、

改善土壤的理化属性和土壤环境，而且植被种植 3~5 年后地表开始出现生物结皮[5,9]。腾格里沙漠沙坡

头地区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植被建植 50 年以后，地表藓类结皮盖度普遍能够达到 40~60%，水热条

件相对好的低洼地区藓类结皮盖度能达到 80%以上，随着固沙植被的演替，生物结皮的发育表现出较

明显的演替序列[5,7]。我们在毛乌素沙地南缘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生物结皮的调查结果表明，人工植被

的建植有利于生物结皮的发育，流沙被植物固定后沙丘表面开始扩殖生物结皮，但不同类型人工植被

区生物结皮的发育程度有所差异。建植 40 年的小叶杨样地无论在结皮厚度、抗剪强度和生物结皮盖

度上均显著高于其它类型人工植被区，建植 40 年的沙柳样地中生物结皮发育程度不及小叶杨样地，

生物结皮盖度甚至不如植被恢复年限较晚的紫穗槐和沙地柏样地（表 1 和图 2），说明小叶杨的建植有

利于生物结皮的发育，而沙柳行带内种植羊柴则不利于生物结皮的扩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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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物结皮形成和发育的因素包括土壤质地、植物盖度、水分条件等[2,3,13]。植物在生物结皮的

形成和发育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细颗粒物含量则是结皮形成和发育的物质基础[5]。研究区裸

沙机械组成以细沙为主，并含有较丰富的极细沙[11]。植被在沙丘表面定植后，一方面改变其周边的气

流结构，降低风速，增加地表的稳定性，为生物结皮的形成提供稳定的外界条件[14,15]；另一方面，灌

丛等植物体通过捕尘和滞尘等方式向地面输入和积累细颗粒物，增加地表的细颗粒物含量，为生物结

皮的发育提供物质基础和养分条件[16]。研究区小叶杨样地虽然植被总盖度较低（表 1），但小叶杨植株

体高于其他灌丛植被，行带式布置的小叶杨群落大大增加了地表的稳定性，能够为生物结皮的扩殖提

供有利环境[14,15]，促进生物结皮的发育。沙地柏群落虽然植物体较低矮，但其植株体多以匍匐型生长，

特殊的植物构型和形态特征有利于地表的稳定和生物结皮的扩殖。尽管生物结皮的扩殖与维管束植物

的关系密切，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用简单的线性关系来描述。我们的调查结果发现，羊柴和沙柳样

地植被盖度最高（表 1），但该样地生物结皮的发育程度较低或分布较有限，生物结皮发育程度不及植

被盖度较低的小叶杨样地，说明植被盖度与生物结皮分布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关系。当植被盖度超过 40%

时生物结皮的发育和分布受到维管束植物的竞争而其扩殖受到限制（表 1）。黄土丘陵区的研究结果表

明，当植被盖度低于 60%时生物结皮盖度基本随植被盖度的增加而增加，而植被盖度超过 60%时生物

结皮盖度呈减少的趋势[17]，与我们在干旱沙漠地区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生物结皮盖度与植被盖度之

间的竞争关系可能是由于植被盖度较低时水热条件较好，有利于生物结皮的发育，而植被盖度较高时

由于地表的生物结皮收到的光照等资源不及维管束植物而其分布受到限制，两者之间呈现“此消彼长”

的格局[8]。 

土壤水分是影响生物结皮形成和发育的另一因素[18]。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植物通过遮阴等方式改

变地表光照时间而造成地表土壤水分分布格局的差异，尤其是植株形态特征较大的灌丛植物或乔木[19]。

生物结皮盖度与地表含水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进一步说明了表土含水量对生物结皮分布的影响（图

3 d-f）。小叶杨植物植物体较高，与其他低矮的灌丛植物相比对光照的遮挡时间更长，而且遮挡面积更

大，从而减少地表蒸发而有利于地表土壤水分的保持，影响地表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格局。喜欢相对

湿润环境的藓类植物在小叶杨样地得到了较好的发育[10]。沙柳和羊柴样地植被盖度较高，与小叶杨和

沙地柏样地相比，草本植物盖度也比较高，浅根系的草本植物对表层土壤水分含量的影响更明显，造

成该样地表层土壤水分含量较低，从而可能影响了生物结皮的分布。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生物结皮的发育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在小叶杨样地生物结皮得到

良好发育，羊柴和沙柳样地虽然发育了生物结皮，但发育程度和盖度均较低。需要说明的是，在其它

地区的相关报道中，栽植沙柳后地表普遍发育了良好的生物结皮，与我们的调查结果有所不同[20]。可

能的原因是：本次调查的沙柳样地的行带内补植了羊柴，混合建植后的高盖度植被可能抑制了生物结

皮的扩殖。除此之外，尽管我们通过地面调查丰富了对不同类型人工植被与生物结皮发育特征之间相

互关系的认识，但植物对生物结皮发育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过程，灌丛植物构型特征差异可能是不同

类型植物影响生物结皮发育的重要因素，后期相关工作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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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ical crusts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artificial vegetation in southern Mu us sandy land 

Wu Yong-sheng，Yin Rui-ping，Tian Xiu-min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for Pastoral Area of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Inner Mongolia Huhhot 010020) 

Abstract: Widespread biological crusts have been developed at the dune surface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and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projects in the sandy area in Northern China.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ical crust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artificial 

vegetation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of damaged ecosystem. Thicknesses, 

shear strength, coverage of biological crusts were examined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artificial vegetation 

(Hedysarum mongdicum, Populus simonii, Salix psammophila, Amorpha fruticosa and Sabina vulgaris) in 

southern Mu us sandy land by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ical crusts under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varied greatly. Thicknesses, shear strength, 

coverage of biological crusts under Populus simonii sit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sites (p<0.05). 

Coverage of biological crusts under Hedysarum mongdicum and Salix psammophila site was lowest. Populus 

simonii site were dominated by mosses crusts when the other sites were dominated by algae crusts.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overage of biological crust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of vegetation cover, 

increasing with surface (0~5 cm) water contents of soil. Mosses crusts were favored under populus simonii 

site where soil water conditions are relatively high.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lantation of populus simonii 

were recommended for establishment of biological crust, and plantation of Salix psammophila with 

Hedysarum mongdicum is not conductive to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crusts. 

Key words: biological crusts; artificial vegetation; Mu us sandy lands;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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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南缘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生物结皮发育特征 

 

吴永胜，尹瑞平，田秀民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 

 

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工程之后，植物定植沙丘表面广泛发育

了生物结皮。丰富不同类型人工植被与生物结皮发育特征之

间的关系对受损荒漠系统的生态修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采用野外调查的方法，对毛乌素沙地南缘沙区不同类型人工

植被区（羊柴、小叶杨、沙柳＋羊柴、紫穗槐和沙地柏）生

物结皮厚度、抗剪强度、总盖度以及分盖度进行了测定。结

果表明：不同类型人工植被区生物结皮发育特征表现出较大

差异，小叶杨样地生物结皮厚度、抗剪强度和总盖度均显著

高于其它类型人工植被区（p<0.05），羊柴、沙柳＋羊柴样

地生物结皮的盖度较低。分盖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小叶杨样

地生物结皮以藓类结皮为主，其余样地则以藻类结皮为主。

生物结皮盖度随植被盖度的增加而减少，随表层（0~5 cm）

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加。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小叶杨的建

植有利于生物结皮的扩殖，沙柳行带间栽植羊柴则不利于生

物结皮的发育。 

关键词 

生物结皮；人工植被；毛乌素沙地；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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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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云水库水源地保护区水体叶绿素a含量与营养物质浓度关系* 

焦剑1，曾平1，钟莉1，鲁欣1，冷艳杰1，张婷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100048) 
摘要：密云水库是北京最重要地表饮用水水源地。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水体富营养化问题逐渐凸显。本文

对密云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3个典型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分析了水体营养物质浓度和水温对叶绿素a含量的影响，

进而提出水体叶绿素a浓度预报方程。研究结果表明，总磷浓度（CTP）与叶绿素a浓度（Chlα）之间呈极显著正相

关；高锰酸钾盐指数（CCOD）和总氮浓度均与Chlα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程度略有降低。本区水体Chlα单因

子预报方程为：Chlα = 140.1CTP
0.701

；Chlα双因子预报方程为：Chlα = 268.50CTP - 0.13CCOD + 3.75，其预报效

果略优于单因子预报方程。本区水深较浅的草型水库，Chlα变化受CTP和CCOD共同作用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可为本

区水体富营养化防治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叶绿素a，相关关系，总磷，高锰酸钾盐指数，密云水库 

中图分类号： X82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体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其中，水体富营养化是较为常见的水污

染类型
[1-3]

，其突出表现为氮、磷等营养物质异常富集，引发特征性藻类异常增殖
[4,5]

，进而导致水体

溶解氧量下降，水质恶化，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大量死亡。水体富营养化会对湖库生态系统平衡造成

破坏，威胁公众健康
[6]
。 

水体叶绿素 a 是表征浮游藻类生长状况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表明，水体中总磷等营养物质浓度

与水体叶绿素 a 浓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湖库水质模型中，通过营养物质浓度变化模拟水

体中叶绿素 a 浓度变化，从而体现水体富营养化状况，已成为水质模拟的一个重要模块
[7,8]

。国外已有

的水质模型中，多通过建立 TP 浓度与叶绿素 a 浓度的关系，表征水体富营养化状况
[9]
。但也有研究表

明，其它营养元素，或是水深、水温等物理特征，与叶绿素 a 浓度也有可能呈相关关系
[10]

。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水体富营养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11,12]

。有关水体营养物质浓度与藻类增殖之间联系

的报道逐渐增多，一些学者建立了水体 TP 等营养物质浓度与叶绿素 a 浓度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些研究

多集中于大型湖泊水库，有关中小型水库水体营养物质浓度对藻类影响的报道很少。 

    密云水库是北京最重要地表饮用水水源地。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进入水库水体的营养物质

逐渐增加。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密云水库水质呈自中营养化向富营养化发展趋势
[13]

.目前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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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密云水库水体营养物质浓度与叶绿素 a 浓度之间关系
[14]

。但是，对于水库上游水源保护区内众

多中小型水库，有关水体营养物质与富营养化之间关联的研究很少。水源保护区内水库水体是密云水

库入库径流的重要来源，明确水体营养物质浓度与藻类增殖之间关联，对于明确水体富营养化潜在诱

因，提出相应防治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拟通过分析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区内，中小型水库水

体营养物质浓度与叶绿素 a 浓度之间的定量关系，建立利用营养物质浓度预报叶绿素 a 浓度的方程，

为水质模型的水体富营养化过程模拟提供理论支持。相关研究成果可为本区水体富营养化防治提供技

术支持，对于保障首都饮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方法 

2.1 典型水库选择  研究在密云水库上游水源地保护区内选择 3 个典型水库（图 1），用于分析水体

营养物质浓度对浮游藻类增殖的影响。其中，半城子水库为中型水库，阳坡地水库和栗榛寨水库为小

型水库。阳坡地和半城子水库分别位于牤牛河流域的上游和中游。各水库水面面积、平均水深和蓄水

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其基本特征见表 1。 

 

 

 

 

 

 

 

 

 

 

 

 

图 1 典型水库分布 

 

表1 监测期内各水库水文特征 

水库名称 
建成 

时间 

水库 

等别 

平均水面面

积(hm
2
) 

平均蓄水量

（万 m
3
） 

平均 

水深(m) 

上游集水区

面积（km
2
） 

半城子 1975 中型 37.2  499.4  11.42 66.1  

 

 

 

 

 

阳坡地 1982 小Ⅰ型 3.51  12.28  2.70 12.20  

栗榛寨 1959 小Ⅱ型 6.22  25.61  3.52 2.47  

2.2 样品采集和试验分析  所选择的典型水库中，半城子水库水面面积相对较大，将水库所在河道等

分为3段，每段中点选取1个采样点，总计3个采样点。阳坡地和栗榛寨水库水面面积均不足7hm2，均在

其水库中心选取1个采样点。 

自2015年5月至10月，在上述水库采样点采集径流样品。样品采集时间为每月的上旬，每隔1个月

采集1次。通过乘坐船只到达采样点，样品采集深度为0.5m，利用水银温度计现场测定表层水温。 

径流样品采集完毕后，尽快送至实验室，分析水体营养物质含量。检测项目包括：叶绿素 a、总

氮（TN）、硝态氮（NO3
--N）、铵态氮（NH4

+-N）、总磷（TP）和高锰酸钾盐指数（CODMn）。具

体测定方法：叶绿素 a（Chlα）用分光光度法；TN 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分光光度法
[15]

，NO3
-
-N 用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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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度法
[16]

，NH4
+
-N用淀酚蓝比色法

[17]
，TP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18]
，CODMn用高锰酸钾氧化法

[19]
。 

2.3 叶绿素 a 浓度与营养物质浓度之间关系分析  为了建立水体叶绿素 a 浓度（Chlα）与营养物质浓

度之间的定量联系，本文分析了 Chlα 与总氮浓度（CTN）、硝态氮浓度（CNO3）、铵态氮浓度（CNH4）、

总磷浓度（CTP）、高锰酸钾盐指数（CCOD）和温度（T）之间相关关系；选取在 p<0.05 的置信区间内与

Chlα 呈显著相关的影响因素，作为主要自变量，建立利用水体营养物质浓度或水温预报 Chlα 的方程。 

3. 结果 

3.1 水库水体营养物质浓度和叶绿素a的季节变化  监测期内，水库表层水体的水温先递增后递减。

5月各水库表层水温为15℃左右，随着气温升高，8月表层水温达到全年最高，此时各水库表层水温介

于27.5～30.5℃之间。此后各水库表层水温逐步降低，10月回落至15～18℃之间。外源污染物输入对

于水体总磷和总氮含量变化影响显著。监测期内暴雨主要集中在7、8两个月，暴雨冲刷导致水库周边

污染物进入水库水体，使TP和TN含量显著增加（图2-a，b）。 

就不同形式的氮元素而言，NO3--N和NH4+-N均呈现出先递减后递增的变化趋势。NH4
+-N含量较低

值主要出现在6、7月份（图2-c），此时水温显著升高，有利于硝化作用进行，使NH4
+-N向NO3

--N转化。

NO3
--N含量较低值主要出现在7、8月份（图2-d），此时表层水温较高，日照较充足，藻类光合作用旺

盛，需要将NO3
--N等无机养分转化为有机物，致使NO3

--N含量降低。高锰酸钾盐指数是反映水体中有

机污染物和还原性无机物质污染程度的综合指标，有机物含量增高可使CODMn相应增加（图2-e）。进

入9月后，随着水温降低，其环境逐渐不适宜NH4
+-N向NO3

--N转化，NH4
+-N含量相应增加。同时，藻

类光合作用强度减弱，对NO3
--N的吸收量降低，使NO3

--N含量有所增加。 

 

 

 

 

 

 

 

                 (a)                         (b)            (c) 

 

 

 

 

 

 

 

                 (d)                         (e)             (f)                         

图 2 水库表层水体水温(a)、总磷(b)、总氮(c)、硝态氮(d)、铵态氮(e)、高锰酸钾盐指数(f)和 

叶绿素 a(g)浓度的季节变化 

已有研究表明，水温和营养物质浓度的变化是影响水体叶绿素 a 浓度变化的主要因素。3 个水库

水体 Chlα 浓度的季节变化趋势与水温的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图 2-f），营养物质浓度的变化可能是影响

Chlα 变化的重要因素。在不同营养类型的湖库中，根据水体中初级生产者植物的种类，可分为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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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型和藻-草混合型 3 种类型。半城子和栗榛寨水库水草较少，而阳坡地水库水草较多。阳坡地水库水

深较浅，附着于底质上的水草大多出露漂浮水面（图 3），与另两个水库形成了鲜明对比。 

 

 

 

 

 

 

 

 

 

   图 3阳坡地水库水面状况 

 

3.2影响水体叶绿素a浓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3.2.1 营养物质浓度对叶绿素 a浓度变化的影响  表 2 为典型水库表层水体叶绿素 a 浓度（Chlα）与

各类营养物质浓度之间相关系数。总体而言，Chlα 与 CTP 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且在三个水库，这一

相关关系均较为显著；整体而言，Chlα 与 CTN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但各水库 Chlα 与 CTN 之间相关关系

并不显著；Chlα 与 CCOD 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但相较 CTP 和 CTN 而言，相关系数略有降低，但仍在 p=0.0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Chlα 与 CNO3 和 CNH4 均无显著相关。 

表2 叶绿素a浓度与营养物质浓度和温度之间相关系数 

Chlα CTN CNO3 CNH4 CTP CCOD T 

半城子水库(n=18) -0.239 0.199 0.193 0.529* 0.007 -0.661** 

阳坡地水库(n=6) 0.597 -0.496 -0.166 0.902* 0.882* 0.777 

栗榛寨水库(n=6) -0.405 0.501 0.112 0.913* -0.205 -0.151 

所有样品(n=30) 0.640** 0.031 -0.015 0.682** 0.588** 0.167 

注：*，**分别表示在 p=0.05 和 p=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a)                            (b)              (c) 

图 4 水体叶绿素 a浓度与总磷浓度（a）、总氮浓度（b）和高锰酸钾盐指数（c）之间线性关系 

已有研究表明，氮和磷是限制水体中浮游藻类生长的主要元素，而当 TN 与 TP 质量比大于 10 时，

磷成为藻类生长的限制性因子
[20]

。在监测期内，半城子水库、阳坡地水库和栗榛寨水库水体 TN 与 TP

质量比分别为 58.2、18.2 和 42.9，因此磷元素成为水库水体浮游藻类生长的主要限制元素，其浓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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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于叶绿素 a 浓度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三个水库的 Chlα 均随 CTP 的增加而递增，半城子水库和栗

榛寨水库的递增趋势较为相近（图 4-a）。相对而言，CTN 的变化对于 Chlα 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虽然

整体而言，三个水库的 Chlα 随 CTN 的增加而递增，但是各个水库 CTN 与 Chlα 的相关关系差异显著（图

4-b），在半城子和栗榛寨水库，两者呈不显著负相关；在阳坡地水库两者呈正相关。 

整体而言，三个水库的 Chlα 随 CCOD 的增加而递增，但是各个水库 CCOD 与 Chlα 之间的相关性却

存在差异。半城子水库和栗榛寨水库的 CCOD 与 Chlα 之间均无显著关系；阳坡地水库 CCOD 与 Chlα 呈显

著正相关（图 4-c）。 

3.2.2 水温对叶绿素 a浓度季节变化的影响  由于藻类进行光合作用和营养物质运输转换的酶的活性

直接与温度相关。在藻类适宜生长的温度范围内，温度的上升会促进其生长；若超过或低于适宜生长

的温度范围，藻类生长会受到抑制。但不同藻类的适宜生长温度存在显著差异：硅藻适宜生长温度为

13～25℃，绿藻适宜生长温度为 20～30℃，蓝藻生长温度为 25～35℃
[21,22]

。水温的变化可能造成浮游

植物数量变化，也可能引起其群落结构变化。总体而言，三个典型水库 Chlα 与 T 变化之间无显著联

系；仅阳坡地水库 Chlα 与 T 存在显著正相关（p<0.1）。 

 

3.3 水体叶绿素 a浓度预报方程 

3.3.1 单因子预报方程  整体而言 Chlα 与 CTP、CTN 和 CCOD 相关程度较高，图 4-a～c 显示了其线性关

系。考虑到营养物质含量趋近于零则藻类含量也接近于零，拟合的预报方程应通过坐标轴原点，预报

方程应采用幂函数形式。因阳坡地水库 Chlα 与 CTP、CTN 和 CCOD 的线性关系与另两个水库存在显著差

别，本文分别拟合预报方程。对于半城子和栗榛寨水库，以 Chlα 为因变量，分别以 CTP、CTN 和 CCOD

为自变量，拟合的方程决定系数分别为 0.77、0.03 和 0.32，CTP 明显优于其它自变量（图 5）；对于阳

坡地水库，分别以 CTP、CTN 和 CCOD 为自变量，拟合的方程决定系数分别为 0.73、0.65 和 0.88，采用 CTP

和 CCOD 效果均较好（图 5-a,c）。考虑到方程自变量尽量一致，故选用 CTP 作为预报方程的自变量： 

Chlα =140.1CTP
0.701，r2=0.71，p<0.01        （1） 

Chlα = 5582CTP
1.636，r2=0.73，p<0.05        （2） 

 

 

 

 

 

 

 

 

  

             (a)                            (b)               (c) 

图 5 水体叶绿素 a浓度与总磷浓度（a）、总氮浓度（b）、高锰酸钾盐指数（c）、之间幂函数关系 

式 1 为半城子和栗榛寨水库的拟合结果，式 2 为阳坡地水库拟合结果。阳坡地水库属于草型水库，

单位面积上初级生产量相对较高，水体中磷元素的增长可加速阳坡地水库浮游藻类的增殖，因此拟合

的 Chlα～CTP 方程斜率更大。总体而言，密云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的水库水草较少，水体中初级生产

者植物类型以藻类为主，因此式（1）可用于大多数水库 Chlα 的预报；对于草型水库，其 Chlα 的预

报可用式（2）。 

3.3.2 双因子预报方程  对于半城子和栗榛寨水库，以 Chlα 为因变量，CTP和 CCOD 为自变量，拟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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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Chlα = 268.50CTP - 0.13CCOD + 3.75，r2=0.87，p<0.01     （3） 

方程决定系数为 0.87，其拟合效果略优于式（1）。对于阳坡地水库，由于样本量较少，未考虑拟

合多因子预报方程。 

本文采用高锰酸钾盐指数做为表征水体中有机物污染程度的指标。而在水体营养盐及有机污染综

合指标中，生化需氧量（BOD）通过水中有机物在一定条件下所消耗的氧来表示水体中有机物含量，

可更为直接反映水体有机物污染程度。但是，该指标测定方法较为复杂，测定时间较长；在实验条件

受限的情况下，高锰酸钾盐指数因测定简便快捷，可作为替代指标。 

3.3.3 与已有的水体叶绿素 a 浓度预报方程对比  将本文拟合的 Chlα～CTP 关系方程与国外水质模型

中 Chlα～CTP关系方程进行对比（图 5-a），发现国外水质模型中的关系方程与本文拟合的关系方程差

异较大。可见在密云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国外已有的 Chlα 预报模型不能直接应用于本区水体富营养

化模拟，应利用实测资料对模型参数进行率定。 

4 结论和讨论 

（1）各类营养物质中，总磷浓度（CTP）与叶绿素 a 浓度（Chlα）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高锰酸

钾盐指数（CCOD）和总氮浓度（CTN）均与 Chlα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但相较 CTP 和而言，相关程度略有

降低；Chlα 与硝态氮和氨态氮浓度之间均无显著相关关系。水温变化对 Chlα 的影响不显著。 

（2）本区水体 Chlα 的单因子预报方程为：Chlα = 150.5CTP
0.719。该方程与国外水质模型中的 Chlα～

CTP 关系方程差异较大。本区水体富营养化过程模拟应利用实测资料对相应模型参数进行率定。 

（3）本区水体 Chlα 的双因子预报方程为：Chlα = 268.50CTP - 0.13CCOD + 3.75，其预报效果略优于

单因子预报方程。 

对于本区内水深较浅，水草密度较大的草型水库，本文分别提出了Chlα与CTP和CCOD的关系方程。

但由于观测样本数较少，未能进一步分析水体总磷和有机物共同作用对这一类水库 Chlα 的影响。由

于单位面积上初级生产量相对较高，影响草型水库 Chlα 变化的因素较多，其作用机理更为复杂，今

后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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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lorophyll-a and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 the 

drinking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region for Miyun Reservoir 

Jian Jiao1，Ping Zeng 1，Li Zhong1，Xin Lu1，Yanjie Leng1，Ting Zhang1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earch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100048) 

Absract：Miyun Reservoir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drinking water for Beijing area. In the 

past 30 years,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nutrient load of Miyun Reservoir increased 

gradually, which increased the risk for the bloom of harmful algae.To adequately address the management for 

control of eutrophication for water body, water samples, collected from reservoirs at different scales, were 

analyzed for total nitrogen(TN), nitrate(NO3
--N), ammonium(NH4

+-N), total phosphorus(TP) , index of 

potassium permanganate(CODMn) and Chlorophyll-a(Chlα)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lorophyll-a and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Chlα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TP. The concentration of Chlα also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CODMn or TN while the tendency of 

the increase was not very obvious. Concentration of Chlα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TP or 

CODMn: Chlα = 140.1CTP
0.701；Chlα = 268.50CTP - 0.13CCOD + 3.75. For the plant type lake, The 

concentration of Chlα also increased rapidly with increasing CTP: Chlα = 5582CTP
1.636. 

Key words：Chlorophyll-a，correlationship，total phosphorus，index of potassium permanganate，Miyun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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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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云水库水源地保护区水体叶绿素 a 含量与营养物质浓度关系 

 

焦剑 1，曾平 1，钟莉 1，鲁欣 1，冷艳杰 1，张婷 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100048 

 

 

摘要 

 

密云水库是北京最重要地表饮用水水源地。随着人口增长和

经济发展，水体富营养化问题逐渐凸显。本文对密云水库水

源地保护区内 3 个典型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分析了水体营养

物质浓度和水温对叶绿素 a 含量的影响，进而提出水体叶绿

素 a 浓度预报方程。研究结果表明，总磷浓度（CTP）与叶绿

素 a 浓度（Chlα）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高锰酸钾盐指数

（CCOD）和总氮浓度均与 Chlα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

程度略有降低。本区水体 Chlα 单因子预报方程为：Chlα = 

140.1CTP
0.701；Chlα 双因子预报方程为：Chlα = 268.50CTP 

- 0.13CCOD + 3.75，其预报效果略优于单因子预报方程。本

区水深较浅的草型水库，Chlα 变化受 CTP 和 CCOD 共同作用

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可为本区水体富营养化防治提供技术支

持。 

 

关键词 
 

叶绿素 a，相关关系，总磷，高锰酸钾盐指数，密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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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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军事水攻及水灾害问题初步研究（缺英文摘要） 

张伟兵1,2，耿庆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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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水是生命之源。战争期间，水还是一种重要的战争武器，以水代兵往往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基于档案、

私人笔记等史料，对明代战争中的水攻以及水灾害问题进行了阐述。研究指出，战争期间，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

源，以水代兵往往带来灾害乃至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到区域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由此来看，水与其说是影响战争

进程和胜负的关键要素，倒不如说，水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区域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正大力开展水生态

文明建设，军事水安全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明代；水攻；水灾害；开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是国民经济的“蓝色血液”。水资源不仅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

源，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控制性因素，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后期以来，

因水源枯竭和水质恶化引起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引起全球关注，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多

次发表预言：20 世纪的许多战争是因争夺石油资源而引起的，而到 21 世纪，水资源的争夺将成为引

发战争的根源。因此，从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到水资源专家和政治家、军事家等，

都把水安全作为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1]实际上，水除了在农业、工业和日常生活领域占有重要

地位外，对军事行动也有着重要影响。战争期间，对阵双方往往将水作为一种战争武器，采用“对敌

灌水”“对敌绝水”等手段，取得扭转战局甚至歼灭敌军的目的，这即史籍中所称的“水攻”，是我国

古代战争常用的一种战法。自春秋战国以来，水攻历来为政治家和军事家所重视，提出了许多卓有见

识的理论，并在战争中成功运用。[2]前人对此也开展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如黄河上的水攻、春秋战国

时期的水攻等[2-4]。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重点就明朝的军事水攻进行论述，并论及水攻产生的严重水灾

害问题。 

2 古代水攻理论 

水攻较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与这一时期堤防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水势佐攻以陷敌，

是古代水攻理论的重要内容。《孙子兵法》在比较水攻和火攻时就指出：“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

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5]三国时期军事家曹操对此注解指出，“水佐者，但可以绝敌道，分敌军，

不可夺敌蓄积。”唐代杜牧进一步指出，“水可绝敌”包括“绝敌粮道，绝敌救援，绝敌奔逸，绝敌冲

击”，但水攻“不可以久夺险要蓄积也”[6]。北宋官修兵书《武经总要》在谈到水攻的破坏力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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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水攻者，所以绝敌之道，沉敌之城，漂敌之庐舍，坏敌之积聚。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害之轻者，

犹使缘木而居，县（悬）釜而炊。”[7] 

水攻运用成功与否，与地形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河道附近的地形地势。唐代军事家李荃指出：

“以水佐攻者强。水因地势而成势，为源高于城，本大于末，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故晋水可以

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阳。先设水平，测其高下，可以漂城灌军，浸营败将也。”[8]此外，水利工程也

是决定水攻成功应用的重要要素。宋许洞在《虎钤经》中总结成功运用水攻的四种方式：“一曰因，二

曰逆，三曰贼，四曰绝。”“因”即在占据河道上游的情况下，如果敌军“绝中流而栅”，则采用火攻；

如果敌军在下游，则采用水攻。“逆”即修筑堰坝等水工建筑物，用以灌城淹敌。“贼”即审时度势，

断绝敌军赖以依存的水源，兵家也称为“潜水攻”。“绝”即根据作战的形势所需，或堵塞原有河道，

开新渠灌淹敌军；或抬高上游水位，在适当的时机再泄水淹敌。同时强调指出，“用水之道，有其地非

所用而必用，反为所害，顺则善矣。”[9]  

既有水攻的理论，就有反水攻理论。黎沛虹先生归纳反水攻理论包括防水攻和抗水攻两部分。防

水攻是行军驻营时，需要选择有水源的地方，但同时也要注意选择有利地形，以防敌人水攻。许洞在

《虎钤经》指出：“若将有所涉也，水流而或盈或减者，勿涉，必有壅囊之机；水止而为陂为沮洳，限

于路者，勿涉，必有泽淖之陷。水在敌要地而无甲兵防之者，未可即涉。先令轻兵搜验山谷崎岸，虑

有伏焉。欲夺敌之力者，先夺其水。得之上流者，美莫大焉。”[10]抗水攻的关键是据守城池者要备有

应对防御敌人水攻的措施。《卫公兵法辑本》记载了唐代李靖提出的三种应急措施，一是“速筑墙，壅

诸门及陷穴处”，并要求“精兵备城，不得杂役。”二是“如有泄水之处，即十步为一井，井内潜通，

引泄漏。”即在城中开凿暗沟，与城外河道相通。三是速造快船，自暗门驶出，潜往敌营，“决彼堤堰”。
[11]此外，古代的护城河也是抗水攻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黎沛虹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2] 

3 明代战争中水攻的运用 

据《明史纪事本末》初步梳理，明朝战争运用水攻的战例有：明初平定张士诚部的诸暨之战（1359

年），靖难之役中的北平之战（1399 年），成化年间平定固原事件的战役（1468 年），明嘉靖年间平叛

大同兵变的战例（1533 年），明万历年间平定哱拜叛乱的战例（1592 年），以及明末水灌开封的战役

（1642 年）。此外，靖难之役中的济南保卫战（1400 年）中，燕王军在围攻济南时，久攻不下，产生

过水攻淹城的计谋，但最终并无实施。这些水攻战例，参照上述古代水攻理论，大体可分为五种方式：

决水、逆水、贼水、绝水和汲水。其中，前四种方式是以水代兵，属于进攻战；汲水则是一种防守，

属于防御战。 

决水淹城。决水淹城即《虎钤经》中“因”之水攻方式之一种。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五月，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明军和起义军都曾决河，企图以水代兵战胜对方。《明史·高

名衡传》对决河背景有较详细记载：“贼图开封者三，士马损伤多，积愤，誓必拔之。围半年，师老粮

匮，欲决黄河灌之。以城中子女货宝，犹豫不决。闻秦师已东，恐诸镇兵夹击，欲变计。会有献计于

巡按御史严云京者，请决河以灌贼。云京语名衡、澍，名衡、澍以为然。周王恭枵募民筑羊马墙，坚

厚如高岸。贼营直傅大堤，河决贼可尽，城中无虞。我方凿朱家寨口，贼知，移营高阜，艨艟巨筏以

待，而驱掠民夫数万反决马家口以灌城。”[12]今人考证，朱家寨位于今开封市牛庄村西，马家口位于

今开封市三道堤村东。[13]《汴围湿襟录》则记载了双方决河过程：“围至七月终，望援无期，坐以待

毙。汴人熟知河势，见往岁黑罡上流遇决，即自贼营一路而下，适当其要。密禀巡抚高名衡，随差谍

者潜度河北，书约巡按严云京举事，果使卜从善大营架舟南岸，掘一昼夜，贼觉之，领兵冲散。逆贼

恨甚，亦于朱家寨顶冲河口，直对北门挖掘小河一道，引水灌汴，幸未大涨，止引细流，至城下，深

才三四尺，随溢随落，竟不为害。及将周城海河灌平，民得网鱼充饥，贼之马步，不能近城一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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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决河，虽然没有直接达到双方淹城的目的，但为此后的黄河溃决埋下了祸根。 

逆水灌城。逆水即修建堰坝等水工建筑物，灌城淹敌。明太祖在开国之初，与张士诚部在争夺诸

暨的战役中，曾运用水攻。水攻的方式即是逆水灌城。诸暨之战发生于元至正十九年（1359 年），春

正月庚申，朱元璋遣大将胡大海、李文忠率兵攻取诸暨州，张士诚部将华元帅逃走。随后，张士诚派

遣吕珍率兵围攻诸暨，“堰水灌城”。胡大海前来救援，“夺堰水灌珍军”，迫使吕珍撤兵。[15] 明嘉靖

年间，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发生两次兵变。明军在平叛兵变的过程中，也使用了逆水的水攻方式。嘉

靖十二年（1533 年），嘉靖帝遣刘源清负责平息兵变。十一月，明军围攻大同城，遭到城内广大士兵

的顽强抵抗，刘源清“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书穴城决水灌之，诸叛卒坚守不下。”[16]据《明史·刘

源清传》，此次水攻前，先是雇募窑夫穴地以毒烟熏之，然后堵塞城门，筑堤壅水以灌城。[17] 

贼水淹城。贼水即断绝敌军依存水源，待其无力抵抗时再对其战而胜之，或因其缺水自行溃败。

成化年间，今宁夏固原一带发生叛乱，其首领满四（又称满俊）自称“招贤王”，对抗朝廷。明廷最后

平定叛乱，正是运用了贼水的水攻方式。时满四占据的固原，即唐代的石城堡。石城地势险要，易守

难攻，生活用水全赖城中的数个石池。为保障石池之水安全，满四在“池外设栈道，而栈道下则筑小

城护之。”满四占据固原后，明廷多次围剿，都大败而归。朝廷异常恼怒，将时任陕西巡抚的陈价下狱，

起用马文升为右副都御使，代替陈价巡抚陕西。成化四年（1468 年），明廷再次发动平叛战役。十月，

项忠、马文升先后到达固原。马文升观察地形时发现了石城缺水的致命弱点，于是与项忠商议：“贼城

中无水，刍粟亦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于是“令官军尽焚左右近地之草，贼马死者殆

尽。则又尽以死人马填塞城外水泉，俟贼夜汲者，设伏掩袭之。”叛军出城汲水都被擒获，明军“益知

彼中消息，正难于水。”十一月，叛军猛将杨虎力出营汲水，为明军所获，归顺明军。杨虎力出谋说：

“只在明日（十一月十八日），倘落雪，又有水，难以为力。”[18]最终，明军与杨虎力里应外合，将满

四擒获。从军事史上来看，满四事件只是众多战争中的一场普通战事。但其在军事水利史上，因其“绝

水”的水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战争的最终胜利，在政治上也产生了深远意义。《剑桥中国明

代史》指出：“叛乱还鼓励了一个机会主义的主张派，他们想寻找机会去率领新组合的京营卫戍军，以

便追求晋升、战利品和进行掠夺。在以后十年的边境危机中，皇帝常常支持主战派。因此，‘固原事件’

可以看成是 15 世纪 70 年代在鄂尔多斯进行的几次战争的前奏。”[19] 

绝水淹城。万历二十年（1592 年），九边重镇之一的宁夏镇发生兵变，时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企

图占据宁夏，自立政权，史称“哱拜之乱”。明廷平叛兵变，就用到了绝水的水攻方式。据《明史纪事

本末》，万历二十年（1592 年）七月，明军围攻宁夏城（今银川市），在考察宁夏城地势后，认为“宁

夏城西北卑下，且与金波、三塔诸湖之水相近；东南逼观音湖、新渠、红花渠，形如釜底”，于是遂决

定运用水攻。明军统帅叶梦熊率兵“绕城筑堤，十七日堤成，长千七百丈，决水以灌”。至八月初一日，

“城外水深八、九尺。”此时，叛军派人乘船挖堤泄水，为明军擒获，询问得知“城中乏谷，士尽食马，

马余五百匹，民食树皮，死亡相属。”不料，八月初二日，城东西崩百余丈，虽都司吴世显、参将来保

所治堤，但亦各崩二十丈，水顿减。九月初，明新调浙江援兵和苗兵进行围剿，同时命令全军大造船

筏作好攻城准备。九月八日，“水浸北关，城崩。”此后，明军再攻破南关。哱拜见大势已去，合家自

焚而死。[20] 

汲水灌城。靖难之役中，明建文元年（1399 年）八月至十一月，燕王军队与建文帝军队在北平

地区展开激战，燕王军为守住北平，曾运用水攻，方式就是汲水灌城。建文元年（1399 年）十月，建

文帝军大将李景隆率军进逼北平城下，分别在九座城门前设营扎寨。李景隆亲自率军攻打丽正门，久

攻不下后，率军攻烧顺城门，遭到了守城将士的顽强抵抗。时李景隆部将瞿能骁勇善战，“与其二子帅

精骑千余，杀入张掖门，锐不可当”。无奈李景隆嫉恨瞿能抢占首功，便命其停止进攻，等待大军援助，

再一起进攻。燕王军充分利用这一时机，“连夜汲水灌城”，时天气寒冷，水很快便凝结成冰。李景隆

等到第二天攻城的时候，因为城墙湿滑未能成功。燕王军得以守住北平。此后，十月十八日，燕王朱

棣回师北平。十一月初四日，朱棣与北平留守部队配合作战，内外夹击，大败李景隆军，李景隆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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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守德州。 

4 水攻后果及影响 

水攻是出于军事战略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作战方式。无论决水、逆水，还是贼水、绝水，都

会产生水灾害事件。如决水、逆水造成的淹城，贼水造成的水质污染等。其中，前述崇祯十五年（1642

年）明军和起义军掘河淹开封城事件，产生了严重的洪水灾害。由于决堤发生于汛期，未能及时堵口，

此后八、九月间，随着黄河水势暴涨，最终造成水漫开封城，七朝古都倾时毁于一旦，遭受到毁灭性

破坏。 

关于这次决口的原因，由于史料记载的矛盾，目前存在多种说法。撇开各种原因，此次决口造成

了严重的洪水灾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时人著述《守汴日志》及《大梁守城记》都有详细描述。

兹引录如下： 

《守汴日志》载[21]： 

十四日辛巳，夜，河伯震怒，水声远闻。 

十五日壬午，黎明水至城下，西南贼俱远遁，东北贼溺死无算。 

十六日癸未，水大至。黄推官坐城下，壂与张尔猷抱土率两营兵塞门，水从隙入，势不可扼。推

官登城，壂领家丁数人于甬道上扎筏，甫完，水声如雷，冲开曹门，水高丈余，进门辄南下。壂距门

未五十步，幸免，遂乘筏至辘轴湾，复从间道涉水登城，请黄推官速移居。因新署在城门，上为瓮川，

门已冲去，倘瓮川一陷，衙舍俱陷。曹门北有旧署三间，在城墙实地，可速移之。壂复归家扎筏。黄

推官夜半方移，移未毕，已陷矣。仅携其孥出，衣物食用及二婢惧沉。是日，南门先坏，被门冲开，

至夜，曹门，东门相继沦没。一夜水声如数万钟齐鸣。 

十七日甲申，黎明，满城俱成河汊。只存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寺顶、周府紫金城。

惟壂所居土街，乃夷山顶，水及门基，门内皆干地，避水者满集。壂乘筏上曹门，中途被风阻回。 

十八日乙酉，壂复乘筏上曹门，中途落水几死。黄推官遣善泅家丁李用、柳体直过河请救，泛一

木水上，三昼夜始达土堤。监军道王燮得推官手书，连夜督二十余船，自乘小船从北门扬帆直入。高

巡抚、黄推官各乘舟到紫金城上，见周王，抱头痛哭，遂请王北渡，官眷五、六百人同行。百姓有在

城头、屋角、树杪者，俱渐次渡过河北，柳园煮粥食难民。壂二十五日始得携妻子乘筏至河北。噫!

此古今未有之苦，古今未有之厄也。 

《大梁守城记》[22]载： 

“十四夜波涛汹涌，水声远闻。十五日，水至城下，西南贼望之遁，东北贼多死。” 

“十六日，各官率两营兵塞城门，水从墙隙进，势不可扼。乘风鼓浪，声如雷。水头高丈余，坏

曹门而入。南、北门，东门相继沦没。入夜如鸣万钟，杂哭声其间。” 

“十七日，城以内皆巨浸，所见者钟、鼓两楼、郡藩殿脊，相国寺顶，周邸子城而已。” 

“十八日。前祥符令王公燮，以监察御史来监军，闻报，遣营将刘国耀驾快船载麦百廿石，直趋

北门。贼之遁而复回者，设伏堤角欲行邀击。国耀冒险径进，乃得入城。王公继同白小二帅以二十大

舟，扬帆而入，救济藩府及城守诸公北渡。百姓未死者攀城头、屋角、树杪，号而望济，亦续渡之。” 

“念六日，贼复乘水进城，杀余民，搜财物，而汴城没。” 

“初，城中男女百万，加以外邑大户，在野庶民，避寇入城者又二万余户。贼难以来，兵死、饥

死，水死，得出者万人而已。周邸侍卫宫眷万人，随驾者数百人而已。郡王没于贼者七，将军中尉不

计。乡绅、孝廉被害者二十余家，世裔商大族不计。” 

从以上史料可知，黄河大堤于九月十四日溃口。十五日，洪水至开封城下。十六日，水进入开封

城内，水深丈余，南北门、东门相继沦没。至十七日，昔日繁华的都市一片汪洋，所存仅钟、鼓两楼

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顶等，将全城分隔成若干河汊。此次河决，开封这座千年古城遭受到毁灭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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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口损失惨重。据《崇祯长编》，崇祯十六年（1643 年）二月，推官黄澍针对工科给事中陈燕翼

弹劾其“决水灌城之失”的疏文，作出回应。其中有一段关于此次河决造成的开封人口伤亡情况。 

疏（注：陈燕翼奏疏）云：“百万生灵俱死，而抚按何以独生？抚按要紧，官独生而么麽不急之，

佐领何以偏死？”臣（注：黄澍）应之曰：“汴梁百姓，周王宫眷而外，臣七月初旬以点保甲为名，实

在人丁三十七万八千有零，至九月初旬再一查点，奄奄待弊者三万余人耳。城中白骨山齐，断发地满，

神号鬼哭，天日为昏，盖死于饿者十之九，至抚臣及臣等所以不死者，皆分信城头，以城垜为家也。”
[23] 

《明史·李自成传》亦载：崇祯十五年（1642 年）九月，朱家寨和马家口“二口并决，声如雷，

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

贼亦漂没万余，乃拔营西南去。”[24] 

河决不仅对开封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而且也使黄河改道，“全黄南逝，散入淮河诸湖，正河

淤浅，褰裳可涉。”直到清入关后，清廷派遣河道官员进行治理，并着手修复决口，清顺治五年（1648

年），黄河才复故道。清内阁大库所藏《黄河图》载有一段明末清初黄河开封段河势状况： 

“朱家寨、马家口两处，系汴工决口，在祥符县。于崇祯十五年秋……掘开，又值霪雨连旬，土

堤遂溃，汴城被水冲毁。全黄南逝，散入淮河诸湖，正河淤浅，褰裳可涉。十六年春，特遣重臣，并

发帑金，专督筑塞。贰决已完，后又复决。大清顺治二年十月内，准工部咨，查勘修塞。该臣酌议回

部，候流通决口工完，次第举行。于四年四月内题估工程钱粮筑塞，至五年闰四月内完工题报讫。”[25] 

黄河南流改道也有有利的一面。黄河以多沙著称，洪水中携带的大量泥沙具有很高的肥效价值。

因此，黄河南流期间，泛区田地也得到一份意外的收获。顺治四年（1647 年）河南巡抚吴景道就说：

“流通口一决，黄河散漫六七百里，贻害三省，直逼运河。而田舍渝没不知几几，百姓之流离不知几

几，国课之亏损又不知凡几。今幸决工告成，水归故道，而淹没之田亩堪成膏腴矣，流离之百姓堪来

复业矣，亏损之国课亦堪望渐增矣。”[25] 

不过，开封这座千年古城终还是经不住黄河淹城的灾难。这之后，七朝古都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

地位渐趋衰落[26]。 

5 结语 

通常，人们习惯说水是生命之源，水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学界向来对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水问题关注较多，而对军事水问题很少关注。生活用水和军事战争看似是两个相距遥远的领域。

本文通过对明朝军事水攻及水灾害问题的研究，指出，军事行动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一种特

殊的活动方式，水在其中有着重要地位。战时的水是一种重要的战争武器，以水代兵不仅是战争胜负

的关键，而且，以水代兵还带来严重的水灾害乃至社会问题。水的这种特殊地位，与其说是影响战争

进程和胜负的关键要素，倒不如说，水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区域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明末的河决开封，

造成七朝古都遭受到毁灭性破坏，并从此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日趋衰落，就是典型的例证。从这一点

来看，在特殊环境下，水在区域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延缓社会发展的角色。当前我国水问题形势严

峻，全国正大力开展的水生态文明建设，军事水安全问题不容有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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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军事水攻及水灾害问题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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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  100038 

 

摘要 

 

水是生命之源。战争期间，水还是一种重要的战争武器，以

水代兵往往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基于档案、私人笔记等史

料，对明代战争中的水攻以及水灾害问题进行了阐述。研究

指出，军事战争中，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以水代兵往往

带来灾害乃至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到区域社会文明发展进程。

由此来看，水与其说是影响战争进程和胜负的关键要素，倒

不如说，水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区域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现

代社会正大力开展水生态文明建设，军事水安全问题应引起

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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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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渠超声流量计测流精度影响因素试验系统设计 

王志刚1，胡鹤鸣2，张东1，朱德军3，张宏伟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100038； 2.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市 100013； 3. 清华大学，北京市 100084) 

摘要：准确的明渠流量计量是进行跨流域调水及水资源管理的基础。明渠超声流量计是目前最常用的明渠流量计

之一，稳定性和适用性良好，但精度尚有提升的空间。为系统研究明渠超声流量计测流精度的影响因素，探究提

高明渠超声流量计测流精度的研发方向，本文设计了一套专用试验系统。在该系统中，从供水方面、稳流方面、

渠道建造方面、尾流方面等均针对性地进行了设计，结果显示：该测试系统可通过最大3600m
3
/h的流量，水位可

达到0.93m，渠道水流平稳，可以为明渠超声流量计测流形成恒定均匀的水流条件，满足对明渠超声流量计进行测

流精度影响因素试验研究的要求。 

关键词：试验系统；超声流量计；明渠 

中图分类号： TV131                           文献标识码：A     

 

1 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为了缓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分布不

匹配的矛盾，国家在大力推行节水的同时，也积极地进行了诸如南水北调工程的跨流域调水的实践，

以期实现各地区水资源的统筹兼顾，而多数的调水工程以明渠为主要的输水设施。流量是进行水资源

管理和分配的基础，准确的明渠流量计量手段可为水资源的管理提供良好的保障。此外，我国目前实

行的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也对流量计量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明渠流量的计量手段相对有限，且精度多数相对较低
[1]
。

人工堰、槽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明流流量计量手段，

在理想条件下，误差也仅能达到2~3%。根据2011年Heiner

等
[2]
学者的评估，2/3的明渠流量计量仪器超出了设计允许

的误差范围，广泛应用的巴歇尔槽甚至出现了10~40%的误

差。新型的明渠超声流量计主要通过换能器间超声波在顺

流和逆流中的时间差来进行流速的测试并进而计算流量，

如图1所示。该流量计稳定性和适用性良好，理论测流精度

较高，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影响
[3-6]

，目前投入实用的明渠流

量计的精度也仅能达到1~3%。为分析明渠超声流量计流量

测量的影响因素，进而探究提高明渠超声流量计测流精度

的研发方向，设计相应的试验系统并进行测试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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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C040170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79216）；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研专项

（HY0145B422016）;广州市科技项目（0835-1501224N0782） 

作者简介：王志刚（1985-），男，山西晋中人，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力学相关研究。E_mail:bimonbird@163.com 

2 试验系统的参数设定 

 

图 1 超声明渠流量计示意图 

换能器 

换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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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渠超声流量计的应用特点、安装要求及试验室的具体条件，试验系统特征参数设定如下： 

1）测试段设计为矩形断面，长度不小于5m； 

2）测试段安装2套测流装置，两组之间可进行对比； 

3）测试段的水流可近似为恒定均匀流； 

4）流量最大可达3600m
3
/h，测试段的水位最高至0.9~1.0m。 

3 试验系统的设计及制作 

试验系统建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大兴试验基地水力学1号试验大厅。根据明渠超声流量计精

度测试的特点及要求，试验系统的具体设计如图2所示。明渠超声流量计均安装于测试段上，来流流量

的计量则通过安装于供水管道上的超声管道流量计实现。 

 

图2 明渠超声流量计测流精度影响因素试验系统设计图（单位：m） 

（A为高水箱，B为稳水池，C为稳水段，D为试验段，E为尾水段，F为回水池，α为超声管道流量计，β为蝶阀） 

3.1 供水设计  根据试验系统的设计方案，来流流量的计量要通过安装于连接高水箱和稳水池的供水

管上的超声管道流量计进行量测，如图3所示。该流量计虽可适应复杂的流动型态，但高精度的流量测

量仍需管道内流量平稳，水流均匀。为满足这一条件，在试

验系统的设计中摒弃了通过水泵直接供水的方式，而采用通

过高水箱间接供水的方式，即：利用水泵抽水至高水箱中，

利用高水箱中的平水栅调节高水箱中的水位，而后通过高水

箱中的压差向管道供水。通过超声管道流量计的流量测试结

果显示，管道内的流量非常稳定，符合试验要求。 

3.2 稳流设计  高水箱中的水体通过压力管道进入下游测

试系统中。由于管道中为有压流，水流集中，必然会在下游

水体中形成强烈的混掺，不利于在渠道测试段形成均匀流。

为此，在试验系统中采取了如下措施进行稳水： 

1）、采用双管泄流：采用双管泄流时在达到最大流量

时管道内流速较小，较单管泄流时更易实现稳流的目标； 

2）、管道尾部弯向地面：水流出流弯向地面时，可使水流在冲击地面时消耗一部分能量，且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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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超声管道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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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流易与周围水体充分混掺，从而实现快速稳流的目标； 

3）、设立稳水池：较大的水体可以吸收更多的射流余能,本系统设置了一个10m×4.69m×1.8m的

稳水池； 

4）、在渠首部位设置双层砖砌花墙：设立花墙可以增大阻力，消杀水流的余能，此外花墙还可以

起到均流的作用 

5）、测试段前设置稳水渠道：足够长的稳水渠道可为水流提供较长的流速调整空间，利于在测试

段形成均匀流，本系统设置了15m长的稳水渠道。 

3.3 渠道设计  渠道设计时主要考虑制作精度、耐久性、明渠超声流量计安装便利等问题。经比较分

析认为，虽然从制作精度上有机玻璃更优，但其易变形，耐久性差，因此采用砖混结构制作。砖混结

构自身具有耐久性良好，变形小等特点，为此在渠道设计和制作上主要考虑制作精度和仪器安装便利

等方面，具体措施如下： 

1）、为了保证渠道来流量和测量段测得的流量相等，在制作渠道（包括上游稳水池）时均设置了

防水层，避免渗漏。 

2）、渠道制作时需保证横向水平，竖向垂直。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砌制水槽时，先安装了有机玻

璃导轨，安装间隔为1m，而后沿导轨多层抹水泥灰制作而成。水槽的定型操作均设置于防水层内侧，

以避免破坏放水层，影响防渗效果。 

3）、为便于明渠超声流量计的安装，特别设计平板型换能器基座，该基座均布设于渠道测试段预

留的凹槽内，并保证外表面与渠道立面共面。换能器安装槽可从基座上向上拉出。  

4）、为保证两侧对应高度的换能器能良好对应，特设计了铝制连杆及激光器进行安装控制。 

5）、除在渠道制作上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制作精度外，为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在渠道及水流相

关参数的几何测量上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几何参数测量采用的是FARO机械测量臂，测量结果通过

Polyworks软件以三角网的形式取多点进行拟合，如此即可得到最终的墙面和底面，渠道宽度随即即可

获得。FARO机械测量臂和Polyworks软件进行几何参数测试的示意图如图4所示。水深的测试则通过超

声波液位仪进行测定。 

 

图4 FARO机械测量臂和Polyworks联合进行几何参数测量示意图 

3.4 尾流设计  尾流设计主要目标为宣泄水流、避免回流影响，且可在水槽运行过程中适当调节水槽

内水位。根据这一目标在水槽末端设置尾门，尾门后设置0.4cm高的跌坎，使尾流形成跌流，避免回水

影响。 

由于明渠超声流量计是通过测量不同水深处流速后通过积分计算求得明渠流量，因此，为避免尾

门对测试段流速垂向分布的影响，本系统设计了由垂向多栅条构成的错动开关尾门。该尾门由定门和

动门两叶组成：定门总宽度为2.1m（含两侧嵌入墙体的部分），栅条宽度为95mm，共由11条栅条组成，

栅条间距为95mm，从中间向两侧顺次排开，为尾门的上游门叶；动门的总宽度为1.81m，栅条宽度亦为

95mm，共由10条栅条组成，栅条间距为95mm，为尾门的下游门叶。动门的下游面和底面装有滚动装置，

以便于水槽在高水位运行时仍可进行开关操作。尾门的示意图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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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尾门门叶示意图 

4 试验系统的测试 

为测试本试验系统的有效性，分别对CM公司和SR公司提

供的明渠超声流量计进行了测试。其中，CM公司提供的明渠

超声流量计（下称CM流量计）即为在实际中应用的装置，换

能器较大，如图6a所示；SR公司提供的超声流量计（下称SR

流量计）是为本试验专门定制而成，其换能器明显缩小，但

相对于渠道断面有一定回缩，如图6b所示。 

对于CM流量计，流量值采用集成于其采集系统内部的积

分模型得到的最终流量输出值；对于SR流量计，则是通过数

据二次处理得到的，即通过采集仪表采集时间、水位、每个

声道超声逆流和顺流传播的时间、声道工作状态等参数，而

后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每个声道的线平均流速，再由通用

的ISO积分模型
[7,8]

计算得到最终的流量测值。典型的测试结

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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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tV 、 iV 和 1V 分别为顶层水体、中间层水体和底层水体的平均流速； iV 为第i层声道测试的平均

流速；下标i表示使用的换能器对数，i=1，2…t； sk 和 Bk 分别为顶层系数和底层系数；f为适应性函

数，体现中间层水体对顶层水体的影响。 

表1 SR流量计和CM流量计测试结果对比 

工况 标准流量 SR 流量计 CM 流量计 

2100

1
3
8
0

定门门叶 动门门叶

1810

        

      （a）                 （b） 

图 6 明渠超声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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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h) 水位 

(m) 

实测流量 

(m3/h) 
误差 

水位 

(m) 

实测流量 

(m3/h) 
误差 

工况 1 1412.793 0.8483 1420.516 0.55% 0.8507 1406.850 -0.42% 

工况 2 1409.442 0.8493 1421.069 0.82% 0.8517 1407.773 -0.12% 

工况 3 1404.922 0.7007 1422.051 1.22% 0.7052 1425.198 1.44% 

工况 4 1350.775 0.5293 1362.917 0.90% 0.5313 1367.373 1.23% 

工况 5 3601.125 0.9328 3613.382 0.34% 0.9337 3610.058 0.25% 

 

表1的测试结果显示：SR流量计的测试值相对稳定，在5个典型工况中，测试值均比标准值高，误

差范围为0.34~1.22%；CM流量计得到的测试值稳定性略差，个别工况下测试值低于标准值，个别工况

下测试值高于标准值，误差的变动范围为-0.42~1.44%。然而从两套明渠超声流量计的测试结果可以看

到，误差均已控制在了1.5%以内，即已经达到目前该流量计宣称的最高精度。说明该套测试系统可为

明渠超声流量计提供优良的水流条件。此外，工况5的流量已经超过3600m
3
/h，水位已达0.93m，系统

运行正常，满足最初的渠道运行范围设计。总的来说，本试验系统可为明渠超声流量计进行进一步的

误差因素分析及精度提升研究提供支持。 

5 结论 

明渠超声流量计是目前最常用的明渠流量计之一，稳定性和适用性良好。近年来随着水资源管理

渐趋精细化，对流量测量的精度也日渐提高。为分析明渠超声流量计流量测量的影响因素，进而探究

提高明渠超声流量计测流精度的研发方向，本文针对性地设计了一套试验系统：在供水方面，采用高

水箱间接供水，借用平水栅使入流更加平稳；在稳水方面，设计了双管入流、稳水池、双层花墙、15m

长的稳水渠道等，使得水流在流至测试段时接近恒定均匀流，满足测试的基本条件；在渠道建造方面，

设置防水层，借助导轨多层抹制而成，渠道尺寸的校核和计算采用专用的几何测量设备FARO机械测量

臂和配套处理软件Polyworks，换能器基座安装采用铝制连杆及激光进行控制；在尾流控制方面，为避

免回水影响，设计了0.4m跌坎，并专门设计了可滑动的竖直栅条式尾门。测试结果显示：SR流量计和

CM流量计均达到了其目前的最高精度，说明试验系统可提供优良的水流条件；此外，系统的最大过流

流量超过3600m
3
/h，最大水深达0.93m，可满足测试范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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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ystem for Test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ecision of 

Ultra-Sonic Flow Meter in Open Channels 

Zhigang Wang1，Heming Hu2，Dong Zhang1，Dejun Zhu3，Hongwei Zhang1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2.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rology，Beijing 100019，China; 

3.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Precise flow rate measurement in open channels is regarded as the base of 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Ultra-sonic flow meter is one of the most used types of flow 

meters in open channels. It has good st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However, the precision could be improved 

further. In order to stud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ecision of flow measurement and then the way how 

to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ultra-sonic flow meter, a specific experiment system was designed. In this 

system, the water supply, flow stability, flume construction and tailwater dealing were all designed 

targetedly.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low rate could be as large as 3600m3/h and the water level could get 

up to 0.93m. The inflow was stable, and could supply stable and uniform flow conditions for flow measuring 

by ultra-sonic flow meter. In a word,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could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ultra-sonic 

flow meter's testing in open channels. 

Key words: experimental system; ultra-sonic flow meter; open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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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渠超声流量计测流精度影响因素试验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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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文字例：准确的明渠流量计量是进行跨流域调水及水资

源管理的基础。明渠超声流量计是目前最常用的明渠流量计

之一，稳定性和适用性良好，但精度尚有提升的空间。为系

统研究明渠超声流量计测流精度的影响因素，探究提高明渠

超声流量计测流精度的研发方向，本文设计了一套专用试验

系统。在该系统中，从供水方面、稳流方面、渠道建造方面、

尾流方面等均针对性地进行了设计。结果显示：该测试系统

可通过最大 3600m3/h 的流量，水位可达到 0.93m，渠道水

流平稳，可以为超声明渠流量计测流形成恒定均匀的水流条

件，满足对明渠超声流量计进行测流精度影响因素试验研究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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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系统；超声流量计；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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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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农村河道受污染水体中试研究 

吴雷祥*，刘玲花，周怀东，刘来胜，吴佳鹏，霍炜洁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8) 

摘要：针对我国农村污染河道水体有机物和氮磷污染特征，开展了中试规模的生物接触氧化技术室外模拟试验。

控制参数优化试验结果表明：气水比6:1-8:1、CODCr容积负荷0.1-0.5 kg/(m
3
·d)、水力负荷6-18m

3
/d时，模拟系统

对CODCr和NH4
+
-N有较好的去除效果；CODCr容积负荷、水力负荷与CODCr和NH4

+
-N去除率呈负相关关系。较优工况下，

2#装置（组合填料）对CODCr、NH4
+
-N、TN、TP的去除率分别超过74.87%、78.37%、34.39%、44.69%，优于1#和2#

（弹性填料和悬浮球填料），装填填料对各污染物的去除率提高20-30%。中试系统在夏季易出现藻类滋生和管线

堵塞等问题，增加避光遮阳网和优化系统设置的解决方法对工程实践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生物接触氧化；受污染河水；填料；控制参数；中试试验 

中图分类号： X52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集镇、新村集中，与城市

相比，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农村水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1]
，试点村庄984

个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45.3%，超标指标主要为COD、NH4
+
-N、

TP。 

生物接触氧化法是一种成熟的好氧生物处理工艺，利用附着于生物填料上的生物膜进行新陈代谢

作用，消耗水体中的有机物和营养元素，实现对水体的净化。国外生物接触氧化技术研究和应用起始

于二十世纪初，目前广泛用于废水处理和给水前处理
[2]
。在国内，该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污水及高负

荷生活污水处理
[3,4]

，并形成了规范
[5]
。90年代后，该技术逐渐运用于给水水源处理

[6-9]
。近年来，由于

运行成本低、抗冲击负荷、出水水质好等优势，该技术也逐渐应用于受损河道水体净化。国内研究人

员在快速启动和挂膜特性
 [10-12]

、填料优选及污染物去除效果
[13-16]

、分段进水方式强化氮磷去除
[12,17,18]

、

温度对工艺运行的影响
[19,20]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小试试验，明确了该技术应用于河道水体净化的可行性，

研究了该技术的影响因素及污染物去除特性，并进一步在丁山河、大清河和梁滩河等地
[21-23]

开展了技

术示范。从研究结果看，该技术应用于受损河道水体净化效果显著，但存在小试和技术示范处理效果

差别较大，且缺乏系统的运行控制参数的问题。 

本研究针对农村受污染河道水体污染特征，结合农村经济能力，通过开展中试规模的模拟试验研

究，优化生物接触氧化技术运行控制参数，研究不同填料较优工况运行时对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并对

中试运行过程出现的问题给出初步解决方法，为该技术应用于我国农村受损河道水质净化的系统构建

及运行调控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收稿日期：                             论文已投稿于《农业工程学报》，在审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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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雷祥（1982-），男，山东莒南人，工程师，工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水生态修复与水污染控制技术。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100038。Email：leixiangw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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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装置  本试验在室外露天进行。共设置4组模拟河道装置，长宽高尺寸为4000*750*1100mm（含

150mm泥斗），采用PVC板材焊接，外侧使用方钢框架加固，并放置于方钢焊接的支架之上。采用高位

水箱作为配水池，高位水箱尺寸为1000*1000*1000mm，容积1000L，由PVC板焊接而成，置于尺寸为

1050*1050*1500mm的方钢支架之上。河水经由水位计控制的潜水泵泵入高位水箱，使用计量泵作为加

药装置，与潜水泵同步启动，将配好的药液随河水一起泵入高位水箱。河道装置中装填悬浮填料，底

部铺设PVC管（Ф16mm）作为曝气管，其上每隔15cm开1个曝气孔，为了提高曝气的均匀性，采用中间

小，两头大的孔径布置，中部孔径1.5mm，两侧孔径为2mm。通过鼓风机供气，进气口位于曝气管中部。

曝气量通过气体流量计调节，曝气间隔由时间控制器控制，进水流量通过流量计调节，装置尾部设置

溢流出水堰以及出水口。试验装置示意图见图1。 

 

图 1 试验装置 

作为空白对照，1#模拟装置不装填填料。综合考虑经济性、易获取性、污染物去除效果，选用弹

性填料、组合填料、悬浮球填料（内为蛇皮丝）分别装填于2#、3#、4#装置，填料装填高度800mm，间

距150mm，束距80mm，反应器分别装填填料125串。填料直径皆为150mm，弹性填料、组合填料、悬浮球

填料、蛇皮丝的密度和比表面积分别为1700、560、1180、980 kg/m
3
和310、380、560、106 m

2
/m

3
。 

2.2 试验用水和污泥特性  使用北京市昆玉河河水配水作为试验用水。根据研究需要，向原水中加入

NH4Cl、KH2PO4、甲醇、KNO3等化学试剂，以达到模拟农村河道受污染水体的目的。中试试验期间，试

验用水（进水）水质情况如下：ρ(CODCr)为21-147 mg/L，ρ(NH4
+
-N)为3.45-7.55mg/L，ρ(TN)为

4.38-11.54mg/L，ρ(TP)为0.12-0.70 mg/L，浊度为5-40度，ρ(DO)为2.9-5.1 mg/L。 

接种污泥取自北京某部队污水处理站二次沉淀池活性污泥，其质量浓度为5.46g/L。 

2.3 检测项目与分析方法  DO、PH、水温，使用YSI（型号PRO plus）便携式水质分析仪现场检测；NH
+
4-N

采用纳氏比色法、NO3
-
-N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TN采用碱性过硫酸钾分光光度法、TP采用钼锑抗分光

光度法、CODCr采用HACH快速密闭式催化消解法。 

2.4 运行方式  试验过程中，河道模拟装置中水深为90cm，有效容积为75*90*400cm=2700L。 

采用先间歇培养后连续培养的方式，当COD和NH4
+
-N去除率稳定时，认为填料挂膜成功，反应器处

于稳定运行状态，挂膜启动阶段持续33天，连续培养阶段每天对装置进出水取样监测1次。其后开展运

行参数的优化试验研究，其中，气水比、CODCr容积负荷和水力负荷试验分别进行32天、44天和39天，。

在较优工况下，进行装填不同填料的装置对污染物净化效果研究，每2天采集样品监测1次，共进行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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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1 挂膜及启动  接触氧化试验启动阶段，采用先间歇培养后连续培养的方式，其具备挂膜速度快，

得到的生物相稳定，反应器对进水水量和水质的变化适应性强，抗冲击的能力好的优势
[24]

。当COD和

NH4
+
-N去除率稳定时，认为填料挂膜成功，反应器处于稳定运行状态。 

第1阶段，间歇式培养阶段。将接种污泥加入模拟河道装置，厚约2cm，通水至水深90cm，对反应器的

全部区域连续曝气，流量为5m
3
/h。闷曝12h后静置1h，排空装置中污水，随出水流出的污泥经沉淀后

重新投入模拟装置，共运行4个周期。本部分试验在3天内完成。每个周期结束时，监测的装置中CODCr

和NH4
+
-N的去除情况。 

 

 
图2 间歇培养阶段进出水CODCr和NH4

+
-N浓度变化 

由图2可见，在生物膜间歇培养的4个周期内，反应器对污染物的去除能力增强，污染物的去除率

逐渐升高。其中，1#装置对CODCr去除效率由11.27%上升到36.62%，2#-4#装置由30.46%-37.50%升高到

65.11%-69.11%。NH4
+
-N变化趋势和CODCr类似，2#-4#装置去除率由8.27%-10.71%上升到33.97%-36.79%，

明显高于1#（5.26%升至21.03%），说明增加填料对污染物去除有显著作用。3#装置对CODCr和NH4
+
-N去

除效果好于2#和4#，但差别不大。间歇培养后，肉眼明显观察到污泥附着在填料表面的厚度在增加，

颜色在变深，出水逐渐清澈。此时对CODCr和NH4
+
-N的去除效率低于王曼

[10]
的接触氧化试验结果，尤其

是NH4
+
-N的去除率，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本试验使用的悬浮填料，主要靠其上附着的微生物的降解

作用，而王曼等的试验中装填了大量的火山岩和砾石，填料本身对有机物和NH4
+
-N具有一定的吸附效

果。 

第2阶段，采用连续流方式培养。连续进水和曝气，控制DO浓度在5mg/L，并逐渐提高进水负荷。

本阶段试验连续进行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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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连续培养阶段进出水 CODCr和 NH4

+
-N浓度及去除率 

由图3可见，进水ρ(CODCr)为30-81mg/L，ρ(NH4
+
-N)为3.55-7.05mg/L，1#-4#装置出水ρ(CODCr)

分别为21-45、13.7-24、8-29、13-29mg/L，ρ(NH4
+
-N)分别为3.47-5.13、1.27-4.45、1.09-4.33、

1.75-4.70mg/L，CODCr平均去除率分别为36.50%、60.09%、66.89%、60.05%，NH4
+
-N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23.34%、53.38%、57.10%、52.38%。在前5天内，各反应器对CODCr和NH4
+
-N的去除效率上升很快，在第

12天时，对CODCr去除率基本能达到稳定的水平（60%以上），对NH4
+
-N的去除率也较高（65%）。在第

19天时，对NH4
+
-N的去除率达到稳定的水平（70%以上）。反应器对NH4

+
-N的去除率相对较低，这主要

是温度较低造成的。运行至第13天的时候，进水管道内生长了大量鼻涕状物质，堵塞了进水管道，CODCr

和NH4
+
-N的去除率皆降到了40%以下。这可能是由于进水量急剧减少造成有机物、营养盐等的不足影响

了微生物菌群系统生存环境，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污染物去除效率。清理流量计和管道后，进水系统运

行恢复正常。5天后，系统对CODCr和NH4
+
-N的去除效果达到了稳定水平。第21天时，潜水泵钢丝滤网部

分破碎，小鱼进入系统并使4#液体流量计卡滞，4#装置进水受到影响，导致对污染物的去除率降低，

清理后3天恢复正常。 

3.2 运行参数优化  采用2－2（小时）间歇曝气方式，分别进行气水比、容积负荷、水力负荷等运行

控制参数优化试验研究，为接触氧化技术应用于河道受污染水体治理的运行过程提供技术支撑。此阶

段试验持续4个月。 

3.2.1 气水比  气水比是生物接触氧化技术应用设计当中的关键，对处理效果的好坏和工程投资、

运行费用大小起决定作用。进水流量为500L/h，系统运行稳定后，分别以气水比2:1、4:1、6:1、8:1、

10:1进行本阶段试验，每隔3天调节1次，每个比例持续4天，本部分实验持续3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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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气水比时CODCr和NH4
+
-N的去除效果 

由图7可见，进水ρ(CODCr)为33.7-54.0mg/L、ρ(NH4
+
-N)为3.98-5.5mg/L，出水ρ(CODCr)为

10.5-21mg/L、ρ(NH4
+
-N)为0.83-1.32mg/L，CODCr和NH4

+
-N的去除率分别为62.53%-78.21%、

72.33%-83.30%，平均去除率分别为70.36%、78.27%。随着气水比的增大，CODCr去除率呈先升高后降

低的趋势，6:1时去除效果最好（平均为75.97%），但总体上都能维持60%以上的较高水平。与CODCr的

变化类似，NH4
+
-N的去除率随气水比的增大，呈先增大后降低的趋势，在8:1时达到最高（平均为81.71%）。

这可能是由于较高的曝气量有利于硝化菌生长，更有助于NH4
+
-N发生硝化反应而减少，且曝气吹脱作

用对NH4
+
-N去除起积极作用；气水比8:1时DO浓度已满足微生物生长需要，曝气量的进一步增大对NH4

+
-N

削减不明显。试验进行到第13天（气水比8:1第一天），对污染物的去除效果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可

能是由于当天出现了一次降雨过程，温度较大幅度下降（8度）造成的。 

3.2.2 CODCr容积负荷  CODCr容积负荷是接触氧化工艺的一个重要参数，它集中反映了进水中有

机物浓度和水力停留时间对生物处理过程的综合影响。保持进水流量500L/h，气水比8:1，系统稳定运

行后，通过改变计量泵加药量调节系统CODCr容积负荷分别为0.1、0.2、0.3、0.4、0.5、0.6、0.7 

kg/(m
3
·d)，每隔3天调节1次，每个负荷监测4天，本部分试验持续44天。 

 
图5 不同CODCr容积负荷时CODCr和NH4

+
-N的去除率变化 

由图5可见，CODCr进水负荷由0.102kg/(m
3
·d)增至0.706 kg/(m

3
·d)的过程中， CODCr和NH4

+
-N去

除率分别为65.31%-79.52%、69.09%-84.07%，平均分别为73.88%、76.65%。CODCr和NH4
+
-N的去除率虽

然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与CODCr容积负荷呈负相关关系；CODCr容积负荷为0.1-0.5 kg/(m
3
·d)

时，CODCr和NH4
+
-N的去除率相对较高，分别维持在74.76%和76.32%（平均值）以上，这也说明了生物

接触氧化技术抗污染负荷的特点。CODCr容积负荷较小时，CODCr和NH4
+
-N去除率变化不明显，分析出现

上述结果的原因认为：当容积负荷在一定范围内升高，有利于污水中保持相对较高的有机物浓度，使

得占有优势的易养菌新陈代谢作用旺盛，有利于污染物生物降解。这和张雅等
[16]

以山东省小沙河污水

为处理对象的小试研究具有类似的结果。当CODCr容积负荷增大至某一值时，可能会使易养菌成为反应

器中的优势菌种，从而明显抑制硝化反应，降低NH4
+
-N的去除率

[25]
。本试验中，CODCr容积负荷最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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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mg/L，变化范围相对较小，并未达到足以导致异养菌成为优势菌种的程度，故硝化反应未受到明显

抑制，NH4
+
-N的去除率降低较小。 

3.2.3水力负荷  进水ρ(CODCr)为45.8-54.3mg/L，ρ(NH4
+
-N)为3.045-3.812mg/L，维持气水比为

6:1，系统稳定运行后，调节进水流量分别为6、12、18、24、30、36m
3
/d，每隔3天调节1次，每次监

测4天，本部分试验持续39天。 

 
图6 不同水力负荷时CODCr和NH4

+
-N的去除效果 

由图6可见，随着水力负荷升高，CODCr和NH4
+
-N的去除率明显降低，二者呈负相关的关系。流量在

6-18m
3
/d时，CODCr的去除率维持在较高水平（69.10%-80.28%），随着水力负荷的进一步增大，去除率

下降明显，至流量20 m
3
/d以上，已低于60%，至本试验的最大流量36m

3
/d，已降至35%左右。NH4

+
-N去

除率的变化趋势与CODCr基本一致。彭福全
[14]

等以昆明大清河受污染水体为研究对象，得到的水力负荷

与污染物去除效果的关系与本研究结果有相似趋势，但其对污染物去除率随水力负荷的变化相对更剧

烈。分析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认为：该研究采用的模拟装置规模较小，过水断面面积仅为0.12m
2
，更

易受到水量的影响。 

3.3 较优工况运行时污染物去除效果  通过液体流量计控制进水流量为12m
3
/d，采用2－2（小时）间

歇曝气方式，气水比为8:1。此阶段试验共进行15天，监测装填不同填料的模拟装置对CODCr、NH4
+
-N、

TN、TP的去除效果。在此阶段，在模拟装置水面下15cm处测得的ρ(DO)为3.5-7.2mg/L，PH为6.7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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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较优工况运行时污染物去除效果 

由图7可见，进水ρ(CODCr)为49.5-62.3mg/L、ρ(NH4
+
-N)为5.86-7.55mg/L、ρ(TN)为

9.88-11.54mg/L、ρ(TP)为0.628-0.702 mg/L，各污染物负荷相对稳定。在反应初期，各装置对系统

中CODCr、NH4
+
-N、TN、TP的去除率变化趋势基本相一致，在第5天时达到较高的去除水平，其后保持较

为稳定的状态。稳定状态时（第5天-15天），1#-4#装置对CODCr去除率分别为37.94-47.87%、

68.51-74.28%、72.12-78.85%、65.56-75.98%，平均为43.37%、72.58%、74.87%、70.14%；对NH4
+
-N

去除率分别为30.03-31.80%、71.84-79.79%、75.26-81.15%、68.26-74.82%，平均为30.89%、76.47%、

78.37%、71.42%；对TN去除率分别为9.31-15.71%、29.76-36.84%、28.74-41.55%、26.01-36.16%，平

均为11.59%、34.76%、34.39%、31.06%；对TP去除率分别为10.81-17.67%、42.08-50.20%、38.22-49.80%、

34.36-45.72%，平均为14.46%、45.67%、44.69%、41.02%。在第11天时，经历了一次降雨过程，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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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CODCr、NH4
+
-N、TP、TN的去除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之后2天内恢复到降雨前水平，受到的影响相

对较小。 

上述进水负荷及中试试验条件下，出水CODCr、NH4
+
-N、TN、TP浓度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排放标准，CODCr、NH4
+
-N浓度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规定的III类水标准。2#、3#、4#装置对CODCr、NH4
+
-N、TN、TP的去除效果明显好于1#，平均去除率高

20-30%，说明装填填料对污染物去除具有明显强化作用。3#模拟装置（组合填料）对CODCr、NH4
+
-N、

TN、TP的去除率分别稳定在74.87%、78.37%、34.39%、44.69%以上，优于1#和2#（弹性填料和悬浮球

填料），但相差不大。相较于CODCr和NH4
+
-N的高去除率，TN和TP的去除率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由于系

统中DO浓度较高，好氧环境不利于TN和TP的去除。李璐
[19]

采用接触氧化工艺在大清河进行水质净化试

验研究，其在丰水期对TP的平均去除率为55%，高于本试验中的44.69%，这主要是由于该试验水力负荷

相对较低，且存在污泥回流（回流比200%），对氮、磷去除强化作用明显。 

3.4 中试运行过程出现的问题  本研究设计的中试模拟河道装置规模大，日处理水量接近农村小型河

道沟渠实际流量，中试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在河道原位修复或旁路系统对工程实践具备

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试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8-9月份，伴随夏季高温，模拟河道装置中滋生大量藻类，以

水棉为主，对水体净化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水体有腥臭味，而且水棉死亡后将带来二次污染。（2）

输水管中微生物繁殖迅速，产生大量鼻涕状粘稠物质，造成输水管线及过滤网堵塞，影响系统正常运

行。（3）进水口滤网破损，水草及垃圾堵塞进水口，导致潜水泵功能故障；水草、小型鱼类进入系统，

卡滞液体流量计。 

解决方法：在模拟装置上方加盖避光遮阳网，有效控制了藻类滋生问题，水棉明显减少；进水口

外设置了进水格栅、钢丝过滤网，更换了大口径的输水管并设置了管线坡度，避免了输水系统堵塞问

题。 

4 结论 

（1）启动阶段，采用先间歇培养后连续培养的方式，在第12天时，对CODCr去除率基本能达到稳

定水平（75%以上），在第19天时，对NH4
+
-N的去除率达到稳定水平（70%以上）。 

（2）采用2－2（小时）间歇曝气方式，气水比6-8:1、CODCr容积负荷0.1-0.5 kg/(m
3
·d)、水力

负荷6-18m
3
/d时，模拟系统对CODCr和NH4

+
-N有较好的去除效果；CODCr容积负荷、水力负荷与CODCr和NH4

+
-N

去除率呈负相关关系。 

（3）中试系统较优工况运行时，采用2－2（小时）间歇曝气方式，进水流量486L/h，气水比为8:1，

DO浓度为3.5-7.2mg/L，PH为6.78-7.96，相较于空白对照，装填填料对各污染物的去除效率提高20-30%，

3#装置（组合填料）对CODCr、NH4
+
-N、TN、TP的去除率分别稳定在74.87%、78.37%、34.39%、44.69%

以上，优于2#和4#（弹性填料和悬浮球填料），但相差不大。 

（4）中试试验规模与处理水量大，易出现藻类滋生和管线堵塞等问题，对系统运行维护提出更高

的要求，通过增加避光遮阳网和优化系统设置的解决方法对工程实践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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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lot-test study on purifying contaminated stream water of the rural area 

in China by biological contact oxidation process 

Wu Leixiang, Liu Linghua, Zhou Huaidong, Liu Laisheng, Wu Jiapeng, Huo Weijie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biological contact oxidation process(BCOP) was applied in the pilot scale for lightly 

contaminated stream water of the rural area in China where the organic pollutant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nutrients were the main contaminant. The best operation and control parameters were the 

gas-water ratio of 6:1 to 8:1, the volumetric loading about CODCr of 0.1 to 0.5 kg/(m3·d), the hydraulic 

loading of 6 to 18m3/d, while that show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DCr volumetric 

loading and the hydraulic loading with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CODCr and NH4
+-N.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s, the removal rates of BCOP on the CODCr、NH4
+-N TN and TP in the system(2# with combination 

packing) were above of 74.87%、78.37%、34.39%、44.69% respectively, and the removal rates in the Channel 

simulator where the filling filled than the blank control were more than 20-30%, meanwhile, the removal 

rates of combined packing was better than soft and suspended plastic ball packing. The algae breeding and 

pipeline jam were occurred easily in the pilot-test in Summer, while there was the effective solution of 

adding sun-shade net and optimizing the system settings, which could be one way of resolution in the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Key words: biological contact oxidation; contaminated stream water; filling; control parameter; pilo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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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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农村河道受污染水体中试研究 

 

吴雷祥*，刘玲花，周怀东，刘来胜，吴佳鹏，霍炜洁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8 

 

摘要 

 

摘要文字例：针对我国农村污染河道水体有机物和氮磷污染

特征，开展了中试规模的生物接触氧化技术室外模拟试验。

控制参数优化试验结果表明：气水比 6:1-8:1、CODCr 容积负

荷 0.1-0.5 kg/(m3·d)、水力负荷 6-18m3/d 时，模拟系统对

CODCr 和 NH4
+-N 有较好的去除效果；CODCr 容积负荷、水

力负荷与 CODCr 和 NH4
+-N 去除率呈负相关关系。较优工况

下，2#装置（组合填料）对 CODCr、NH4
+-N、TN、TP 的

去除率分别超过 74.87%、78.37%、34.39%、44.69%，优

于 1#和 2#（弹性填料和悬浮球填料），装填填料对各污染

物的去除率提高 20-30%。中试系统在夏季易出现藻类滋生

和管线堵塞等问题，增加避光遮阳网和优化系统设置的解决

方法对工程实践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生物接触氧化；受污染河水；填料；控制参数；中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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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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数学模型 

赵慧明1，方红卫2，王崇浩1，池春青3 
(1.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48；  

2. 清华大学水利系 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4； 

3. 北京沃尔德防灾绿化技术有限公司，北京100048) 

摘要：近几十年，河流泥沙，尤其是由生物膜所引起的生物絮凝泥沙的运动输移，已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由

于可能对河流生态系统、水工建筑物、通航等造成影响，因此其在许多河流工程应用中都至关重要。本文着重耦

合泥沙运动输移模型及生物絮凝机理模型，构建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数学模型以预测富营养水生态系统中生物

絮凝泥沙的浓度及水位变化。模型中，通过求解一维非恒定流圣维南方程来计算水流，将生物絮凝视为导致悬浮

泥沙絮团粒径变化的主要因素，通过不饱和非均匀输沙（泥沙/絮团）方法来模拟生物絮凝泥沙的运动。利用文献

数据和室内水槽实验来验证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数学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表明所构建的一维

数学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生物絮凝泥沙的输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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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过去几十年，由微生物活动所导致的泥沙生物絮凝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5]

。研究表明，生物

絮凝泥沙由泥沙及生物膜网络所组成，呈现出复杂的物理絮凝体结构。生物膜包裹泥沙颗粒并渗透于

孔隙之中，成为泥沙絮体主要的物理桥连机制，并对生物絮凝泥沙的表面积、结构特征和力学性能等

产生影响
[6,7]

。生物絮凝通过改变絮体的密度、孔隙率、沉降速度和表面积等从而改变了泥沙的动力特

性
[8]
。微生物过程在泥沙运动力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水动力机制内经常以相当复杂的方式发生许多

由微生物及其分泌物生物膜所介导的地球化学和生物过程。对生物膜影响泥沙运动力学的日益关注增

强了对可以描述生物絮凝泥沙输移特性的理论模型的需求，然而目前很少有研究能够明确的从絮体尺

度去耦合泥沙和生物膜动力学，因此在泥沙颗粒和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留下很大一片空白。耦

合泥沙和生物膜动力学成为研究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受生物膜影响的悬浮泥沙输移规律和作用意义的

重要目标。 

本文构建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的一维数学模型，着重于悬移泥沙运动输移理论与生物絮凝机理

的耦合及验证，旨在模拟富营养水体中生物絮凝泥沙的运动输移规律并计算泥沙生物絮凝体粒径和密

度的变化。模型中，通过求解一维非恒定流圣维南方程组来计算水流，采用Preissmann四点偏心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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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格式对圣维南方程组进行数值离散；将生物絮凝视为导致悬浮泥沙絮体性质变化的主要因素，采

用BFLOC（Bio-flocculation Model）方法
[9]
来模拟计算泥沙生物絮凝体粒径和密度的变化；通过不饱

和非均匀输沙方法来模拟生物絮凝泥沙的运动，每一断面的含沙量不一定刚好等于其水流挟沙力，即

不一定处于饱和输沙状态。最后，采用文献数据和室内水槽实验来完成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数学模

型的验证。 

2 模型方程及原理 

2.1 水流方程  圣维南方程组是水流运动模型中最常用的一维非恒定流控制方程，其水流连续方程和

运动方程为：床变形方程分别如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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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为水流流量；A为过水断面面积；q为支流入流单宽流量；g为重力加速度；C（ 6
11

R
n

 ）为

谢才阻力系数；n为糙率；R为水力半径；Z为水位。 

对于上述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只有在极少数理想化的情形下，才能得到解析解。在实际情况下，

一般都必须采取数值方法，用有限个离散的网格点来逼近连续区域中无限个点，用这些结点上离散的

近似解来逼近准确解。这里采用Preissmann四点偏心隐式差分格式对水流方程进行数值离散，其特点

是围绕矩形网格中的一点M来取偏导数并进行差商逼近，获得连续方程和运动方程的差分形式后，将

其线性化处理并略去增量的乘积项，可得到两个线性化公式，利用循环计算式，在追的过程中可求得

一系列相应的系数Hj，Ij，Jj，Fj，Gj，而后在赶的过程中求出不同计算节点的流量
1n

jQ 和水位
1n

jZ 。

圣维南方程组的数值离散方法在文献[10]中有详细描述。 

2.2 泥沙方程  对于悬移质输移，采用非饱和非均匀输沙方法计算[11,12]（其中由于河道一般以对流运

动为主，这里忽略扩散项的影响）。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每一断面的含沙量不一定刚好等于其水

流挟沙力，即不一定处于饱和输沙状态，同时还考虑了冲淤过程中悬移质粒配和床沙粒配的沿程变化，

这种考虑是比较符合实际和比较全面的。 

泥沙连续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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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为断面平均含沙量；x 为断面间河段长度； *S 为断面平均挟沙力； 0Z 为河床高程；B 为河宽；

 为泥沙恢复饱和系数；为泥沙（絮体）的沉速。 

按河床冲淤守恒关系，河床变形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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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是冲刷或淤积泥沙的干密度。 

悬移质泥沙挟沙力引入张瑞瑾挟沙力公式[1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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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式中，U 为断面平均速度；R 为水力半径，对于宽浅河道可用平均水深 H 代替；K（＝0.245）及 m（=0.92）

分别为挟沙力系数与指数。公式（3）~（5）中的为泥沙(絮体)的沉速，对单纯的泥沙颗粒或絮体都

适用，因此在此处未使用下标标注。 

对于非恒定输沙的泥沙连续方程（3），采用特征线方法求解该非恒定一阶偏微分方程可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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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下标 0 表示河段进口断面变量， x 为断面间河段长度。 

本文模型着重考虑生物絮凝对泥沙输移的影响，故将生物絮凝视为导致泥沙絮凝变化的主要因素。

上述方程中泥沙絮团沉速的计算，采用方红卫等（2012）推导的泥沙生物絮凝体的沉降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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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 为泥沙颗粒在无限静水中的沉速； 0d 为泥沙颗粒粒径； f
为泥沙生物絮凝体的沉速；

fd 为

泥沙生物絮凝体的粒径；W 为水体密度；S 为泥沙颗粒密度； f
为泥沙生物絮凝体的密度； 0DC 为

光滑球体阻力系数；
DfC 为泥沙生物絮凝体阻力系数。泥沙生物絮凝体的沉速公式中，涉及到泥沙絮

体粒径和密度因生物絮凝而发生的变化，引入专门的生物絮凝模型进行计算，如2.3节所述。 

2.3 生物絮凝计算  关于泥沙絮体在输移过程中粒径和密度因生物絮凝而变化的计算。此处引用

Federico Maggi改进的BFLOC模型 [9]，将泥沙生物絮凝体分成泥沙和生物膜两部分，结合分形维数的理

论，模拟粘性泥沙絮凝模型，分别计算两部分的絮凝变化。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总的泥沙生物絮凝体包括泥沙成分和生物成分两部分，各部分体积存在如下关系： 

                            
(8) 

式中，V 表示泥沙生物絮凝体的总体积，VS 表示絮体中泥沙部分的总体积，VB表示絮体中生物膜部分

的总体积， 表示絮体中生物膜的体积含量， 表示絮体中泥沙的体积含量。泥沙生物絮

凝体的密度  f
可表示为

B= (1 )    f S
，其中 B 和 S 分别为生物膜和泥沙的密度。 

假设泥沙生物絮凝体具有分形几何特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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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为絮体分形维数，本文中根据文献[9, 13]取为 2；
PL 和 3P Pv L 是泥沙生物絮凝体主要构建单

元的泥沙颗粒的粒径和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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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絮体的变化包括了泥沙部分的变化和生物膜部分的变化，即 

                               
(10) 

由于泥沙和生物膜组分具有粘结性， 和 项均有聚集和破裂的过程，即絮体体积由于悬移

泥沙和生物膜的聚集而增加，由于它们的分离而减小。此外，絮体体积也会因微生物自身的生长和死

亡而增加或减小，这点包含于 项中。 和 定义如下： 

项的变化速率可通过差分链 的转化及絮凝体的粒径 L 来表达。其中，差分式

(8)可得 (1 ) SdV dV

dV dL
，差分式(9)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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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由于泥沙的聚集和破裂而导致的絮体粒径的

变化速率，采用粘性泥沙絮凝模型[13] 4 3/2 3 2( )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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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是泥沙生物絮凝体中泥沙部分的质量浓度， 是泥沙生物絮凝体中生物膜的质量

含量，C 是悬移泥沙生物絮凝体的浓度； 是泥沙生物絮凝体中泥沙的体积含量； 为紊动剪切

速率； 和 分别为絮凝和破坏速率，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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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和 分别为无量纲的絮凝和破坏计算系数； 为水的动力粘度系数； 为絮体强度，一般

根据经验取为常数[14]； f
为泥沙生物絮凝体的平均密度。 、 和 的计算方法在文献[14]中有详

细描述。 

生物膜的变化速率 可写成与公式(18)所用的差分链相似的形式，即  B B B

B GD

dV dV dVdV dL

dt dV dL dt dt

。

其中， 项用于描述生物膜体积由于微生物细胞自身的生长和死亡而产生的变化，采用 Logistic

方程[14]来描述。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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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是泥沙生物絮凝体中生物膜部分的浓度， ； [15]为生物膜生长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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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最大指定生长速率， 为营养浓度（本文采用生化需氧量来衡量）， 为

半饱和浓度；K 为泥沙生物絮凝体携带生物膜的能力，
，
β 为泥沙生物絮凝体携带

生物膜的能力系数。 

3 模型率定和验证 

3.1 生物絮凝模型验证及参数敏感性分析  对于计算生物絮凝泥沙粒径变化的模型，文献[9]已进行相

应验证。 

实验数据于 2003 年 9 月 8 日取自比利时 Zeebrugge 处的北海区，采用光散射浊度传感器（OBS）

量测水体浊度，换算得到悬浮颗粒物的浓度(SPM)，Acustic 多普勒海流剖面仪（ADCP）量测流速剖

面以计算紊动剪切速率，激光原位散射和透射仪（LISST）量测絮体尺寸，测得数据如图 1 所示。 

 

图 1 Zeebrugge 处测得的悬浮物浓度 SPM、紊动剪切速率 G 和絮体平均粒径 L[9] 

 

计算时，测得的 SPM和紊动剪切速率 G同时作为输入参数以确定模型系统，絮体大小 L用于率定

和验证。计算时采用的相关参数值（已率定）如表 1所示： 

表 1 生物絮凝模型参数值 

参数 单位 数值 参数 单位 数值 

'

ak  [-] 0.189 W  [kg·m
-3
] 1015 

'

bk  [-]10
-6
 11.41 S  [kg·m

-3
] 2650 

max  [s
-1
]10

-4
 6.586 B

 [kg·m
-3
] 1025 

mk  [M]10
-6
 1.159 yF   [N]10

-11
 3 

  [-] 0.226 d  [-] 2 

pL  [ ] 2 )0(SV  [mm
3
] 210

-8
 

)0(  [-] 0.04 )0(BV  [mm
3
] 110

-8
 

N  [M]10
-6
 20    

 

验证结果如图 2所示，可知该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泥沙生物絮凝体的粒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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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FLOC 模型的验证结果 

为测验 BFLOC 模型中生物膜对泥沙生物絮凝的影响大小，将模型参数中泥沙生物絮凝体中的初

始生物膜量设定为 0，即 )0( 和 VB(0)均为 0，计算泥沙生物絮凝体的粒径变化，与原参数情况下模型

计算值对比，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两种情况下絮体粒径的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粒径

大小差异较大，模型对该参数较为敏感，说明生物膜量在泥沙生物絮凝过程中对泥沙絮体粒径影响较

大，这与生物絮凝作用机理中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胞外聚合物架桥理论相吻合。 

 

图 3 BFLOC 模型参数敏感性验证 

 

3.2 生物絮凝泥沙输移模型的率定和验证  通过室内水槽实验来模拟生物絮凝泥沙的运动输移，并利

用测得的实验数据对生物絮凝泥沙输移特性一维模型进行率定和验证。 

实验用沙取自北京市官厅水库库区底泥，取样后经过清洗、烘干并用 400 号筛去除杂质与较粗粒

径的泥沙。图 4 为实验用沙的级配曲线，其中值粒径约为 0.028mm。 

 

图 4 实验用沙的级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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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水槽结构如图 5 所示，实验水槽主要分成窄段、渐变段和宽段三部分，可分别侧重于泥沙的

冲刷和淤积。其中，窄段长 L1=6m，宽 b1=33cm；过渡段长 L2=2m；宽段长 L3=6m，宽 b3=50cm。 

 

图 5 实验水槽示意图 

 

实验所用泥沙用按照表 2所示比例配置的营养液[16]浸泡两周，泥沙表面及孔隙之间生长有生物膜，

形成了生物泥沙絮体，其与干净泥沙的对比如图 6 所示，可知泥沙生物絮凝体与传统泥沙运动理论研

究中的泥沙絮凝具有较大的不同，其运动输移规律亦会有所改变。该培养条件下泥沙生物絮凝体中生

物膜的初始体积含量，可采用文献[17]中的公式计算，可得培养时间为 14d 时生物膜的体积含量为

12.1%，则其质量含量为 5.05%。 

表 2  营养液配比 

成分 葡萄糖 KH2PO4 NaHCO3 MgSO4 NH4Cl CaCl2 

施加量/(mg/L) 500 50 1 000 50 100 15 

 

    

(a) 干净泥沙                                             (b) 生物泥沙 

图 6 干净泥沙和生物泥沙对比 

 

实验分别按照 31.1 m3/h 和 21.8 m3/h 两种流量控制水槽水体进行循环，沿水槽窄段、渐变段和宽

段三部分等间距（相邻断面间距 2m）依次取不同位置处的 8个断面（图 5），待稳定后分别测其相应的

水位、垂向平均含沙量等相应数据，实验数据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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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物泥沙输移实验数据 

实验 1 

断面号 
断面距离 

(m) 

流量 

(m3/h) 

水位 

(m) 

含沙量 

(kg/m3) 

1 0 31.1 0.109 0.63 

2 2 31.1 0.105 0.59 

3 4 31.1 0.089 0.63 

4 6 31.1 0.087 0.8 

5 8 31.1 0.042 0.75 

6 10 31.1 0.051 0.74 

7 12 31.1 0.047 0.78 

8 14 31.1 0.045 0.7 

实验 2 

断面号 
断面距离 

(m) 

流量 

(m3/h) 

水位 

(m) 

含沙量 

(kg/m3) 

1 0 21.8 0.088 1.08 

2 2 21.8 0.083 1.02 

3 4 21.8 0.071 1.05 

4 6 21.8 0.067 1.09 

5 8 21.8 0.053 1.15 

6 10 21.8 0.052 1.12 

7 12 21.8 0.051 1.19 

8 14 21.8 0.045 1.17 

 

结合本实验条件及相关文献设定模型物理参数，并采用实验 1 的相关数据进行率定，提取不同断

面的水位和含沙量进行计算值和实测值对比，率定结果如图 7 所示，二者拟合结果较好，由此初步确

定模型参数如表 4 所示。 

        

(a)水位率定结果                                               (b) 含沙量率定结果 

图 7 生物絮凝泥沙输移模型率定结果 

 

表 4 生物絮凝泥沙输移模型相关参数值 

参数 单位 数值 参数 单位 数值 

'

ak  [-] 0.189 W  [kg·m-3] 1015 

'

bk  [-]10-6 11.41 
S  [kg·m-3] 2650 

max  [s-1]10-4 6.586 B  [kg·m-3] 1025 

mk  [M]10-6 1.159 yF   [N]10-11 3 

  [-] 0.226 d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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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 ] 28 )0(SV  [mm3] 9.2010-5 

)0(  [-] 0.0505 )0(BV  [mm3] 1.2610-5 

N  [M]10-6 31.25    

 

采用实验 2 的相关数据对确定参数后的模型进行验证，仍提取不同断面的水位和含沙量进行计算

值和实测值对比，结果如图 8 所示。由验证结果可见，水位拟合结果较好，含沙量满足计算精度要求

但略有偏差，计算值与实验值误差约为 8%，主要是由于泥沙生物絮凝粒径的变化对泥沙沉降及水流

挟沙力影响较为直接，从而导致含沙量变化较为明显，即含沙量对模型参数的敏感性更高一些。 

总体而言，验证结果显示在一定的精度要求范围内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较好，表明所构

建的一维数学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生物絮凝泥沙的输移特性。 

        

         (a) 水位验证结果                                                  (b) 含沙量验证结果 

图 8 生物絮凝泥沙输移模型验证结果 

4 结论及展望 

本文介绍了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一维数值模拟建模方法。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圣维南方程、非饱

和非均匀输沙方法和生物絮凝动力学。通过求解一维非恒定流的圣维南方程来求解水流，并采用四点

偏心Preissmann格式的差分方法对其进行数值离散。在计算生物膜对泥沙运动的影响时，将生物絮凝

视为导致泥沙絮体粒径变化的主要因素，将生物絮凝悬移泥沙分为泥沙颗粒和生物膜两部分，结合分

形维数的概念，模拟粘性泥沙絮凝模型，分别计算两部分的絮凝变化来阐释生物絮凝泥沙运动力学。

利用文献数据和室内水槽实验来验证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数学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

表明所构建的一维数学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生物絮凝泥沙的输移特性，可为研究了解生物絮凝泥沙的

力学特性（如输运、起动等）提供数学工具，从而有助于推动粘性泥沙运动力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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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umerical Model of Bio-flocculated Sediment Transport 

ZHAO Hui-ming1, FANG Hong-wei2, WANG Chong-hao1, CHI Chun-qing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River Basin Water Cycle,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48,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Beijing World Hazard Preventing Tech Compony, Ltd, Beijing100048,China) 

Abstract: Prediction of sediment transport in rivers, in particular the biological flocculation sediment 

induced by microbial biofil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in the last decades, which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in many rive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due to the possible effects on the river eco-system,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hydraulic structures, navigability, etc.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validation of the 

sediment transport module and its coupling with the mechanistic model of sediment bioflocculation (BFLOC) 

to build a 1D numerical model of bioflocculation sediment transport to predict the water level an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f biological flocculation sediment aggregates in nutrient-rich aqueous ecosystems. In the 

model, the flow is calculated by solving the Saint-Venant equations for one-dimensional unsteady flow. The 

biological flocculation of sedimen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ize changes of sediment 

flocculation. Biological flocculation sediment transport is simulated through the unsaturated non-uniform 

sediment transport method. Validation of the bioflocculation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simulation of one test case in experimental flume. The agreement with measurements is generally 

good. 

Key words: bioflocculation sediment; biofilm; 1D numerical model; sediment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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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数学模型 

 

赵慧明 1，方红卫 2，王崇浩 1，池春青 3 

1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48 

2 清华大学水利系 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3 北京沃尔德防灾绿化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48 

 

摘要 

 

摘要文字例：近几十年，河流泥沙，尤其是由生物膜所

引起的生物絮凝泥沙的运动输移，已逐渐成为一个研究

热点。由于可能对河流生态系统、水工建筑物、通航等

造成影响，因此其在许多河流工程应用中都至关重要。

本文着重耦合泥沙运动输移模型及生物絮凝机理模型，

构建生物絮凝泥沙运动输移数学模型以预测富营养水生

态系统中生物絮凝泥沙的浓度及水位变化。模型中，通

过求解一维非恒定流圣维南方程来计算水流，将生物絮

凝视为导致悬浮泥沙絮团粒径变化的主要因素，通过不

饱和非均匀输沙（泥沙/絮团）方法来模拟生物絮凝泥沙

的运动。利用文献数据和室内水槽实验来验证生物絮凝

泥沙运动输移数学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

表明所构建的一维数学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生物絮凝泥

沙的输移特性。 

 

关键词 

生物絮凝泥沙；生物膜；一维数学模型；泥沙输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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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双时间步法在二维浅水方程求解中的应用 

喻海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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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传统算法效率低的问题，将隐式双时间步法应用于求解二维浅水方程，建立了非结构网格下高效的有

限体积模型。在应用双时间步法时，虚拟时间层中的定常问题采用高效的隐式LU-SGS（Lower-Upper Symmetric 

Gauss-Seidel）方法进行迭代求解。通过模拟计算三个典型算例以及与传统显式算法进行比较，对模型精度、效

率及处理实际问题能力进行检验，分析了时间步长、内迭代次数对模型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双时间步法放宽了

稳定性对时间步长的限制，时间步长可取到显式格式10倍以上，计算耗时减少了50%以上，模型具有良好精度与适

应性，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双时间步法；二维浅水方程；有限体积法；非结构网格 

中图分类号：TV13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由于有限体积法具有物理意义明确，可以准确处理急流、间断解等优点，被广泛地应用

于水流数值模拟问题。大部分现有的有限体积法模型中，时间步离散一般采用较为简单的显式格式，

如欧拉法[1-2]、Runge-Kutta格式[3-4]、Hancock预测校正格式[5-6]等。由于稳定性问题，显式格式的时间步

长只能取得很小，导致模型计算效率很低。在一些地形变化剧烈、网格单元尺度相差较大的情况下，

显式格式的时间步长受最小尺度的网格限制更为明显。隐式格式允许采用更大的时间步长，但大部分

隐式格式每一步往往需要进行大量计算，同时隐式算法复杂，编程困难，实际应用中一般都会采用诸

如线性化、近似因子分解和显式边界处理等一些近似处理方法，这些近似处理都会严重损失计算结果

的时间精度[7]，使得隐式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缺少吸引力[8-9]。 

Jameson[9]提出的双时间步法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使非定常问题求解得到了巨大发展。双时间

步法采用两个时间步：物理时间步和虚拟时间步，将所求解问题在每一时间步上转化为一个定常问题

进行迭代求解。双时间步法具有诸多优点：格式无条件稳定；时间步长是基于计算精度给定的，而不

依赖于计算格式的稳定性，因而可以取得很大；由于将求解的问题转化为定常问题，一些用来加速定

常问题收敛的方法，如预处理、当地时间步长、残值修正、多重网格等均可以应用于计算。双时间步

法自提出后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7-11]，但大部分研究基本集中于气体动力学方面，在水

动力学上的应用研究较为少见。Helenbrook等[10]曾基于一阶精度算法从理论上分析了双时间步法在浅

水方程中应用的预处理加速问题，但真正将双时间步法应用于处理实际洪水问题的研究还鲜有报道。

本文基于非结构网格的有限体积法，将双时间步方法应用于求解二维浅水方程，建立了一个高效稳定

的具有二阶精度的溃坝模型。采用理论算例与实际溃坝算例对模型进行检验，并将双时间步法与显式

的Hancock预测校正格式进行对比，分析双时间步法精度与效率的影响因素。 

 

1 控制方程 

二维守恒型浅水方程可以写成如下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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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x y

  
  

  

U E G
S                             （1） 

式中  
T

, ,h hu hvU ，为守恒向量； h 为水深；u 和 v 分别为 x 和 y 方向的流速； t 为时间变量； E 和

G 分 别 为 x 和 y 方 向 的 通 量 向 量 ， 其 表 达 式 分 别 为
T

2 2, / 2,hu hu gh huv   E 和

T
2 2, , / 2hv huv hv gh   G ；g 为重力加速度；

T

0, ( ), ( )
o f ox fx oy fy

gh S S gh S S      S S S ，为源项向

量；
ox

S 和
oyS 分别为 x 和 y 方向的底坡项分量，其表达式分别为

ox
S b x   和

oyS b y   ； b 为底

高程；
fxS 和

fyS 分别为 x 和 y 方向的摩阻坡降，采用曼宁公式计算摩阻坡降，则
fxS 和

fyS 可表示为： 

2 2 2 2 2 2

4 3 4 3
,  

fx fy

n u u v n v u v
S S

h h

 
                       （2） 

式中 n为曼宁糙率。 

   

2 基于隐式LU-SGS格式的双时间步方法 

2.1 双时间方法  基于非结构网格，采用中心格式的有限体积法对式（1）离散并运用高斯变换可以得

到： 

3

1

d 1
0

d

i

ik i

ki

l
t A 

   
U

F S                           （3） 

式中 i 代表第 i 个单元；ik 代表第 i 个单元的第 k 条边；
i

A 为单元面积；
ik

l 为边长；F 为界面法向通

量，其表达式为
ik x ik y

n n F E G ；
ik

E 和
ik

G 分别为 x 和 y 方向的数值通量；
x

n 和 yn 分别为单位外法

向向量的 x 和 y 方向上的分量。 

采用二阶向后差分对式（3）的时间项进行离散以获取二阶时间精度，可以得到： 

   

1 1 3

1

3 4 1
0

2

n n n

i i i

ik i i

ki

l A
t A

 



   
    

  


U U U
F S                  （4） 

式中 上标 n为物理时间步； t 为物理时间步长。 

定义残值 

 
1 1 3

1

3 4 1

2

n n n

i i i

i ik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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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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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U F S                 （5） 

引入一个关于虚拟时间 的定常问题： 

  0i

i



 



U
R U                                （6） 

当定常问题（6）的解收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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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i

i



 



U
R U                               （7） 

由式（7）可知，当定常问题的解收敛时，式（4）的解从第 n 步更新到 1n  步。此定常问题一般

需要进行迭代求解，这个过程称之为内迭代。内迭代中，当残值下降 2 至 3 个量级，该单元格即可停

止迭代。少数单元格无法达到收敛标准的，可以限制最大迭代次数，这可能会引入一些误差，但这些

误差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2 LU-SGS 隐式算法  在虚拟时间步推进过程中，定常问题（6）解的收敛速度直接决定了双时间步

法的效率[11]，否则双时间步法的优势将无法体现。本文采用 LU-SGS（lower-upper symmetric Gauss-Seidel）

隐式格式进行迭代求解，只需前后进行两次扫描即可完成一次迭代，具有高效、占用内存少等优点。

该算法最初是 Jameson 等人[12]针对结构网格提出的，应用于非结构网格时需要对单元进行一次重新排

序[13]，以尽量保证每个单元周围存在有编号比其小的单元，同时存在有编号比其大的单元。 

向前扫描： 

 
*

* 1 11

2
ji i ij j

j L

D T l 



  
        

    


F
U R U I U

U
              （8） 

向后扫描： 

* 1 11

2
ji i ij j

j U

D T l 



 
       

  


F
U U I U

U
                （9） 

更新数值解： 

1m m

i i i

   U U U                               （10） 

式中 上标m 为虚拟时间步； ij 为对流通量的雅可比矩阵的谱半径；
3

1

1

2

i

ij j

j

A
D l

 

 
   

 
 ；  为虚

拟时间步长； 1T 

 
为旋转矩阵的逆矩阵；U 为旋转后的守恒向量；L 和U 分别对应邻居单元编号比计

算单元编号小与大的单元集合； j 代表单元周围的邻居单元； I 为单位矩阵。 

对于定常问题（6），只要最终收敛即可，在中间过程中解的精度并不重要，因而内迭代的初值本

文采用只具有一阶精度但较为简单的一阶外差， 0m n

i i

 U U 。 

2.3 变量重构与通量计算  对于中心格式的有限体积算法，如果直接采用单元中心值来计算界面通量，

模型将只具有一阶空间精度。为了获取二阶空间精度，本文采用分片线性逼近的 MUSCL 格式结合限制

函数来进行状态变量的空间重构，限制函数的计算采用 Hubbard[14]提出的方法。基于重构后的状态变

量，界面通量可以通过求解一个局部 Riemann 问题得到。本文采用满足熵条件的 HLLC 近似黎曼算子[15]

计算界面通量。 

2.4 底坡源项的处理  由 HLLC 近似黎曼算子求解的数值通量不能平衡底坡项，为了保证格式的和谐性，

即在静水条件下，模型计算结果能够维持流速为零的状态，采用式（11）计算底坡项[16]： 

 
T

3 3
2 2

1 1

1 1
d 0,  ,  

2 2
o k x ik k y ik

k k

A gh n l gh n l
 

 
   
 
  S                    （11） 

式中 k
h 为单元第 k 条边上的水深，其值为单元平均水深减去该边的底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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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验证与分析 

3.1 恒定流算例  恒定流模拟可以有效地检验模型精度和收敛速度，采用具有抛物型底坎的恒定流算

例对模型精度进行验证，并对比分析双时间步方法与传统显式方法在收敛速度方面的优越性。 

假定计算区域为矩形水槽，长 25m，宽 1m，水槽底部地形采用式（12）计算得到： 

 
2

max 0,0.2 0.05 10b x    
 

                       （12） 

（1）缓流：上游边界条件给定单宽流量 4.42 2m /s，下游边界条件给定水位 2 m，初始水位为 2 m，

x 方向初始流速为 2.21 m/s， y 方向流速为 0。 

（2）混合流：上游边界条件给定单宽流量 1.53 2m /s，下游边界采用急流边界条件，初始水位为

0.66 m， x 方向初始流速为 2.32 m/s， y 方向流速为 0。 

采用总的水深相对误差
h

E 作为结果收敛的判断标准，当
h

E 小于 610 时认为结果收敛，定义 

2
1

1

c n nN

i i

h n
i i

h h
E

h





 
  

 
                              （13） 

式中 
c

N 为单元格总数； n

i
h 和 1n

i
h  分别为第 n和 1n  步的水深。 

采用双时间步方法计算的缓流与混合流结果见图 1，双时间步方法与显式格式方法所采用的时间

步长、计算效率和精度对比如表 1 所示，此处显式格式采用比常用的 Runge-Kutta 格式效率更高的

Hancock 预测校正格式。采用相对计算耗时即双时间步法计算耗时与显式格式计算耗时之比作为效率

评估依据，显式格式取为 1.0，精度评估则采用计算区域面平均误差
c

L ，其表达式为： 

* *

1

1 cN

c i i i i i

ic

L A h u h u
A 

                             （14） 

式中 
c

A 为计算区域总面积；
i

h 和
i

u 为水深和流速的数值解； *

i
h 和 *

i
u 为水深和流速的理论解。  

 

图 1  数值解与解析解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results with analytical solutions 

 

表 1  双时间步法与显式格式时间步长、效率和精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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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time step, realtive run-time and accuracy of dual time-step approach with explicit scheme 

格式 
计算步长/s  相对计算耗时  Lc /(m2/s) 

缓流 混合流  缓流 混合流  缓流 混合流 

显式格式 0.005 0.007  1.00 1.00  7.22 × 10−4 6.65 × 10−4 

双时间步 0.025 0.025  0.32 0.43  7.10 × 10−4 6.50 × 10−4 

双时间步 0.100 0.100  0.23 0.26  7.10 × 10−4 6.50 × 10−4 

双时间步 0.150 0.150  0.22 0.25  7.10 × 10−4 6.50 × 10−4 

图 1 中的计算结果表明数值解与解析解吻合较好，仅在混合流情况下底坎处存在一定偏差，但误

差很小，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度和适应性。从表 1 可以看出，计算恒定流问题时，在计算结果精度

相当的情况下，双时间步法的时间步长能取到显式格式的 10 倍以上，计算耗时减少了 70%以上，计算

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同时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步长的增大，计算精度几乎没有改变，但步长达到一定

值后，效率提升并不明显。 

3.2  Stocker溃坝算例  通过模拟 Stocker 于 1957 年推导出的平底、无阻力、具有解析解的一维溃坝

算例，对模型精度进一步验证，并分析双时间步法的物理时间步长和最大内迭代次数对解的精度影响。

计算区域采用长为 1000m、宽为 100m 的矩形河道，大坝位于 x=500 m 处，坝上游水深 5m，坝下游水

深 0.2m。 

图 2 为溃坝后 20s、40s、60s 时水位及流速的数值解与理论解的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水位

数值解与理论解吻合较好，流速除激波附近存在一定偏差外也吻合较好，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度和

处理激波的能力。 

 

图 2  不同时刻水位和流速数值解与解析解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water levels and velocities with analytical solutions at different times                        

表 2 列出了不同参数情况下模型的相对误差与效率。显式格式采用自适应步长以获取最佳效率，

表 2 中显式格式的时间步长为计算过程中所有步长的平均值。从表 2 可以看出，双时间步法能够将计

算时间减少 50%以上而只引起微小的误差增长。在网格单元尺度差异较大或者地形较为复杂的情况下，

双时间步法的优势将会更加明显。随着时间步长增加，双时间步法需要增加内迭代次数才能保证得到

满意结果，但总体精度依然呈下降趋势。计算非恒定流问题时，双时间步法的物理时间步长是根据精

度要求给出的，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牺牲精度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对比时间步长

为 0.5s 的 4 种情形，可以发现在物理时间步长给定和内迭代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增加内迭代次数对解

的精度有所改善但并不十分明显。根据数值实验结果表明，在选择合理的物理时间步长的情况下，最

大内迭代次数取 5 至 8 次即可以满足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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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种情况的参数设置、计算耗时和误差 

Table 2  Parameter settings, relative CPU run-time and errors of different cases 

格式 时间步长/s 最大迭代次数 相对计算耗时 相对误差/% 

显式格式 0.17 - 1.00 1.77 

双时间步 0.50 3 0.75 1.79 

双时间步 0.50 4 0.85 1.73 

双时间步 0.50 5 0.93 1.65 

双时间步 0.50 6 1.01 1.65 

双时间步 1.00 6 0.60 2.29 

双时间步 1.50 6 0.45 2.99 

3.3  Malpasset溃坝算例  Malpasset 拱坝位于法国南部的 Reyran 河上，坝高 66.5m，坝体长 223m，

水库最大蓄水量为 5.5×107 m3，主要功能是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1959 年 12 月，由于连续强降雨，

水库水位暴涨，大坝突然溃决，这次溃坝事故造成下游 421 人死亡，损失高达 300 亿法郎。事故发生

后，当地相关部门对洪水进行了详细调查，根据洪水痕迹记录了河道两岸一些测点的最高洪水位。与

此同时，河道中三个变压器在洪水到达时自动关闭的时间被记录了下来。1964 年，为了进一步对事故

进行分析，法国国家水力学实验室建立了 1：400 比尺的物理模型对该事故进行了模拟。法国电力公

司（EDF）提供了当时事故中实际调查的 17 个测点（标记为 P），物理模型实验中布置的 14 个测点中

位于水库下游的 9 个测点（标记为 G）以及 3 个变压器（分别标记为 A、B 和 C）的数据用来检验模型

精度[17]，这些测点位置以及计算区域地形如图 3 所示。由于有较为详细的实测、实验以及地形数据，

该算例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检验二维水动力学模型的精度、稳定型及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2-4, 18-19]。 

 

图3  计算区域地形以及调查点、实验点和变压器的位置示意图 

Fig.3 Topography of the domain and the locations of transformers, survey points, and experimental gauges 

本次计算将整个区域划分成26000个单元格，坝上初始水位设为100m，糙率取统一值0.033 s/m1/3。

图4给出了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际调查数据和物理实验结果[17]的对比图，作为对比，本文也将Yoon等[3]

和Hou等[18]的模拟结果绘制在图中。表3列出了实际记录和模型计算的洪水到达3个变压器的时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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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压器之间的传播时间，表中同时也给出了Yoon等[3]和Valiani等[19]的模拟结果。 

 

图 4  计算结果与实际调查和模型实验结果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results with police survey and physical experiment 

表 3  洪水到达变压器处的时间 

Table 3  Arrival times of flood wave at three electric transformers 

变压器 记录时间/s Yoon 等计算时间/s Valiani 等计算时间/s 本文模型计算时间/s 

A 100 103(+3.0%) 98(−2.0%) 102(+2.0%) 

B 1240 1273(+2.7%) 1305(+5.2%) 1271(+2.5%) 

C 1420 1432(+0.8%) 1401(−1.3%) 1457(+2.6%) 

A-B 1140 1170(+2.6%) 1207(+5.9%) 1169(+2.5%) 

B-C 180 159(−11.7%) 96(−46.7%) 186(+3.3%) 

从图4可以看出，模型模拟结果总体上令人满意，与Yoon等[3]和Hou等[18]的结果比较接近，少数点

误差较大可能是由于调查与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二维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全局采用统一糙率等原因造

成的。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准确地模拟了洪水到达变压器处的时间以及洪水在变压器间的传播时间。

另外，本文也利用显式的Hancock预测校正格式计算该算例，计算结果表明在结果没有明显差异的情况

下，双时间步方法计算消耗时间仅为显式格式的40%。总体来说，本文提出的双时间步模型能够高效

准确地模拟复杂地形上的洪水演进过程，可以应用于处理实际问题。  

4  结论 

本文采用隐式双时间步方法建立了二维水动力学模型，采用两个理论算例和一个实际算例对模型

的计算效率、计算精度以及处理实际问题能力进行了检验，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双时间步方法放宽了稳定性对时间步长的限制，时间步长能取到显式格式 10 倍或以上。在

没有明显精度损失的情况下，计算非恒定流时双时间步方法较传统显式方法计算时间减少 50%以上，

在计算恒定流问题时，优势更加明显，计算时间减少了 75%以上。 

（2）计算非恒定流时，双时间步方法的物理时间步长基于精度给定，在一定范围内模型效率随着

物理时间步长增加而提高。内迭代次数对精度有较大影响，但在迭代已经大致收敛的情况下增加迭代

次数对结果精度的改善并不十分明显，一般只需要 5 至 8 次迭代。 

（3）本文基于双时间方法的二维浅水水流数值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度与适应性，能够准确地处理具

有复杂地形的问题，可以应用于处理实际洪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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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ual time-step algorithm for 2D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YU Haijun 1,2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IWHR), Beijing 100038,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low e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explicit schemes, an efficient finite volume 

scheme is proposed by applying an implicit dual time-step algorithm to discretize the two-dimensional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on unstructured grids. An implicit non-linear lower-upper symmetric Gauss-Seidel 

(LU-SGS) solution algorithm is used as the iteration solver for the inner steady problems. The model’s 

accuracy, efficiency, and capability of dealing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are validated through its application 

to four typical examples and comparison with an explicit algorithm. In addition,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time 

step and maximum iteration number on the model’s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are assessed. Numerical results 

from the test examples show that the dual time-step approach eases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sizes of time 

steps, which can be more than 10 times that of explicit algorithms, and that the reduction in run-time can 

be more than 50%. The proposed model is found to be accurate and efficient, thus having a good potential 

for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dual time-step algorithm; 2D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finite volume method; unstructured 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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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时间步法在二维浅水方程求解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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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北京 100038 

 

 

摘要 

 

摘要文字例：针对传统算法效率低的问题，将隐式双时间步

法应用于求解二维浅水方程，建立了非结构网格下高效的有

限体积模型。在应用双时间步法时，虚拟时间层中的定常问

题采用高效的隐式 LU-SGS（Lower-Upper Symmetric 

Gauss-Seidel）方法进行迭代求解。通过模拟计算四个典型

算例以及与传统显式算法进行比较，对模型精度、效率及处

理实际问题能力进行检验，分析了时间步长、内迭代次数对

模型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双时间步法放宽了稳定性对时间

步长的限制，时间步长可取到显式格式 10 倍以上，计算耗时

减少了 50%以上，模型具有良好精度与适应性，具有较好的

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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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时间步法；二维浅水方程；有限体积法；非结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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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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特玛湖湖泊面积变化特征及保护对策研究(缺文章简介表) 

余 晓1，诸葛亦斯1，李国强1，杜强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本文以台特玛湖为研究对象，基于1959～2016年的调绘、遥感等数据，系统分析台特玛湖水面面积年内和

年际的变化特征，并结合湖泊水源补给的特点提出了湖泊水面面积保护的相关对策。长序列湖面面积的分析结果

表明台特玛湖年际、年内湖面面积变化显著，其中湖泊最大面积507.1km2，最小面积为1.5km2，最大日减幅为

6.6km2/日，最大日增幅9.0km2/日。根据区域环境及湖泊地形分析可知，塔里木河生态补水以及车尔臣河汛期洪

水对湖面面积影响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台特玛湖湖底较为平坦、水深较浅，处于沙漠地区的湖泊蒸发量大，且补

给河流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均为季节性河流，仅在大洪水情况下才能补给尾闾湖台特玛湖，湖泊在其他时段没有

地表水源的补给，因此洪水是台特玛湖补给的主要水源，在没有持续洪水水量补给的条件下湖面面积将快速减小。

为了保护台特玛湖生态环境，结合长序列湖面面积和水文数据的分析，建议维持的最小湖面面积为31.2km2，需要

的补水量为4717万m³，这部分水量主要由车尔臣河提供；同时，结合流域现有工程的实施情况，对塔里木河和车

尔臣河提出相关生态调度的建议，为台特玛湖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台特玛湖；塔里木河；车尔臣河；水面面积；变化；保护对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内陆河流域的尾闾湖作为干旱地区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是阻止风沙侵袭的天然屏障，也是干旱

地区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标志[1，2]。尾闾湖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随着上

游内陆河流域取用水的增加，流域尾闾湖将急剧萎缩，甚至干涸，从而造成湖泊周边植被退化、生物

多样性减少、土地沙漠化等，严重影响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3，4，5]。作为分布于干旱地区独特的生

态系统，尾闾湖的保护与持续利用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 

台特玛湖位于沙漠地区、人烟稀少，现有研究资料较少，属于典型的缺资料地区。2008 年马明国

等[7]采用 1973-2006 年 Landsat MSS、TM、ETM+及中巴卫星、MODIS 等遥感数据监测台特玛湖湖面面

积的变化，研究表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湖泊面积和分布区域均变化较大，若羌河、车尔臣河等发生

的大洪水以及 2000 年~2006 年塔里木河应急和生态输水是湖泊面积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但由于湖泊

处于沙漠地区，蒸发量高，所以湖泊在没有水源补给的情况下湖面面积急剧萎缩、甚至干涸。2013 年

樊自立等[6]系统收集了台特玛湖历年来国内外的科考资料，分析台特玛湖演变规律，研究表明台特玛

湖现状常年干涸，若不采取相应的生态补水措施，湖区将会演变成一片沙海，区域生态环境将进一步

恶化。2014 年阿卜杜米吉提·阿布力克木[2]等对收集了 1972~2012 年近 40 年的遥感影像进行处理，

分析台特玛湖湖面面积的变化情况，分析发现 1970s—1990s 湖泊面积较小，自 2001 年塔里木河下游

应急输水实施以来台特玛湖湖面面积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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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塔特拉玛干沙漠，东侧为库鲁克沙漠（即罗布沙漠），作为两个沙漠的绿色隔离带，台特玛湖阻

止两大沙漠的合拢，阻挡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侵袭，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天然屏障，对区域风沙

的控制起着关键性作用；同时，湖区以及塔里木河下游沿河湿地周边的胡杨林是新疆候鸟从喜马拉雅

山向天山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是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台特玛湖以及周边湿地的消失将会对区域生

态环境的维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6]。因此，为了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经济社会

的稳定发展，维持台特玛湖及周边湿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台特玛湖为研究对象，系统收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科考、遥感等系列资料，分析近 60

年来台特玛湖湖面面积的变化特征，结合湖泊水源补给的特点提出了湖泊水面面积保护的相关对策，

为台特玛湖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域概况 

台特玛湖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隅，它是由阿尔金山山前平原和塔里木河及车尔臣河冲积平原交汇

形成的低洼地，过去曾与罗布泊相通。台特玛湖是车尔臣河与塔里木河共同的尾闾湖，同时也是塔里

木盆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最低排泄基准面，湖西侧为中国最大的沙漠——塔特拉玛干沙漠，东侧为库

鲁克沙漠（即罗布沙漠），区域水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台特玛湖区域水系图 

台特玛湖总面积约 500km2，湖泊所在区域属极端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区，年均降水量 17~20mm，

蒸发量 2500mm，主要的气候特征是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降水极少、空气干燥、蒸发量大，多大风

与沙尘天气。湖泊地势平缓，湖周边自然植被主要为胡杨、红柳、梭梭、芦苇及骆驼刺等，其中红柳

和芦苇面积最大，植被生长几乎全部依赖地下水的补给。 

 

图 2 台特玛湖湖区位置及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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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特玛湖现状湖泊分布如图 2 所示，经过多次现场调查，结合近年来的遥感影像，依据湖区及周

边地形和湖面分布形态，将台特玛湖划分为由西向东展布的 A、B、C、D 四个区，其中 A 区康克拉湖

泊群位于湖区的最西侧，沿着车尔臣河走向、成串珠状、不连续的分布于主河道左岸，补给水源为车

尔臣河；B 区博斯坦区域，是相对较为连续的湖面，海拔略低于 A 区，与 A 区之间存在约 2m 的陡坎，

补给水源为车尔臣河，当车尔臣河水量较大时，河水经过 A 区后进入下游 B 区；C 区车塔交汇前区，

是台特玛湖范围内海拔最低的区域，由车尔臣河与塔里木河交汇形成，主要受塔里木河和若羌河等阿

尔金山发源的季节性河流的补给；D 区车塔交汇后区，地形略高于 C 区，C 区和 D 区之间存在约 3m

左右陡坎，当 C 区水量充沛时，大水漫过高坎进入 D 区，塔里木河为 D 区主要补给水源[8]。 

3 资料与方法 

3.1数据资料  本文系统收集1959年以来调绘、遥感等数据，包括国家测绘局1959年航摄、1969年调

绘的1:10万影像地形图、1969年《新疆水文地理》以及1972年以来的Landsat系列、CBERS系列以及HJ 1A/B

之CCD系列遥感数据，收集数据共计120余期次，具体见表1所示。 

表 1 相关数据一览表 

年份 日期 年份 日期 

1959 5-12 2002 3-1；6-21；8-8；10-6；11-12；12-30 

1964 10-1 2003 5-7；7-22 

1966 5-19 2004 5-18；6-13；8-30 

1972 11-27 2005 9-1；9-24；10-20 

1973 3-5；7-1；10-17 2006 2-27；9-12；10-14；10-30；12-10 

1976 10-10；10-28；12-3 2007 6-11；10-1 

1979 8-6 2008 6-22；7-18；10-7；10-10 

1989 1-24；5-16；9-13 2009 8-3；9-20；10-27；11-7；12-1 

1990 9-16；11-3 2010 
1-26；2-11；5-2；6-13；6-19；7-5；7-17；8-14；8-22；

9-7；10-20；11-19；12-2 

1991 8-18 2011 
1-20；4-26；5-26；6-22；6-26；8-25；9-10；9-26；10-19；

12-31 

1993 9-8 2012 
1-8；1-20；2-1；2-17；3-25；4-7；4-9；4-17；5-5；

6-19；8-1；9-2；9-29；10-4 

1998 5-6 2013 4-24；6-11；10-17 

1999 7-3；10-19 2014 1-21；4-11；6-30；10-4 

2000 1-23；3-27；6-15；7-22；8-17；11-22 2015 3-29；8-4；10-17；12-10 

2001 1-9；7-21；10-8；11-9；12-27 2016 2-28；7-5；10-9 

3.2遥感数据处理与解译  本次收集的数据中1972年以来的数据均为遥感数据，目前基于遥感数据监

测水体的方法很多，其中采用二分法提取水域面积具有较高的精度[2,9~12]，目前多采用该方法进行水域

信息的提取，因此本文采用二分法提取台特玛湖水域面积。其中，对于Landsat MSS影像和CBERS CCD

影像利用归一化水体指数进行（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NDWI，公式1所示）进行分类，Landsat 

TM/ETM/OLI影像利用MNDWI（改进型的NDWI，公式2所示）进行分类，其公示分别为： 

NDWI = (Green - NIR)/(Green + NIR)                     (1) 

MNDWI = (Green - MIR)/(Green + MIR)                   (2) 

其中，Green 为影像绿色波段，NIR 为近红外波段，MIR 为中红外波段。 

根据以上方法得到的台特玛湖水面面积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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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台特玛湖水域面积变化分布图 

4 结果分析 

4.1 湖泊面积年际变化及其成因分析分析  （1）湖泊面积年际变化过程分析 

根据以上提取出来的台特玛湖多年的湖面面积，分析 1959~2016 年湖面面积的变化。可见 1976

年秋季湖面面积最小，为 1.5km2； 2012年初湖面面积最大，达到 507.1km2； 2009年年均面积为 71.2km2，

2010 年年均面积增加至 261.4km2，是 2009 年年均面积的 3.67 倍；2005~2007 年三年年均面积分别为

158.7km2、124.2km2、66.75km2，2005 年到 2006 年面积减少 34.5km2，2006 年到 2007 年面积减少了

57.4km2。由此可见，台特玛湖湖面面积年际间变化较大。 

（2）面积年际变化成因分析 

台特玛湖所在的区域降水量小、蒸发量大，湖泊水源补给河流为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因此塔里

木河和车尔臣河的来水量大小对台特玛湖湖面面积的影响明显，下面结合塔里木河、车尔臣河径流的

变化分析湖面面积变化的原因。 

1）塔里木河补水对台特玛湖湖区面积的影响 

1972~2000 年的三十多年间塔里木河断流，塔里木河没有地表水流入台特玛湖，期间平均湖面面

积为 47.28km2。2000 年开始塔里木河实施综合整治工程为下游生态应急输水[2,13]，2001~2006 年补水

流入台特玛湖，期间平均湖面面积为 140.59km2。2007~2009 年期间由于塔里木河上游来水量偏少，上

游用水紧张，塔里木河下游断流，期间平均湖面面积为 55.28 km2。2010 年塔里木河特大丰水年，河

水再一次汇入尾闾，最大湖面面积达到 507.1 km2，2010 年以来平均湖面面积为 216.43km2。塔里木河

补水年份湖面面积的平均值是未补水年份湖面面积的 2.97 倍，塔里木河生态补水对台特玛湖湖面面积

的影响较大。 

进一步分析 2001~2006 年塔里木河的补水过程（图 4），由于塔里木河河道较长（大西海子至台特

玛湖约为 400km），且河道地势较为平坦（下游流速约为 0.1m/s），生态补水下泄水量要经过约 1.5~2

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尾闾湖台特玛湖，补水的影响延后。且当补水水量小于 1 亿 m³时，由于塔里木

河下游地处沙漠地区，沿程下渗和蒸发损失大，下泄地表水在流动过程中逐渐减少，直至断流，无法

补给台特玛湖。因此，只有当塔里木河上游来水量较大时，河水才能达到台特玛湖。 

2）车尔臣河年均径流量与台特玛湖湖面面积的关系 

为了剔除塔里木河生态补水对台特玛湖的影响，选取 2001 年之前塔里木河断流时段，分析车尔

臣河年径流量与台特玛湖湖面面积的关系（图 5）。分析车尔臣河年径流量与湖面面积的关系表明，湖

面面积的变化与车尔臣河年径流量相关性不强。结合车尔臣河的河流特征分析可知，车尔臣河为季节

性河流，下游近 200km 的河道位于沙漠地区、常年断流，与塔里木河类似，只有在汛期流量较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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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臣河地表水才能汇入台特玛湖。 

 

图 4 塔里木河下游应急生态输水过程图 

 

图 5 车尔臣河年径流量与湖区面积关系 

综上所述，只有当径流量大于某一流量阈值且具有一定持续时长的洪水过程时，河流才能克服下

游沙漠地区高的下渗和蒸发损失，补给台特玛湖。影响台特玛湖面积的主要因素不是河流各年的径流

总量，而是河流汛期洪水，由于河流各年汛期来水变化较大，导致台特玛湖湖面面积年际间变化大。

为了确定汛期补给台特玛湖流量的阈值和时长，需进一步分析湖泊年内湖面面积变化过程及成因。 

4.2 湖泊面积年内变化及其成因分析  （1）湖泊面积年内变化 

为了分析台特玛湖湖面面积年内变化过程，统计多年各月湖面面积变化的平均值，分析表明各年

冬季 1 月、2 月和 12 月湖面面积最大，其他月份面积较为稳定。以 2010 年为例分析台特玛湖年内面

积变化特征（图 6），湖区湖面积在枯水期的 12月至 2月最大，冬季三个月的平均湖面面积为 229.1km2，

其他月份的平均面积为 135.6km2，冬季湖泊面积显著增加。 

同时，对 2010 年湖面面积进一步分析表明，1 月 26 日至 2 月 11 日，湖面面积减少了 105.8km2，

变化率为-6.6km2/日；2010 年 7 月 17 日至 7 月 21 日，湖面面积增加了 63.7km2，变化率为+7.1km2/

日；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9 日，湖面面积减少了 77.5km2，变化率为-2.4km2/日；11 月 19 日至 12 月 2

日，湖面面积增加了 119.6km2，变化率为+9.0km2/日。由此可见，台特玛湖湖面面积年内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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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0年台特玛湖湖面面积变化 

（2）面积年内变化成因分析 

台特玛湖是流域地表、地下水的最低排泄基准面，冬季河流处于枯水期，自然情况下河流流量较

小，地表水无法穿越沙漠、补给台特玛湖，因此枯水期湖泊主要受地下水补给。河流夏季洪水期地表

水下渗量增加，下渗进入地下水的水量流速比地表水流速小，地下水大约滞后 4 个月后到达台特玛湖，

因此在每年汛期结束四个月左右后的冬季地下水补给量增加，湖泊面积增加。湖面面积增大后，由于

台特玛湖蒸发量大、湖泊地势平缓，在没有持续水量补给条件下，湖面面积在几天内将快速减小。为

了进一步分析湖面面积年内变化与水源的关系，下面结合塔里木河、车尔臣河的情况进一步研究。 

1）塔里木河对台特玛湖面积变化的影响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塔里木河仅在 2001年9月~2006年 11月和 2010年以后地表水补给台特玛湖，

其他时间塔里木河断流。因此，根据补水、未补水两个时期比较分析了年内各月台特玛湖湖面面积的

变化情况，详细见图 7 所示。 

未补水时段，塔里木河断流，台特玛湖 3 月份面积最大（2、4 两月没有数据）为 164km2，其他

月份保持相对稳定，平均面积为 48.3km2；这些年来，台特玛湖没有塔里木河的补给，湖泊主要靠车

尔臣河流域地表、地下水以及周边阿尔金山地下水的补给。补水时段，台特玛湖各月湖泊面积显著增

加，平均面积是未补水前的 6.09 倍，其中 1 月、12 月增加幅度最大，由此可见塔里木河生态补水对

台特玛湖湖面面积的影响较大。 

 

图 7 塔里木河补水前后台特玛湖各月湖面面积变化 

由于台特玛湖 C、D 区主要受塔里木河的补给，受车尔臣河的影响较小。结合遥感影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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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补给河流塔里木河常年处于断流状态，C、D 两区常年干涸，近几十年来，只有在塔里木河补水或

者若羌河等特大来水情况下才能维持一定的水面，其中 C 区和 D 区最大湖面面积分别为 160.6km2、

110km2。 

2）车尔臣河对台特玛湖湖面面积变化的影响 

由于台特玛湖 A、B 区主要受车尔臣河补给，对此对 A、B 两区的湖泊面积变化情况进行分析。A、

B 区形成于 1989 年车尔臣河改道以后，经过对 1989 年以来遥感影像的分析，A 区湖泊群面积常年保

持相对稳定，变幅不大，最小面积 40km2，平均面积 60km2，最大面积为 91.7km2；B 区面积变化较大，

最大湖泊面积为 125.15km2，仅在汛期形成湖面，当车尔臣河来水量较小时 B 区湖面迅速萎缩，甚至

干涸。 

进一步对 2002~2012 年 A 区年均湖泊面积与车尔臣河出山口断面汛期（6~8 月）径流量的关系分

析表明， A 区年均湖泊面积的变化与车尔臣河汛期径流量的变化有较好的一致性（图 8）。当车尔臣

河汛期径流量较小时，当年 A 区年均湖泊面积较小；当汛期车尔臣河径流量较大时，当年 A 区年均湖

泊面积较大，2005 年、2010 年汛期径流量分别是 6.87 亿 m³、9.97 亿 m³，对应的 A 区湖泊面积最大。

对 A 区年均湖泊面积与汛期径流量做相关分析表明，A 区的年均湖泊面积与车尔臣河径流量具有较好

的线性正相关关系，R2 为 0.55，A 区年均湖泊面积与车尔臣河汛期径流量显著相关。由于车尔臣河地

表水仅在每年汛期补给湖泊，而地表水的补给无法满足 A 区稳定湖面的蒸发损失，因此 A 区湖面面积

的维持还需要地下水源源不断的补给，只有车尔臣河每年汛期的地表水补给和常年地下水稳定的补给

才能维持 A 区稳定的湖泊面积。 

 

图 8  A区湖泊面积与车尔臣河汛期径流量的分布图 

4.3台特玛湖的相关保护策略  为了保护台特玛湖周边生态环境，必须维持台特玛湖一定的水面面积。

经过以上对湖泊特征的分析，台特玛湖A、B、C、D四个分区中，仅A区常年维持一定的水面，其他区

域仅在汛期补给河流发生较大洪水时才能维持短暂的湖面，因此维持A区稳定的湖面以及其他区域汛

期短暂的湖面是台特玛湖保护的重点。 

（1）台特玛湖保护的最小湖面及需水量推算 

相关文献推荐台特玛湖维持的湖面面积为 10~30km2，结合本次对 2002~2012 年遥感数据的分析，

建议台特玛湖维持最小湖面面积为 40km2，这也是 A 区应该维持的湖面面积。结合车尔臣河长序列的

水文数据的分析发现，2002~2012 年车尔臣河水量丰沛，汛期多年平均径流量仅为平均径流量的 78%，

因此综合长序列水文分析的结果，从偏安全的角度考虑，选取 78%的比例，推算维持 A 区湖面面积至

少应保持 31.2km2，这也是台特玛湖保护的最小湖面面积。按照距离台特玛湖最近的若羌气象站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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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蒸发量 2900mm 估算，取当地折算水面蒸发系数取 0.52，其水面蒸发约为 1500mm。据此计算，

A 区维持最小的湖面面积需要 4717 万 m³（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水量补给。由于 A 区的补给水源为

车尔臣河，因此这部分水量主要由车尔臣河提供。 

补给量=蒸发损失量=湖泊面积×平均蒸发量 

（2）台特玛湖相关保护对策 

台特玛湖的两大补给水源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均为季节性河流，河流下游均处于沙漠地区，汛期

大洪水才能克服下游沙漠地区高的下渗和蒸发损失，补给台特玛湖。因此为了给台特玛湖有效的补水，

应该对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实施汛期生态调度。 

对塔里木河而言，根据对塔里木河生态补水工程的效果分析，当一次生态补水水量大于 1 亿 m³

时，河水能有效补给台特玛湖。因此建议今后塔里木河实施流域综合管理，在汛期进行生态调度为台

特玛湖补水，建议在生态调度过程中通过闸坝集中、大流量的泄放生态流量，且每次泄放水量不少于

1 亿 m³，据此来营造 C、D 两区短暂的湖面。 

对于车尔臣河而言，根据 1956~2012 年长序列水文数据中选取平水年 1986 年作为典型年，分析

其汛期日径流数据。据调查，汛期车尔臣河下游河流流速在 0.15m/s 左右，洪水从最下游取水口进入

台特玛湖历时约 15 天，为了过滤掉日数据中的随机性，呈现整体变化的趋势，采用 15 日流量的滑动

平均来对汛期日径流数据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数据能够反映完整径流过程对台特玛湖面积的影响。对

且末水文站日流量过程进行 15 日滑动平均处理后，得到全年 15 日滑动平均的最大值为 43.7m³/s。由

于车尔臣河大部分年份汛期洪水均能补给台特玛湖，据此推测在且末水文站径流量大于 43.7m³/s 时洪

水能够进入台特玛湖，有效补给湖泊，即车尔臣河不断流临界流量为 43.7m³/s，折算至出山口断面的

不断流临界流量为 76.1 m3/s[14]。车尔臣河出山口目前正在建设大石门水库，建议水库建成后在每年汛

期择机开展生态调度，对台特玛湖进行生态补水，调度时间不低于 15 天，调度流量不小于 76.1 m3/s，

据此维持台特玛湖稳定的湖面。 

5 结论 

本文系统分析了 1959~2016 年台特玛湖湖面面积的变化，分析发现台特玛湖水面面积年际、年内

变化均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台特玛湖的补给河流塔里木河、车尔臣河均为季节性河流，且台特玛湖湖

底较为平坦、水深较浅，处于沙漠地区的湖泊蒸发量大，在没有持续洪水水量补给的条件下湖面面积

将快速减小。进一步结合补给河流径流特征的分析发现，河流下游均处于沙漠地区，当径流量大于某

一流量阈值且具有一定持续时长的洪水过程时，河流才能克服下游沙漠地区高的下渗和蒸发损失，补

给台特玛湖，洪水是台特玛湖补给的主要水源，塔里木河的生态补水以及车尔臣河的汛期洪水对台特

玛湖湖面面积的影响较大，河流的小流量过程无法有效补给台特玛湖。 

结合台特玛湖各分区面积变化特征和补给河流水文数据的分析，建议维持最小的湖面面积为

31.2km2，需要的补水量为 4717 万 m³，这部分水量主要由车尔臣河提供。为了保护台特玛湖现有生态

环境，结合流域现有工程的实施情况，建议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库建成后每年汛期择机开展生态调度，

来维持台特玛湖的现状，其调度时间不低于 15 天，调度流量不小于 76.1 m3/s；同时建议塔里木河实

施流域综合管理，在汛期进行生态调度为台特玛湖补水，在生态调度过程中通过闸坝集中、大流量的

泄放生态流量，且每次泄放水量不少于 1 亿 m³，据此为台特玛湖补水，改善湖泊周边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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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ter Area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in Tetima Lake 

Xiao Yu1，Yisi Zhuge，Guoqiang Li, Qiang Du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Tetima Lak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1959~2016 years of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based system, analyzed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tima Lake area annual and 

interannual,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ke water supply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of lake water area protec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ng sequence of area change of Tetima Lake is 

significant, the largest lakes area of 507.1km2, the minimum area of 1.5km2, the maximum reduction of 

6.6km2/d, the maximum daily increase 9.0km2/d.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lake 

topography analysis, Emergency Ecological Water Transfusion project of Tarim River and Qarqan River flood 

influence is the main causes of Lake area change,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etima Lake is relatively flat, 

shallow and large evaporation in the desert, so in the absence of flood water supply conditions of constant 

Lake area will decrease rapidly.The supply rivers of Tarim River and Qarqan River are seasonal, only in flood 

period the water can reach the lake, at other times no water reach the lak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Tetima 

Lake eco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a long sequence of Lake area and hydrological data, 

proposed to maintain the minimum Lake area is 31.2km2, water supply needs 47170000 m³ and this part of 

the water is mainly supplied by Qarqan River.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isting project in the basin, puts forward relevant ecological scheduling in the Tarim River the Qarqan River 

suggestion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etima Lake. 

Key words: Tetima Lake; Tarim River ;Qarqan River; water area; change; protec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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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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布和沙漠沿黄段不同治理措施的风沙运移特征及其防护

效果 

李锦荣1，郭建英1，董智2，何京丽1，刘艳萍1，珊丹1，赵纳祺3 

（1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呼和浩特 010020；2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山东省土壤侵蚀与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山东泰安 271018；

3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呼和浩特 010019；） 

摘要：为科学治理黄河乌兰布和沙漠沿岸风沙入黄问题，以该河段沿线流沙为对照，开展了麦草沙障、沙柳沙障、

葵花杆沙障和梭梭林为代表的工程与植物固沙实验，对不同治理措施下的风速廓线、粗糙度、风沙流结构、防护

效果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野外观测与室内分析。结果表明：（1）各沙障和梭梭林内风速廓线发生改变，近地表风

速显著降低，地表粗糙度和摩阻风速显著增加。（2）流沙表面输沙量分布随高度增加呈对数递减，90%集中在0~10 

cm范围，98%分布地0~30 m范围内。（3）不同措施的输沙率随风速的增加呈增加趋势，但输沙率仅为流沙的

1.07%~38.27%，可很好的控制近地表的流沙活动。（4）各类固沙措施的实施效果排序葵花杆沙障＞梭梭林＞沙柳

沙障＞麦草沙障，控制流沙效果均达到75%以上，对固定流沙起到均能起到积极作用。综合考虑固沙效果、成本、

运输以及使用寿命等，该地区选择葵花杆沙障和梭梭较为合适。该研究结果可为解决风沙入黄问题、完善黄河沿

岸风沙防护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沙障；风沙流；输沙率；防护效果；乌兰布和沙漠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乌兰布和沙漠直接危害黄河的流沙段超过 20km，每年向黄河输沙约 7.72×107kg，占黄河含沙量

的 37%
[1]
，其中风沙流传输与沙丘前移是沿岸风成沙入黄的主要途径

[2]
，而沙丘前移又是沙物质以蠕

移和跃移相结合的方式的宏观表现形式。风沙运动规律是防沙治沙、控制沙害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而风沙流结构研究是风沙运动规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风沙流结构是精确计算总输沙量的

基础
[4-6]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观测和实验模拟研究
[7-16]

,风沙流结构随高度的

增加大致呈指数规律递减
[17-19]

，并受到风速、下垫面的强烈影响
[20]

。尤其是 地表设置各种固沙措施后，

明显地改变了下垫面的微地形、粗糙度状况，使得风沙流中的含沙量明显减小。已有的固沙措施效果

集中于风速降低比、粗糙度
[21-22]

，输沙量、风沙流结构、凹曲面内蚀积量、风蚀量控制
[23-26]

及其对土

壤理化性质的改善作用等
[27]

。 

风沙运移受区域下垫面和气候环境影响，各地区存在差异。乌兰布和沙漠东北侧边缘与黄河接壤

区域环境条件特殊，该区在灌丛效应、防护林防风固沙效果方面开展了较多的研究，但在沙障固沙方

面研究偏少。基于黄河沿岸风沙入黄的防控目的，本研究以流动沙丘为对照，在乌兰布和沙漠刘拐沙

头沿黄岸边开展了不同材料沙障及梭梭林的防风固沙效益观测，以期获得不同固沙措施的风沙运移特

征及固沙效果，为黄河沿岸入黄风沙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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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乌兰布和沙漠沿黄段位于内蒙古乌海

市乌达区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之间，N39°35´～40°19´、

N106°46´～107°02´，右与鄂尔多斯杭锦旗相邻
[28]

。该

区属于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季风气候，气候干燥，

年平均降水量 142.7mm，年平均气温 8.0℃，年均蒸发量

2258.8mm，光照 3181h，太阳辐射 150kCal﹒cm
-2
，大于

10℃的有效积温 3289.1℃。风沙频繁，地表风蚀强烈，

年平均风速 3.7m/s，大风和风沙一年四季均有出现，以

3~5 月份最多，风向多为西风及西南风，多年平均大风日

数 10～32 d，多年平均扬沙日数 75～79 d，沙尘暴日数

19～22 d。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在乌兰布和沙漠沿黄段的刘拐沙

头风蚀监测站（N40°9'58.79"，E106°9'58.79"）西侧，

选择流动沙丘、新设葵花杆、沙柳及麦草方格沙障的沙丘和种植梭梭林的沙丘为试验沙丘，各试验沙

丘高度与形态一致。其中，各类沙障的孔隙度均为 30%，梭梭林密度 1.5m×1.9m，盖度 30%，高度 1.5m。

在各沙丘顶部布设集沙仪和 HOBO小气象站观测风速风向，开展风速廓线、粗糙度、风沙流结构等风沙

特征的观测；同时比较各措施的固沙效果。 

1.2.1 风沙流结构及粗糙度测定 

在 2015 年 4 月风沙活动强烈期的典型大风日，分别在 5 类试验沙丘顶部裸沙面、沙障中部和梭

梭林内的沙面上，布设 30cm 高的旋转集沙仪和 100cm 高的立式集沙仪收集输沙量，集沙仪底部与沙

面齐平。其中旋转集沙仪的进沙口为 2cm×2cm，左右交替排列；立式集沙仪层内进沙口为 2cm×2cm。

根据风速大小每次集沙时间控制在 20~30 min，取 3 组沙量的平均值作为 1 次记录数据。每次观测结

束后，将集沙仪收集的沙物质分层称重。 

同步，在上述区域分别布设 1 个 HOBO 气象站，测定 20 cm、50 cm、100 cm、150 cm 和 200 cm 5

个高度处的风速及 200 cm 的风向，风速仪采样频率 10 s，记录时间与集沙时间同步。测定完成后，取

不同高度的风速值，利用对数廓线法计算各试验地的风速廓线、摩阻流速及粗糙度。 

依据动力学粗糙度计算中最常用的最小二乘逼近实测风速廓线法（简称对数廓线法）
[29]

，采用各

试验区 HOBO 气象站的 5 个高度的风速模拟风速廓线方程，计算摩阻流速与粗糙度，各公式为： 

zabuz ln     (1) 

式(1)中：𝑢z为 z高度处风速；a，b 为回归系数。 

令(1)式中 uz=0 可求出粗糙度： 

)exp(z0 ab     (2) 

将公式（1）代入普朗特-冯卡曼的速度对数分布规律公式： 

𝑢z = (𝑢∗ 𝜅⁄ ) ln(z z0⁄ )   (3) 

式中𝑢z同公式（1）；𝑢∗为摩阻速度；𝜅为冯卡曼常数（0.4）；z0为空气动力学粗糙度。 

（1）和（3）结合得到：𝑢∗ = 𝜅𝑎（4） 

1.2.2不同治沙措施的固沙效果 

以流沙作为对照组，梭梭林作为植物治沙措施，沙柳沙障、麦草沙障、葵花杆沙障作为当地主要

材料的工程治沙措施，分析各种措施的防沙固沙效果。 

刘拐沙头 

 

图1 研究区示意图 

Fig. 1 Sketch map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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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式中 efj 表示第 j 次测量的防护效果，无量纲。ckj对照组（流动沙丘），即无措施的集沙量 g，teij

表示 i 技术下收集的集沙量 g。 

以每次测量的时间 tj作为权重参数 wj 

𝑤𝑗 =
𝑡𝑗

∑ 𝑡𝑗
𝑗
𝑛=1

    （6） 

𝑒𝑓𝑖 = 𝑤𝑗 × 𝑒𝑓𝑖𝑗   （7） 

1.3 数据处理  采用 Origin9.2 进行数据整理、计算和统计分析，绘制各种沙障条件下风沙流垂直分布

规律图、风速廓线图、风沙流结构变化规律，分析沙障的实施效果。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治理措施条件下沙丘表面风速廓线函数及粗糙度 

风速廓线表征风速随高度分布规律，是研究近地

表气流特征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沙丘表面设置的

沙障类型不同，使得近地表风速分布与粗糙状况

存在差异（表 1）。由表可知，流沙、沙柳沙障、

麦草沙障、葵花杆沙障 0~2m 内的风速廓线都遵

循对数线性方程，回归系数以葵花杆沙障的最高，

其地面粗糙度最大，其数值为流沙粗糙度的 171

倍，摩阻流速也较流沙提高 2.7 倍。麦草方格、沙柳方格沙障的粗糙度和摩阻流速分别较流沙增大 154

倍、89 倍和 2.5 倍和 2.0 倍。但梭梭林的风速廓线随高度的变化却不再遵循简单的对数分布规律，其

结构式发生变化，风速廓线相应地发生位移，向上抬升到植被的一定高度之上。由以上分析可知，不

同下垫面条件对风速的垂直分布产生明显的影响。与流沙相比，在流沙表面设置沙障和生长植物后，

改变了近地表的风速垂直分布特征，有效降低了近地表的风速，增大了近地表粗糙度，进而影响到近

地表的蚀积状况。不同下垫面的摩阻速度与流沙相比较也呈现增加趋势，与粗糙度之间存在良好的正

比关系。 

 

2.2 不同治理措施下风沙流结构  2.2.1 

100cm 内流沙的风沙流结构  测试日的平

均风速 4.9m﹒s-1，瞬时最大风速达 14.4m﹒

s-1；沙尘收集阶段 2m 处风速主要集中在

5.9~7.5m﹒s-1，以西北风为主。为了保证试

验数据的精确性，同时减少野外试验的工作

量，先对流沙距地 100cm 高度范围的风沙

流进行研究。结果显示：0~100cm 范围内，

输沙量分布随高度增加呈现按对数线性递

减的趋势，其分布模式符合方程 y=-3.102ln

（x）+12.452（R²=0.76）。就各层输沙量的

累计百分比而言，0~100cm 层内，90%的沙

量集中在 0~10cm 层内；0~30cm 高度内输

不同下垫面 回归方程 Z0/m u* 

流沙 u=0.83×ln(z)+6.15   R2=0.88 6.05×10-4 0.332 

沙柳沙障 u = 1.74×ln(z) + 5.07  R² = 0.95 5.43×10-2 0.696 

麦草沙障 u=2.12×ln(z)+5.02   R2=0.94 9.37×10-2 0.848 

葵花杆沙障 u = 2.25×ln(z) + 5.08   R² = 0.99 1.04×10-1 0.901 

梭梭林 u=4.18×ln(z+1.40)+0.42  R2=0.99 9.04×10-1 1.672 

表 1  不同治理措施风速廓线及粗糙度 

Tab.1 Different control measures of wind 

speed profile and roughness 

 

图 2  流沙 0~100cm范围内输沙量及其累计百分比含量分布图 

Fig. 2  0~100cm within the range of sand sediment and its cumulative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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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量达到 98%，这一结果与吴正
[5]
等人的观测结果相一致。基于该区风沙随高度的此种变化趋势，主

要采用旋转集沙仪收集了 0~30cm 范围内的沙量。 

2.2.2近地表 30cm内的风沙流结构 

由表 2 可知，随风速的增加，流沙的输沙量显著增加，而各治理措施的输沙量增加相对较小；在同一

风速下，不同治理措施按麦草沙障、沙柳沙障、梭梭林和葵花杆沙障的输沙量依次减少。不同风速下，

同一措施随着风速的增大，其输沙量与输沙率均呈现增大趋势。 

表 2 不同治理措施下输沙情况对比 

Tab.2 Sand transportation situations for different measurements 

风速（m﹒

s-1） 

收集时

间 
输沙 

不同治理措施 对照 

沙柳沙障 麦草沙障 葵花杆沙障 梭梭林 流动沙丘 

5.93 30min 
输沙量 ( g) 2.24 2.11 1.00 1.62 5.87 

输沙率(g/min﹒cm2) 1.24×10
-3
 1.17×10

-3
 0.56×10

-4
 0.90×10

-3
 3.26×10

-3
 

7.19 30min 
输沙量 ( g) 3.83 10.86 1.66 2.31 56.28 

输沙率(g/min﹒cm2) 2.13×10
-3
 6.03×10

-3
 0.92×10

-3
 1.28×10

-3
 3.127×10

-2
 

7.57 20min 
输沙量 ( g) 2.63 7.87 1.52 2.48 58.90 

输沙率(g/min﹒cm2) 2.19×10
-3
 6.56×10

-3
 1.27×10

-3
 2.07×10

-3
 4.908×10

-2
 

 

风速为 5.93m﹒s-1 时，不同治理措施情况下的地表（0~30cm）输沙率与流沙相比有明显减小趋势，

沙柳沙障和麦草沙障基本相同，输沙率为流沙的 38.27%和 35.71%，梭梭林输沙率为流沙的 27.55%，

葵花杆沙障最低，基本为流沙的 16.84%。风速为 7.19 m﹒s-1时，沙柳沙障、麦草沙障、梭梭林和葵花

杆沙障的输沙率分别为流沙的 5.58%、14.15%、1.07%和 2.00%，差异较为显著。当风速达到 7.57 m﹒

s-1 时，沙柳沙障、麦草沙障、梭梭林和葵花杆沙障的输沙率分别为流沙的 2.26%、13.36%、2.58%和

4.2%，与流沙相比有明显减小趋势。总体上，4 种措施均能很好地控制近地表的风沙活动，其输沙率

仅为流沙输沙率的 1.07%~38.27%，4 种措施的输沙率总体上表现为梭梭林＜葵花杆沙障＜沙柳沙障＜

麦草方格沙障。 

表 3  不同治理措施输沙率垂直分布规律 g/min﹒cm
2 

Tab.3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sand transport rate in different control measures    g/min﹒cm2 

风速（m﹒

s-1） 
沙柳沙障 麦草沙障 葵花杆沙障 梭梭林 流动沙丘 

5.93  
q=0.004ln(h)+ 0.0097 

R² = 0.8393 

q=0.0073e-0.025h 

R² = 0.5698 

q=0.001e-0.018h 

R² = 0.0482 

q=0.0037h-0.735 

R² = 0.7208 

q=0.1682e-0.353h 

R² = 0.9045 

7.19  
y=-4E-4ln(h)+0.0018 

R² = 0.3915 

y = 0.0071e-0.011h 

R² = 0.117 

y=1E-05h+0.0012 

R² = 0.0202 

y=-0.002ln(h)+0.0065  

R²=0.7471 

y= 0.4861h-2.023 

R²=0.9382 

7.57  
q=-0.001ln(h)+0.0039 

R² = 0.6947 

q= -6E-4ln(h) + 

0.0022 

R² = 0.3239 

q=0.0002h0.4011 

R² = 0.2877 

q=-4E-04ln(h) + 0.0016 

R² = 0.592 

q=-0.004ln(h)+0.0114 

R² = 0.6588 

 

对不同风速下各种治理措施下输沙率垂直分布进行函数拟合，结果表明，流沙上输沙率随高度呈

现很好的指数关系（R2=0.9045）。随着风速增加，流沙上输沙率呈对数关系相关性有降低趋势。与流

沙相比较，沙柳沙障、梭梭林、麦草沙障和葵花杆沙障的输沙率垂直分布规律依次减弱，且随风速增

加相关性逐渐减弱。 

与流沙的相对输沙率相比较，0~2cm 沙柳沙障、麦草沙障、葵花杆沙障相对输沙率均小于流沙，

随着风速增加梭梭林 0~2cm 的输沙率略大于流沙。在 2~4cm 范围，流沙的相对输沙率随风速变化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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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的比例，约为 16.70~27%；各种措施的相对输沙率均小于流沙，且各措施的相对输沙率随风

速的变化并不稳定，而是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在 4－30cm 层内，不同措施的相对输沙率均高于流沙的

相对输沙率。从相对输沙率随风速的增大呈现的变化趋势来看，流沙、麦草沙障和沙柳沙障随风速的

增大，下层（0－2cm）的相对输沙率减小，而中层和上层的相对输沙量增大；梭梭林和葵花杆沙障却

相反，下层的相对输沙率增大，而上层的相对输沙率却减小。 

表 4 不同治理措施相对输沙率百分比垂直分布 

Tab.4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ontrol measures on the percentage of sand transport rate 

风速（m﹒s-1） 高度（cm） 
不同治理措施输沙率百分比（%） 

沙柳沙障 麦草沙障 葵花杆沙障 梭梭林 流动沙丘 

5.93 

0~2 29.91 22.09 1.00 11.11 34.58 

2~4 8.48 5.23 6.00 14.20 16.70 

4~30 61.61 72.68 93.00 74.69 48.72 

7.19 

0~2 22.19 8.20 4.82 34.20 27.33 

2~4 11.33 6.54 6.63 12.99 26.90 

4~30 66.48 85.27 88.55 52.81 45.77 

7.49 

0~2 13.53 6.61 7.89 28.23 24.97 

2~4 9.77 6.99 5.92 16.13 22.55 

4~30 76.69 86.40 86.18 55.65 52.48 

2.3 不同治理措施固沙效果分析  由公式计算各措施的固沙效果，其结果如表 5所示。不同治理措施

固沙效果排序：葵花杆沙障＞梭梭林＞沙柳沙障＞麦草沙障。其中工程措施中三种沙障防护效果麦草

沙障相对最小，沙柳沙障相对次之，葵花杆沙障效果最好。梭梭是乌兰布和沙漠中最为常见的灌木，

其固沙效果仅次于葵花杆沙障。通过计算各类固沙措施的实施效果均达到 75%以上，均能起到积极固

定流沙的作用。 

表 5 不同治沙措施下防护效果 

Fig.5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trol measures 

wj cki（g） 
沙柳沙障 麦草沙障 葵花杆沙障 梭梭林 

te1j（g） ef1j（%） te2j（g） ef2j（%） te3j（g） ef3j（%） te4j（g） ef4j（%） 

0.375 56.28 4.83 91.42 10.86 80.70 1.66 97.05 2.31 95.90 

0.25 58.9 1.33 97.74 7.87 86.64 1.52 97.42 2.48 95.79 

0.375 5.87 2.24 61.84 2.11 64.14 1.00 82.96 1.62 72.40 

efi（%） 81.91 75.98 91.86 87.06 

 

3 讨论 

3.1 不同防治措施对风速廓线与粗糙度的影响  沙柳沙障、麦草沙障风速廓线与流沙相比较遵循对数

分布规律，而梭梭林的风速廓线虽然遵循对数线性关系，但其结构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粗糙度高度

明显抬高，这个高度与梭梭林的植被高度密切相关。究其原因，梭梭林本身作为一种柔韧性粗糙元，

其粗糙度有别于其他工程措施，在相同的下垫面风况下，近地层的粗糙元形态和结构是变化的
[30]

，进

而风速廓线式响应发生变化，结构式中零平面位移 d 值 1.4m，约为植被高度的 2/3，与其他人研究结

果相近
[31]

。不同治理措施下，粗糙度与流沙相比，均呈显著增加，摩阻风速变化与粗糙度一致。 

3.2 不同防治措施的风沙流结构变化及防沙措施的选择  流沙表面，0-100cm 高度内，有 90%的沙物

质集中在 0~10cm，0-30cm 风沙流含沙量达到 98%，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5]
。从固沙角度分析，只要



 

 

153 

控制住 0-30cm 甚至 0－10cm 的风沙流就可满足要求。从这个角度分析，各类固沙措施均能很好控制

近地表风沙活动，但从输沙率、相对输沙率及其百分比的变化分析，沙柳沙障、麦草沙障风沙流结构

变化规律与流沙一致，但下层相对输沙率略低于流沙，上层略高于流沙；但梭梭林和葵花杆相对输沙

率的变化相反。在风速较小时，梭梭林能很好控制 0~2cm 的风沙，但随着风速的增加，近地表 0~2cm

的相对输沙率大于流沙。这可能与梭梭的生物学特点及冠形特点有关。梭梭的冠幅较大，主要在中上

部形成密集的冠层，而在植株的下层常为主干，分枝少，这样的冠形迫使气流在流经梭梭时多数从冠

层上部越过，但也有部分气流会穿越树干，过风断面因下层主干的存在而使得下层在大风时表现出一

定的“狭管效应”，造成根部附近的风蚀，使得相对输沙率增大。 

单就固沙效果而言，葵花杆沙障体现出明显优势，但拦截、固定流沙的性能强，在沙源丰富的研

究区极易造成沙障前后迅速积沙而使沙障遭受沙埋失去作用，所以在沙障设置时，尽量控制好葵花杆

沙障的孔隙度。从使用寿命来说，麦草沙障的使用寿命为 2－4 年左右，在此期限之后草方格沙障的

地上部分分解殆尽，地下部分也 7 年之后全部分解完全失去作用
[32]

；沙柳沙障按照损失率研究，使用

寿命在 10 以上
[33]

；关于葵花杆沙障的使用寿命没有相应的研究，但葵花杆质脆而易折，不耐风蚀和

不耐潮湿，易遭受风蚀而破损，易受潮而腐烂，通过试验地内的观测应该是鉴于二者之间，所以在使

用沙障材料时除需考虑其固沙效益时还需考虑其使用年限。梭梭本身是活植物，在正常的自然环境中

20 年后进入衰老，35-40年后逐渐死亡，其固沙效益又优于沙柳和麦草沙障，因而梭梭林的种植是实

验区最好的固沙措施，效果好而使用年限长。所以，各种固沙措施优劣还应该依据固沙目的多方面去

评价。 

4 结论 

（1）在设置沙障和生长梭梭林植被的流沙上，可明显地增大摩阻流速，显著地降低近地表风速，

增大近地表粗糙度，使得风速廓线发生改变。植物措施较工程治沙措施的风速郭线和粗糙度有关明显

的区别，表现为植物措施的粗糙度存在零平面位移，其高度在植物高度的 2/3 处附近。 

（2）流沙 0~100 cm 输沙量分布随高度增加呈对数递减，输沙量的 90%集中在 0~10cm 范围，98%

分布在 0~30m 范围内。不同措施的输沙量及输沙率均较流沙显著减小，各种固沙措施输沙率仅为流沙

的 1.07%~38.27%，均能很好的控制近地表的流沙活动；同一风速下，输沙率的排序为麦草沙障＞沙柳

沙障＞梭梭林＞葵花杆沙障；同一措施输沙率随风速的增加呈增加趋势。 

（3）从控制风沙角度考虑，各类固沙措施的实施效果均达到 75%以上，对固定流沙起到均能起到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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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 Mov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Protective Effect of Governance 

Measures along Bank of Yellow River in Ulan Buh Desert 

Li Jinrong1, Guo Jianying1,Dong Zhi2 , He Jingli1,Liu Yanping1 ,Shan dan1 ,Zhao Naqi3 
1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for Pastoral Area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of China, Hohhot, 010020; 

2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oil Eros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aishan Forest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Tai’an, Shandong, China 271018; 

3 Colleges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19; 

Abstract:For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nk of Ulan Buh Desert sand into the yellow,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river along the shifting sand , carried out the straw barrier, salix sandy barrier , sunflower 

stem barrier and Haloxylon ammodendron (C. A. Mey.) Bunge represented by engineering and sand-fixation 

plant experiment, the wind speed profile, roughness under different control measures, the sand flow 

structure, the protective effec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field observation and indoor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barrier and Haloxylon ammodendron (C. A. Mey.) Bunge wind velocity profile changes, 

near-surface wind spe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surface roughness and friction velocit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2) the shifting sand surface sediment discharge distribution with height increase a logarithmic 

decrement, 90% concentrated in the range of 0 ~ 10 cm, 98% distribution in 0 ~ 30 m range.(3) different 

measures of sand transport rate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wind speed, but the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is 

only 1.07% ~ 38.27% of shifting sand , can very good control the shifting sand of near surface activity.(4) the 

effect of all kinds of measures of sand-fixation sandy sort sunflower stem > Haloxylon ammodendron (C. A. 

Mey.) Bunge > salix psammophila > straw barrier, shifting sand control effects of 75% above,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erms of fixed shifting sand .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and sand-fixation,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service life, etc., the region chooses sunflower stem barrier and Haloxylon ammodendron (C. A. 

Mey.) Bunge suffering relatively appropri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be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and into yellow, perfecting the coast of the Yellow River sand protection system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Keywords：sand barrier; wind sand flow ;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protection effect ;Ulan Buh De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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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和沙漠沿黄段不同治理措施的风沙运移特征及其防护效果 

 

李锦荣 1，郭建英 1，董智 2，何京丽 1，刘艳萍 1，珊丹 1，赵纳祺 3 

1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呼和浩特 010020 

2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山东省土壤侵蚀与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山东泰安 271018 

3 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呼和浩特 010019 

 

摘要 

摘要文字例：为科学治理黄河乌兰布和沙漠沿岸风沙入黄问

题，以该河段沿线流沙为对照，开展了麦草沙障、沙柳沙障、

葵花杆沙障和梭梭林为代表的工程与植物固沙实验，对不同

治理措施下的风速廓线、粗糙度、风沙流结构、防护效果及

其相互关系进行了野外观测与室内分析。结果表明：（1）各

沙障和梭梭林内风速廓线发生改变，近地表风速显著降低，

地表粗糙度和摩阻风速显著增加。（2）流沙表面输沙量分布

随高度增加呈对数递减，90%集中在 0~10 CM 范围，98%

分布地 0~30 M 范围内。（3）不同措施的输沙率随风速的

增加呈增加趋势，但输沙率仅为流沙的 1.07%~38.27%，可

很好的控制近地表的流沙活动。（4）各类固沙措施的实施效

果排序葵花杆沙障＞梭梭林＞沙柳沙障＞麦草沙障，控制流

沙效果均达到 75%以上，对固定流沙起到均能起到积极作用。

综合考虑固沙效果、成本、运输以及使用寿命等，该地区选

择葵花杆沙障和梭梭较为合适。该研究结果可为解决风沙入

黄问题、完善黄河沿岸风沙防护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 

沙障；风沙流；输沙率；防护效果；乌兰布和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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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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类栖息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初探（照片无法显示） 

马里，白音包力皋，许凤冉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探求和建立鱼类与栖息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生态水力学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将影响鱼类栖息地的主要环

境要素分为水环境状况、水文情势、水动力特性和地形特征四类，分析各环境要素的生态学意义并筛选出与鱼类

生存、繁衍相关的评价指标，建立了包含目标层、要素层、特征层和指标层四个层次的鱼类栖息地环境评价指标

体系，可为河流栖息地评价及鱼类保护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河流生态系统；鱼类栖息地；环境指标；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栖息地环境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证河流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1]
，

探求和建立鱼类与栖息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生态水力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影响鱼类栖息地的因素主要

分为环境因素和生物因素。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水文情势、水动力特征、水质状况等
[2]
；生物因素主要

包括种群特性和种间关系等，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 

鱼类与栖息地之间的关系评价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目标鱼类的选择和栖息地分布位置的确定，

二是选择能够全面、合理和综合地反映鱼类栖息地的评价指标。Jowett
[3]
认为生物的栖息地包括物理、

化学、生物三个方面的特性。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协会提出了栖息地适宜性指数（Habitant 

Suitability Index，HIS）
[4]
，包括了水温、水深、DO、植被覆盖度、基质类型等 18项指标，并认为

这些指标能够反映鲑鱼在溪流中生长栖息的状况。Richter
[5]
等建立了水文变动指标方法（Habitant 

Suitability Index，IHA），该方法包括 5类 33个水文指标，通过河流的逐日水文资料评估河流生态

水文变化程度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杨宇
[6]
等根据描述对象的不同，将水力学指标分为描述水流运

动、描述河道形态、描述水流复杂状况、无量纲数四类。陈明千
[7]
等从几何形态特征、水体运动学特

征及水动力学特征三方面构建了鱼类产卵场水力学指标体系。柏海霞
[8]
等将水力学指标分成水流运动

特征指标和能量特征指标两类。鱼类的栖息地主要包括产卵场、育肥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以往研

究主要针对鱼类产卵场进行水文、水力学指标的分析，未能涵盖鱼类各生命周期的不同类型栖息地和

综合环境指标。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从水文、水质、地形、水力学四个方面总结了鱼类栖息地的综

合环境指标，并分析了各指标的生态学意义，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鱼类栖息地评价指标体系。 

2 鱼类栖息地评价指标分析 

2.1 水质指标  水质指标主要包括水中的有机质、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电导率、浑浊

度、水温、pH值、含沙量等。其中水温、溶解氧、pH值、含沙量和鱼类生长繁殖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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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温。鱼类的生长和增重率都与水温有很大的关系。有资料记载
[9]
，四大家鱼最适宜的水温

为 22℃左右。水温在 20~30℃间时，四大家鱼食欲旺盛，生长迅速，当水温降到 10℃以下时，四大家

鱼食欲减退或停止进食，代谢微弱，呈冬眠状态。水温下降还会引起鱼类繁殖季节推迟。三峡水库蓄

水后，库区水温出现分层现象，每年 3~5月份，下泄水温都低于河流自然水温，而下泄的低温水使得

四大家鱼产卵的时间平均推迟 10天左右
[10]

。 

（2）溶解氧。溶解氧是影响水体质量和水生生物生存的重要指标
[11]

。在正常情况下地表水中溶

解氧为 5-10mg/l。成年鲑科鱼类和大型水生无脊椎动物生存的溶解氧下限为 4mg/l，鲤科鱼类生存的

溶解氧下限为 3mg/l
[12]

。 

（3）pH值。pH值对鱼类受精卵孵化、仔鱼活力、幼鱼生长都有重要影响。鱼类最适宜生存在中

性或微碱性的水体中，并且个体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水中酸性过强会使鱼类血液中 pH值下降，削

弱其载氧能力，造成缺氧症
[13]

。美国河流恢复工作小组（FISRWG）研究了各种水生生物在不同酸性下

的反应，结果表明中华鲟生存的最低 pH值为 4.0，而白鳍豚在 pH值低于 6.0以下时基本全部死亡
[14]

。

水中碱性过强则会使卵膜溶解，造成胚胎过早出膜而大量死亡
[13]

。此外，pH值过高还会引起水中 NH4
+

和 NH3的比例及其毒性增加，对鱼类造成不利影响
[15]

。 

（4）含沙量。含沙量的变化会影响鱼类的呼吸系统。Staub
[11]

指出，高含沙水流会引起鱼类避难

运动量的增加，从而增加呼吸频率和需氧量，同时容易淤堵鱼鳃，影响摄入氧气功能。白音包力皋
[15]

等通过现场观测和室内试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黄河小浪底水库排沙期间下游河流出现鱼类死亡现

象的原因，得出当悬移质泥沙浓度超过 80kg/m
3
时，水体溶解氧下降至 2mg/L 以下，鱼类由于鱼鳃堵

塞或缺氧很快死亡。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选择水温、pH值、含沙量、溶解氧作为评价鱼类栖息地的水质指标，见表 1。 

表 1  鱼类栖息地水质评价指标 

名称 生态学意义 

水温 鱼类产卵、觅食、生长需要不同的温度。 

溶解氧 影响鱼类呼吸、运动以及水体光合作用和水中藻类生长。 

pH 值 为鱼类受精卵孵化、幼鱼生长提供适宜的酸碱度；调节水中氨氮等离子的比例。 

含沙量 高含沙水流会对鱼类造成物理伤害，且造成鱼类缺氧。 

 

2.2 水文学指标  很多鱼类产卵和洄游需要特定的水文情势。Richter[5]用 IHA 方法研究了筑坝对洛诺克

河鲈鱼的影响，结果表明筑坝后该河 5~6 月份的平均流量增加，导致了鲈鱼的产卵成功率下降。王尚

玉[16]等选取了涨水过程数、涨水持续时间、流量日增长率、洪峰初始水位等 9 个生态水文指标对长江

四大家鱼栖息地的产卵场断面和非产卵断面进行计算比较，发现两者沿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指出水

文特征只是四大家鱼产卵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易雨君[17-18]等通过分析长江四大家鱼的繁殖特

性，识别出流速、流量、流量和水位涨幅等为影响四大家鱼产卵的关键因子，并建立了栖息地适宜度

方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一维水动力模型，建立了四大家鱼栖息地适宜度模型，预测和模拟不同水文

条件下家鱼产卵场的适宜度，结果表明家鱼产卵的最小流量是 3000m3/s，随着流量增大，适宜的水位

和流量涨幅也在逐渐增大。 

根据以上分析，水文学指标（见表 2）按照不同性质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基本类，包括平均流量、

极值流量、平均水位、最高和最低水位；二是变化类，包括流量上涨率和减小率、水位上涨率和减小

率；三是频率类，包括流量洪峰和低谷出现次数、涨落水次数；四是时间类，包括最大和最小流量出

现时间、高流量和低流量持续时间、涨落水持续时间。 

表 2  鱼类栖息地水文学评价指标 

类别 名称 生态学意义 

基本类 平均流量、极值流量、平均水位、最高和最低水位 水生生物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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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河道物理特性和鱼类产卵场； 

影响水温、溶解氧和光合作用； 

滨河植被所需的土壤湿度。 

变化类 流量上涨率和减小率、水位上涨率和减小率 刺激鱼类产卵。 

频率类 流量洪峰和低谷出现次数、涨落水次数 
刺激鱼类产卵； 

水生生物生活策略史和行为机制的进化。 

时间类 
最大和最小流量出现时间、高流量和低流量持续时间、涨落水

持续时间 

鱼类迁徙和产卵的信号； 

触发生命周期新阶段； 

河流与漫滩区营养物质和有机物的交换。 

 

2.3 水力学指标  流速和水深是最基本的水力学参数，其变化与鱼类生境和河流生态具有密切关系。

其他的水力学指标都是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如傅汝德数、雷诺数、流速梯度、动能梯度、涡量等。 

（1）流速。Bramuta
[19]

通过实验发现流速是最有影响的环境变量。 Sempeski和 Guadin
[20]

调查了

法国 Suran河和 Pollon河鳟鱼产卵场，发现两条河中的产卵场流速比较接近，说明鳟鱼产卵对流速具

有选择性。国家水产总局做了中华鲟克流试验，证明了中华鲟对流速有一定的选择。王远坤
[21]

等利用

声学多普勒流速仪（ADCP）测量了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产卵河段的三维流场，并通过 K-S 检验方法分析

了流速分布特点，发现产卵区内流速频率分布和非产卵区有显著差异，产卵区的流速更具有多样性。 

（2）水深。从河段栖息地角度来看，河流则是一个三维立体结构，其环境条件、生物群落存在明

显的垂直结构，水深为鱼类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和适当的鱼卵孵化环境，它是评价鱼类栖息地的一

项重要指标。研究表明，四大家鱼生活在不同的水深。鲢鱼和鳙鱼主要活动在水体上层；草鱼性情活

泼、活动范围广，主要在水体中下层活动，在表层附近捕食；而青鱼则生活在水底，以螺蛳、蚌、蚬、

蛤等为食。 

（3）流速梯度和涡量。Harper
[22]

认为流速梯度和生境多样性呈正相关。Biggs
[23]

指出流速梯度对

水中营养物掺混起到重要作用。Meffe
[24]

认为鱼类种群分布受到河道特征及流速梯度等要素的影响。

王远坤
[25]

等通过模型计算长江中华鲟产卵场河段平面平均涡量，指出涡量为 1.38×10
-3
~1.64×10

-3
 s

-1

的区域鱼卵最为密集，得出中华鲟产卵对平面平均涡量具有偏好选择的结论。Crowder
[26]

等发现鱼类

喜欢在动能梯度较大的区域进食。 

（4）傅汝德数和雷诺数。Lamouroux
[27]

指出傅汝德数、雷诺数等水力学指标对鱼类种群结构有重

要影响，并可以用这些指标来预测鱼类的种群结构。Moir
[28]

等分析了苏格兰东北部河流中大西洋鲑鱼

的水力学特性，发现水深、流速及傅汝德数是描述产卵场水力学特征的重要指标。 

根据以上研究，栖息地生态水力学指标可分为几何特征、运动学特征、动力学特征和无量纲数等

四类，各水力学指标内容及生态学意义详见表 3。 

表 3  鱼类栖息地水力学评价指标 

类别 名称 生态学意义 

几何特征 
水深/m 为鱼类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为鱼卵提供适当的孵化环境 

流速/m·s-1 刺激鱼类产卵；为漂流性鱼卵顺水流孵化提供适当流速 

运动学特征 
流速梯度/s-1 刺激交配行为的产生；反映水流流速变化率 

涡量/s-1 反映水流复杂程度；有利于受精卵在河床散布 

动力学特征 动能梯度/J·kg-1·m-1 反映水流能量消耗和紊乱程度，提高鱼卵受精率 

无量纲量 
傅汝德数 反映水深和流速的共同作用 

雷诺数 反映流速和某一特征长度的共同作用 

 

2.4 河流地形指标  河流地形特征对生物群落功能和结构有影响[29]。根据空间尺度，可以将河流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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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分为三个类型：宏观栖息地、中观栖息地、微观栖息地。宏观栖息地指流域层次；中观栖息地

指断面及局部河段层次；微观栖息地指砂砾、卵石上的砂质游泥、岸边枯枝落叶等局部状况[30]。本文

主要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分析鱼类与栖息地地形之间的关系，将河流地形指标分成横断面形态、纵剖面

形态、平面形态、空间特征四类，见表 4。 

（1）横断面形态。主要包括横断面类型、河宽（B）、断面面积（A）、湿周（𝜒）、水力半径（R）、

宽深比（
𝐵

ℎ
）、断面复杂系数（𝜎 =

𝜒

𝐵
）。其中，横断面类型分为 U 型、V 型、W 型，据研究，四大家鱼

产卵场多分布在 V 型和 W 型断面，由此可知家鱼产卵对横断面类型具有一定的选择性[31]。宽深比反

映了河道的宽浅程度，宽深比较大的河流河谷开阔、河漫滩发育较好，能为鱼类提供更高多样性的栖

息地。断面复杂系数是表征断面复杂程度的无量纲量，它与栖息地物种多样性呈正相关。 

（2）纵剖面形态。主要指河床比降（J），反映了单位长度上河床底部高程的落差。Walters[32]认

为河床比降对河流底质有影响，比降小的河流浅滩处床沙质粒径更小。 

（3）平面形态。主要包括河段平面类型、蜿蜒度（S）、断面面积变化率（𝛿𝐴）等。常见的河段

平面类型有顺直型、弯曲型、分汊型、矶头型。李建[33]等通过模拟发现弯曲、分汊、矶头型河段流速

较小，与四大家鱼产卵繁殖的最适流速吻合，而顺直河段流速较大，更适合中华鲟等大型鱼类产卵，

由此说明鱼类产卵对河段平面类型具有偏好。蜿蜒度定义为某段河流实际长度与端点直线距离的比值。

Rhoads[34]的研究结果表明，蜿蜒度较大的河段的物种丰度、完整性和总量都高于顺直河段。断面面积

变化率反映了河流的收缩和扩张状况，突变较大的位置水流形态比较复杂，生物多样性也较高。 

（4）空间特征。指河流地貌单元及其特性，主要包括深潭-浅滩密度、江心洲个数以及地貌单元

的底质类型、高程变异系数（𝑉𝐶𝐸𝑖 = 𝑆𝑖 𝑉�̅�⁄ ）、粗糙度（𝑅 = 𝑆𝑖曲 𝑆𝑖平⁄ ）、起伏度（𝑅𝐴𝑖 = 𝑍𝑖max − 𝑍𝑖min）。

地貌单元能够为不同物种提供不同类型的栖息地。李倩[35]等对长江上游铜鱼产卵场地形进行了研究，

得出深潭能够为鱼类提供相对平静的休息环境，浅滩能够满足鱼类产卵所需的水力环境，而深潭浅滩

交错带水流形态复杂，可以提高受精成功率。江心洲能增大河床阻力、改变周围的泥沙输移和水流形

态，对稳定河床、减小侵蚀、提高生境质量有很大的作用。此外，底质类型等其他指标也都从不同方

面反映了地貌单元的复杂结构。 

表 4  鱼类栖息地地形评价指标 

类别 名称 生态学意义 

横断面形态指标 

横断面类型 不同鱼类产卵对断面类型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河宽 - 

断面面积 - 

湿周 湿周越大，水流阻力和水头损失越大，鱼类运动和能量消耗越大 

水力半径 - 

宽深比 反映河道的宽浅程度，影响河漫滩的发育 

断面复杂系数 反映河道断面复杂状况，复杂系数与栖息地多样性成正相关 

纵剖面形态指标 河床比降 河床比降对底质类型有很大影响 

平面形态指标 

河段平面类型 不同鱼类产卵对河段平面类型具有一定的偏好 

蜿蜒度 蜿蜒度较高的河段物种丰度、完整性、总量较高 

断面面积变化率 突变河段，水流特征较复杂，能刺激产卵、促进卵的受精 

空间特征指标 

深潭浅滩密度 深潭浅滩交错带水流形态复杂，可以提高鱼卵受精成功率 

江心洲个数 江心洲增加河床阻力，对周围泥沙输移、水流形态产生影响 

底质类型 影响底栖生物分布和鱼类对产卵场的选择 

高程变异系数 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地貌单元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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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度 

复杂度 

3 鱼类栖息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综上所述，根据鱼类栖息地的环境要素，结合各指标的生态学意义，构建鱼类栖息地环境评价指

标体系见表 5。该评价体系分为目标、要素、特征和指标四个层面，包括了水质、水文、水力学、地

形四个方面的评价指标，整个评价体系满足系统性、科学性和独立性原则。 

表 5  构建鱼类栖息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要素层 特征层 指标层 

目标鱼类

及栖息地

（A） 

水质（B1） 理化参数（C1） 水温、溶解氧、含沙量、pH 

水文学（B2） 

基本类（C2） 平均流量、极值流量、平均水位、最高和最低水位 

变化类（C3） 流量上涨率和减小率、水位上涨率和减小率 

频率类（C4） 流量洪峰和低谷出现次数、涨落水次数 

时间类（C5） 最大和最小流量出现时间、高流量和低流量持续时间、涨落水持续时间 

水力学（B3） 

几何特征（C6） 水深、流速 

运动学特征（C7） 流速梯度、涡量 

动力学特征（C8） 动能梯度 

无量纲量（C9） 傅汝德数、雷诺数 

地形（B4） 

横断面形态（C10） 横断面类型、断面面积、河宽、湿周、水力半径、宽深比、断面复杂系数 

纵剖面形态（C11） 河床比降 

平面形态（C12） 河段平面类型、蜿蜒度、断面面积变化率 

空间特征（C13） 深潭浅滩密度、江心洲个数、底质类型、高程变异系数、粗糙度、复杂度 

4 结论 

本文从生态学理论出发，探求鱼类栖息地的评价方法，根据影响机制的不同将影响鱼类栖息地的

环境要素分为四类，包括水质参数、水文学特征、水力学特征和地形特征，并结合各类要素指标的生

态学意义建立了鱼类栖息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体系从目标、要素、特征和指标四个层面，结合

资料分析、数值模拟、现场调查等手段，能够对鱼类栖息地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在进一步的研究

中，应结合鱼类的生活习性、种间关系以及在食物链中所处的生态位探索栖息地评价的生物学指标，

并确定各类指标的权重，建立包含自然环境、生物要素及人类干扰共同作用下的栖息地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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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study o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fish habitat 

Ma Li, BaiyinBaoligao, Xu Fengran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h and habitat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eco-hydraulics.In this paper,the ma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have great effect on fish 

habitat ar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water quality, hydrology, hydraulics and topography. Then we analyze 

the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factors and select some that associate with the living and reproduction 

of fish as evaluation index. Finally we establish th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ystem of fish habitat,the 

system contains four layers and provide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river habitat assessment and fish 

conservation. 

Key words: river ecosystem; fish habitat; environmental index; assess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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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栖息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初探 

 

马里，白音包力皋，许凤冉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 

 

摘要文字例：探求和建立鱼类与栖息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生态水力

学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将影响鱼类栖息地的主要环境要素分为水

环境状况、水文情势、水动力特性和地形特征四类，分析各环境要

素的生态学意义并筛选出与鱼类生存、繁衍相关的评价指标，建立

了包含目标层、要素层、特征层和指标层四个层次的鱼类栖息地环

境评价指标体系，可为河流栖息地评价及鱼类保护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 

河流生态系统；鱼类栖息地；环境指标；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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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调查及保护策略探讨 

李云鹏，吕娟，万金红，邓俊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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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主体和核心是水利工程。通过系统调查大运河现状河道及相关水系、各

类水利工程及遗产数量和分布、现状水利功能、管理制度、相关规划计划等基本情况，分析了大运河水利遗产保

存利用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探讨保护利用策略。研究认为，大运河具有文化

遗产与在用水利工程双重属性，发展演变是其本质特性；部门分工侧重的差异和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是造成当

前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的根本原因。大运河保护利用应以延续水利功能与保护文化遗产并重为基本原

则，逐步建立起完善和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保护工作应统筹规划、区分对待、突出重点、逐步推进，

同时加强在用类遗产保护理论及技术基础研究和运河水利遗产历史科技文化展示宣传。  

关键词：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调查；保护；策略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中国大运河已有 2500 多年历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自然条件最复杂、连续运用时间最长的运河，

为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大运河纵贯中国东

部平原，全长 2000 多公里，自北而南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几大水系，沿线

最大地形高差达 50m，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从 500mm 至 1400mm 不等。中国大运河的工程问题之复杂，

其建造和发展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之巨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运河都难以比拟的，围绕它的运行而开展

的治水活动同样是举世无双的。运河沿线产生了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水利工程，

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水利科技成就。[1,2] 在自然和人为活动共同作用下，运河沿线相关河湖水系也发

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大运河遗产留下了各时期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形态的深刻印迹，具有突出

的历史、科技和文化价值。 

自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冲断运河、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运终止，大运河结

束了其历史使命，国家对运河的统一管理机制随之退出，运河水系的功能、形态和管理发生了较大改

变。尤其近几十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具有历史价值的运河河道、

水利工程设施等各类水利遗产及沿线水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和蜕化，大量古代水利工程损毁，甚至部分

河段河道形态消失；同时，现存河道和水利工程遗产大部分仍在发挥航运、输水、行洪排涝、生态景

观等水利功能。2006 年，中国大运河被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 6 月，中国大运

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在用”的文化遗产，大运河保护

和利用的矛盾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如何保障大运河水利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当前面临的

紧迫课题。 

本文在现状调查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基于大运河可

持续发展的视角探讨了水利遗产保护利用策略，为世界文化遗产背景下大运河的科学管理、保护和发

展提供参考。 

2 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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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大运河水系、水利遗产与现代水利工程现状的基本情况，是客观认知大运河遗产价值和现实

功能，充分了解其复杂性，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大运河的基础。 

2.1 大运河水利遗产界定  大运河遗产、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水利遗产的概念和内容有所不

同。《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将大运河遗产界定为：“包括隋唐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水

工遗存，各类伴生历史遗存、历史街区村镇，以及相关联的环境景观等。近代以来兴建的大运河水工

设施，凡具有文化代表性和突出价值的，属于本办法所称的大运河遗产。”[3]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则

是指大运河遗产中正式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代表性点段，具体包括 27段典型河道（总长 1011km）

和 58处遗产点。
[4]
 大运河水利遗产则是指大运河遗产中的水利部分，主要包括运河河道及堤防、闸、

坝、涵、水柜等各类古、近代水利工程或遗存，运河相关水利管理建筑、水神崇拜建筑或设施，以及

运河相关水利碑刻、文献、管理制度等各类工程及非工程遗产。由于隋唐大运河体系中除与京杭运河

重合的河段外大部分已在历史演变进程中消失，本文所讨论的大运河，主要是指在当代水利格局中仍

占据重要位置的京杭运河和浙东运河，自北京至宁波主线河道全长 2092.6km。 

2.2运河河道及相关水系  （1）运河河道概况 

大运河按自然地理及水系特点分为 8 段：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

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各段分布及基本情况如图 1、表 1 所示。 

表 1   大运河分段河道基本情况 

运河河段 长度(km) 纵比降(‰) 年降水量(mm) 现状水质 现状主要水利功能 航道等级 

通惠河 21 1～1.2 595 劣Ⅴ类 防洪、排涝、排污 —— 

北运河 190.5 0.07～0.2 643 劣Ⅴ类 排水、调水 —— 

南运河 509 0.1 500～800 劣Ⅴ类 防洪、调水 —— 

会通河 480 0.047/0.083 836 劣Ⅴ/Ⅲ类 废弃/调水（在建） —— 

中运河 179 0.1 700～800 Ⅲ类 防洪、调水、航运、灌排 2级 

淮扬运河 160 0.03～0.1 800～1000 Ⅲ～Ⅳ类 防洪、调水、航运 2级 

江南运河 340 0.016/0.006 1000～1400 劣Ⅴ类 航运、防洪、排涝、调水 4级 

浙东运河 213.1 <0.001/4.71 1100～1300 劣Ⅴ/Ⅲ/Ⅳ类 防洪、航运 6级 

目前，会通河黄河以北段南水北调东线正在开挖施工，黄河以南至济宁段基本失去河道形态，除

此之外，大运河其他河段均承担有输水、防洪排涝、航运、生态、景观等水利功能。南水北调东线自

扬州三江营至天津北大港，全长 1156km，其中借用大运河河段 750km，包括淮扬运河、中运河全段

及原会通河黄河以北段、南运河吴桥至青县段。（图 2）除此之外，大运河部分区段还承担区域性调水

或应急调水任务，如江苏省江水北调，华北地区引黄济津、引黄济淀、引黄入冀等应急调水，以及浙

东引水等。大运河除会通河外，基本都被纳入所在区域防洪排涝体系，但具体标准有所差异；部分河

段如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南段、浙东运河的姚江和甬江段目前承担地区主要行（分）洪排涝

任务；南运河和北运河分别是海河流域南系和北系干流，在漳卫新河、子牙新河、潮白新河等一批通

海排洪工程兴建前是流域主要行洪通道，目前已不承担流域主要防洪排涝任务。航运是运河发挥的主

要水利功能之一，目前大运河济宁以南段仍全线通航。其中浙东运河（今称杭甬运河）大部分河段为

六级航道，自 2002 年起实施按四级航道标准改造，因故至今仍未完工，现状通航较少。北方河段的

航运功能已基本蜕化，仅有部分区段通行游船。大运河水利工程体系对沿线水环境及生态格局发挥基

础支撑功能，部分沿线城镇以运河水系为核心形成旅游景区，随着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水利

生态景观功能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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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运河分段示意图                       图 2   南水北调东线与大运河关系示意图 

（2）运河相关河湖水系 

大运河南北纵贯中国东部平原，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及甬江等流域下游大

部分水系相交，共同构成复杂的运河水系网络。经调查，与运河直接相关的主要河流和湖泊有 80 余

条（个），详见表 2。 

表 2   运河相关主要河湖水系一览表 

运河河段 流域 主要相关河湖水系 

通惠河 

海河 

京密引水渠，昆明湖，什刹海，北、中、南海，温榆河 

北运河 温榆河，凉水河，潮白河，北京排污河，龙河，永定新河，新开河，海河 

南运河 海河，子牙河，子牙新河，北排河，清漳河，南排河，漳卫新河，卫河 

会通河 

卫河，马颊河，西新河，大沙河，徒骇河 

黄河 金堤河，黄河，东平湖 

淮河 

梁济运河，赵王河，南四湖 

中运河 
南四湖，沂河-骆马湖，六塘河，淮沭河，盐河，黄河故道，二河，苏北灌溉总渠，淮河，洪泽湖，入

海水道 

淮扬运河 
洪泽湖，入海水道 

长江 
白马湖，宝应湖，渣河-三阳河，高邮湖，邵伯湖，新通扬运河，入江水道，长江 

江南运河 

长江 

太湖 

香草河，简渎河，丹金溧漕渠，九曲河，越渎河，新孟河，扁担河-滆湖，德胜河，采菱港，藻港河，

北塘河，三山港，直湖港，太湖，五牧河，锡溧漕河，锡澄运河，北兴港，梁溪河，伯渎港，太溪河，

望虞河，浒光运河，元和塘，娄江-浏河，胥江，苏东河，吴淞江，太浦河，奉口河-东苕溪，杭嘉湖河

网 

钱塘江 
杭嘉湖河网，钱塘江 

浙东运河 
钱塘江，绍兴河网，曹娥江 

甬江 姚江，慈江，甬江 



 

 

168 

2.3 运河水利工程  大运河的营建伴随着各类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演变，它们见证了中国水利科学技术

的发展历程。传统大运河水利工程体系按功能划分为航道工程、水源工程、防洪工程、水量节制及通

航工程等，有些工程或枢纽兼具多种功能；类型包括堤防、堰坝、闸（包括复闸）、桥涵、泉、渠道、

水柜等，几乎包含所有传统水利工程型式。近代以来，运河上大量古代水利工程废毁。通过调查统计，

大运河上现存的主要水利工程遗产有 122 项，其中 40 项完整或基本保留历史形貌，13 项为近现代改

扩建，69项为遗存或遗址；这些水利工程遗产中有 52项仍在发挥水利功能。 

表 3   运河上主要水利工程遗产一览表 

运河河段 
工程或枢纽 

历史功能 完好或基本完好 改、扩建 遗存、遗址 

通惠河 

水源工程 

西山引水石槽，昆明湖
*
，团城湖

*
，

丰产湖
*
，长河

*
，北海

*
，中南海

*
，

什刹海
*
 

—— 白浮等泉 

节制及通航工程 澄清上闸
*
 广源上闸

*
 

麦钟桥闸，高梁桥闸，澄清中闸，澄清下闸，庆

丰上闸，平津上闸 

北运河 防洪工程 青龙湾减河
*
，筐儿港减河

*
 —— 王家务减水坝 

南运河 防洪工程 
马厂减河

*
，兴济减河

*
，连镇谢家

坝
*
，华家口夯土坝

*
，四女寺减河

*
 

九宣闸
*
，捷地

减闸
*
，捷地减

河
*
 

哨马营减河
*
 

会通河 

水源工程 
戴村坝

*
，小汶河

*
，洸河

*
，金口坝

*
，府河

*
 

 
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邢通斗门，堽城坝，

马场湖 

节制及通航工程 —— —— 

板闸，砖闸，会通闸，临清闸，戴湾闸，土桥闸，

梁乡闸，永通闸，李海务闸，周家店闸，七级下

闸，七级上闸，阿城下闸，阿城上闸，荆门下闸，

戴庙闸，安山闸，靳口闸，袁口闸，十里闸，柳

林闸，寺前铺闸，通济闸，天井闸，仲浅闸，师

庄闸，枣林闸，南阳闸，利建闸，通惠闸 

中运河 
水源工程 南四湖

*
，骆马湖

*
，黄墩湖

*
 —— —— 

节制及通航工程 淮阴船闸，双金闸，宋泾河
*
 —— 杨庄运口，韩庄闸，顿庄闸，台庄闸，跃龙关

*
 

淮扬运河 

水源、节制及通

航工程 

洪泽湖大堤
*
，清江大闸

*
，邵伯老

船闸 
—— 清口枢纽工程群，古末口 

防洪工程 淮安运河古石堤
*
 

子婴闸
*
，界首

小闸
*
 

扬州运河古石堤，高邮湖古西堤，高邮湖古东堤
*
，

邵伯湖古石堤
*
，清水潭

*
，车逻坝，归江十坝 

江南运河 

水源、节制及通

航工程 
—— 

京口枢纽
*
，龙

山闸
*
 

练湖，长安闸枢纽 

防洪排涝 吴江塘路
*
，宝带桥

*
，頔塘

*
 —— 垂虹桥 

浙东运河 

水源、节制及通

航工程 
—— 

曹娥坝老坝底

*
，通明堰

*
，长

坝，驿亭坝，

大西坝
*
 

永兴闸，鉴湖，蒿坝，清水闸，小西坝 

防洪排涝 

三江闸及水则碑，萧山段古堤
*
，

柯桥段古堤
*
，渔后桥段古堤

*
，牟

山湖段古堤
*
 

—— 皋埠段古堤
*
，上虞段古堤

*
 

说明：带“*”项表示仍在发挥水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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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之后尤其是近 30 年，随着运河沿线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防洪、排涝、供水等需求快速

增加及相应标准的提高，运河上新建了大量现代水利工程，它们在所在地区的水利格局中占据重要位

置。调查统计，运河上的现代水利工程共 137处，主要发挥防洪、排涝、供水、航运等水利效益；其

中综合性水利枢纽 26处。 

表 4   运河上现代水利工程一览表 

运河河段 现代水利工程或枢纽 

通惠河 东便门橡胶坝，通惠闸 

北运河 北关分洪枢纽（拦河闸、分洪闸、船闸），榆林庄闸，杨洼闸，筐儿港枢纽（旧节制闸、新节制闸、16孔分洪闸、11孔分

洪闸、龙凤河穿运倒虹吸、龙凤新河节制闸、橡胶坝），老米店闸，屈家店枢纽（节制闸、船闸、新引河进洪闸，永定新

河进洪闸） 

南运河 改道枢纽（上改道节制闸、船闸、下改道小口子进水闸、下圈闸），独流减河（新进洪闸、旧进洪闸、减河），九宣闸，

流河节制闸，子牙新河穿运枢纽（子牙新河主槽立交、节制闸、北排河立交、运河改道工程），北陈屯枢纽（节制闸、船

闸），代庄枢纽（节制闸、引水闸），杨圈闸，安陵枢纽（节制闸、船闸、公路桥），四女寺枢纽（南进洪闸、北进洪闸、

节制闸、船闸，兄弟灌区进水闸），恩县洼蓄滞洪区（西郑庄分洪闸、牛角峪退水闸涵，恩县洼），祝官屯枢纽（节制闸、

船闸） 

中运河 蔺家坝枢纽（节制闸、船闸、泵站），解台枢纽（节制闸、船闸、泵站、解台一站、灌溉闸），刘山枢纽（节制闸、船闸、

刘山一站、刘山南站、泵站），皂河枢纽（节制闸、船闸、皂河一站、新邳洪河闸、邳洪河地涵、皂河二站），宿迁枢纽

（节制闸、船闸、六塘河节制闸），刘老涧枢纽（节制闸、新节制闸、刘老涧一站、船闸、刘老涧二站），泗阳枢纽（节

制闸、船闸、泗阳泵站、泗阳二站） 

淮扬运河 淮阴枢纽（淮阴闸、盐河闸、淮涟闸、杨庄闸、泵站、淮沭船闸、淮阴船闸、盐河船闸），淮安枢纽（泵站、入海水道立

交、淮安船闸、运东船闸），宝应枢纽（泵站、宝应船闸、南运西船闸），高邮运西船闸，高邮运东船闸，邵伯船闸，盐

邵船闸，江都枢纽（泵站、节制闸、电站、船闸、邵仙套闸） 

江南运河 谏壁枢纽（抽水站、节制闸、船闸），常州新闸，常州钟楼闸，望亭枢纽（望虞河水立交），镇江城市防洪体系（大包围

堤防圈、城河水系、丹徒南闸），常州城市防洪体系（运北大包围、大运河西枢纽、串新河枢纽、南运河枢纽、采菱港枢

纽、大运河东枢纽），无锡城市防洪工程（运东大包围、江尖枢纽、仙蠡桥枢纽、利民桥枢纽），苏州城市防洪体系（城

区大包围、青龙桥河枢纽、东风新枢纽、胥江枢纽、仙人大港枢纽、南庄枢纽、大龙港枢纽，澹台湖枢纽），三堡枢纽（船

闸、泵站） 

浙东运河 慈江大闸，姚江闸枢纽（姚江大闸、姚江船闸） 

说明：“（）”内为水利枢纽或工程体系的工程组成。 

2.4 相关水利文化遗产  大运河相关水利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与运河、漕运直接相关的历史水利管理建

筑或遗址，水神崇拜或祭祀建筑、设施或遗址，以及相关水利碑刻、文献和管理制度等，它们是运河

水利文化的主要载体，是运河水利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水利文献和管理制度外，调查统计运河上

现存相关水利文化遗产共 79 处（个），详见表 5。 

表 5   运河相关水利文化遗产表 

运河河段 相关水利文化遗产 

通惠河 白浮泉九龙池龙头，独龙王庙，颐和园，汇通祠，万宁桥趴蝮镇水兽(2 对)，南新仓 

北运河 顺直水利委员会遗址，筐儿港导流济运碑，阅筐儿港减河水坝作诗碑，武清运河沉船遗址(6处) 

南运河 靳官屯闸碑，乾隆御书捷地兴济坝工纪事诗碑，捷地枢纽清代宪示碑，东光码头及沉船遗址，郑口挑水坝水尺(7 处)、题刻

(2 处)，小范庄拆堤开沟碑 

会通河 临清运河钞关，辛闸镇水兽，七级下闸镇水兽，荆门下闸石狮，荆门上闸镇水兽，泰安汶河禹王庙，泗水泉林碑，大元新

开会通河记碑，开河闸碑，金口坝镇水兽 1对，南旺分水龙王庙遗址 

中运河 疏凿吕梁洪记碑，宿迁大王庙，皂河龙王庙及行宫 

淮扬运河 高家堰镇水铁牛(4个)，高家堰碑刻，淮安河道总督衙署及康乾御碑（15通），清口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清口乾隆阅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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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淮安运河钞关，总督漕运公署，明代龟山遗址碑，清代龟山遗址碑，耿庙石柱，马棚湾镇水铁犀，邵伯镇水铁犀 

江南运河 苏州盘门，长安闸新老两坝示禁勒索碑 

浙东运河 马镇庙遗址，鉴湖大王庙遗址 

2.5 管理现状  《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主管大运河遗产的整体保护

工作，并与国务院国土、环保、交通、水利等主管部门合作，依法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相关工作。

大运河沿线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依法与

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合作开展工作，并将大运河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3] 跨部门、跨地区

是大运河管理的基本现状，而不同部门和地区基于不同目标，管理产生诸多交叉和矛盾，各自所依据

的法律法规体系之间也存在不少冲突和矛盾，这在申遗工作过程中有突出体现。
[5，6，7]

现在大运河虽已

申遗成功，但这种状况并未破局。 

这些矛盾在大运河水利工程和遗产管理上的体现具有代表性。水利管理主要分流域管理和地方管

理两个层面，二者有区别、有交叉。作为流域主要水系的河段和重点工程或枢纽主要由相应流域机构

管理；其他地区性的河段则主要由所在地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模、重要性分级管理。管理依据

主要是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划的相应规定，以保障防洪、排涝、供水安

全等为主要目标。部分已经失去连续河道形态和水利功能的河段或遗迹，则未被实质纳入水利工程管

理体系内。总的来说，大运河绝大部分有确定的水利管理负责单位，管理范围明确，职责清晰，但对

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考虑相对较少。而文物部门对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

管理着眼重在“保护”，原则上要求不能改变，而对部分河段和水利遗产现状水利功能及其重要性、

相应的水利管理和工程维护抢修的特点等则认识不够充分，一些文物保护的规定对河道整治、堤防维

护、工程维修等常规性和应急性水利工程活动造成事实上的障碍，也不切实际。而大运河在 2006年被

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对其具体内容并无明确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增加了问题的

复杂性。水利管理和文物保护管理各有法律法规或规划依据，二者之间的差异或矛盾成为运河水利遗

产管理的根本症结所在。 

为协调部门、地区之间的矛盾，统筹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在运河申遗阶段，从国务院层面组

织成立了由相关的 13个部委和 8个省市（除京杭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之

外，还包括隋唐宋大运河涉及的到的河南、安徽）组成的“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共

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审议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申遗预备名单等文件，一些部门间的技术协调和沟通

也在此机制下进行。2011 年和 2012 年，水利部和国家文物局两次专门就大运河水利工程和遗产保护

利用问题进行会谈，并以联合发布会议纪要形式指导相关部门工作。会谈明确了大运河申遗应不影响

在用功能的延续和拓展，申遗后原有河道管理部门和职责不变，文物保护与防洪安全冲突时坚持安全

第一，在河道功能延续和拓展中尊重文物保护的要求等基本原则，双方决定共同处理好申遗与在用、

保护与治理、遗产管理与水利管理、文化功能与水利功能、当前申遗保护与长远持续发展、中央与地

方等的关系，双方支持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大运河在用功能的必要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和整治建设，

确定涉及文化遗产的不单独进行文物保护影响评价，可通过在设计文件中编制文物保护篇章方式处理，

河湖遗址遗迹通水涉及文保单位的应征求文物管理部门意见等。
[8，9]

 这些原则和具体指导意见成为目

前大运河水利工程及水利遗产保护利用管理最具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依据，一定程度上可以协调两个

部门法律法规体系间的矛盾，原则指导运河保护利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处理。但不可否认，相关法律

的修订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而另一方面，相关规范、技术标准、导则等则是工程或遗产维护、修复、保护利用管理等工作的

直接依据，但对于如大运河这种具有在用水利工程和文化遗产双重属性的项目，水利和文保行业现行

技术标准适用性不强，且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致使大运河水利遗产在具体实施保护、修复和利用时

缺乏科学可行的技术指导，保护性破坏、盲目改扩建等现象普遍存在。大运河遗产统一、科学、有效

的管理体系尚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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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相关水利规划  大运河沿线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水利基础建设发展迅猛。运河上除上文所述已

建现代水利工程之外，尚有大量在建、拟建工程，以及正在实施的众多水利规划。这些项目的实施将

会对大运河水利遗产格局和演变产生直接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与大运河关系密切的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相关规划有 4个（表 6），流域或区域性规划及计划工程项目有 28个（表 7），运河全线复航相

关动议或规划有 4个（表 8）。 

表 6   运河相关的南水北调规划 

序号 规划名称（时限） 涉及河段 主要内容 实施情况 

1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2002—

2050） 
淮扬运河 

中运河 

会通河 

南运河 

北运河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布局、水资源论证、相关区域及河段

生态、环境治理等 
实施中 

2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划》（2002—

2015） 

东线工程总体布局、调水量及分配、工程分期建设规划

等 

工程建设基本完

成 

3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2001

—2010） 

全线治污分区、水质及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主要防治

措施等 
已基本实施 

4 
《南水北调工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03—2010） 

各线调水区、输水区、受水区生态、水质保护目标及主

要措施 
已基本实施 

 

表 7   运河沿线相关流域或区域水利规划或计划项目 

序号 规划或项目名称 涉及河段 相关内容 编制时间 

1 《海河流域防洪规划》 
北运河 

南运河 

到 2015年海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防洪标准达到 50年一遇，北京、天

津市防洪标准达到 200年一遇，中等城市防洪标准达到 20年一遇～

50 年一遇；到 2025年建设较为完善的现代化防洪减灾体系。 

2008 

2 
《北运河流域水系综合治理规划

（2009—2015年）》 
北运河 将全流域划分为 226个治污单元进行治理。 2009 

3 《北运河干流综合治理规划报告》 北运河 
河道清淤、堤防加固、扩大行洪能力、合理配置水资源、修复水生

态水环境。 
2011 

4 
《北运河香河段治理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北运河 

堤防加高培厚及局部改建；曹店橡胶坝扩建；河道清淤、险工整治、

河心岛岸坡防护等。 
2012 

5 
《天津境內京杭大运河保护与发

展规划》 

北运河 

南运河 

规划范围为河道及河道外侧 500m，规划总面积约 133.86km²，近期

整治重点为北运河筐儿港枢纽至三岔河口段、南运河三岔河口至杨

柳青镇区段。 

2013 

6 《武清城区河湖水系规划》 北运河 统筹北运河航运、景观规划设计 —— 

7 《河北省防洪规划总报告》 
北运河 

南运河 
明确了各水系流域防洪对策，工程建设、维修。 2006 

8 《古运河（德州段）综合治理规划》 南运河 河道清淤、岸坡护砌及绿化、截污治污等 2010 

9 
《漳卫南局防汛应急响应机制》

（试行） 
南运河 海委漳卫南运河局应对卫河、南运河洪水应急响应机制 2006 

10 《山东省漳卫南运河防洪预案》 南运河 山东省政府针对卫河、南运河洪水预案 2006 

11 《恩县洼滞洪区滞洪预案》 南运河 恩县洼滞洪区滞洪运用预案 2002 

12 
《武城县恩县洼滞洪撤离安置办

法》 
南运河 恩县洼滞洪区启用时区内居民撤离安置预案。 1994 

13 《聊城市现代水网建设规划》 
南运河 

会通河 

利用运河、结合南水北调建设防洪、供水、灌溉、景观等综合效益

的现代水网。 
2011 

14 《汶上县小汶河治理工程项目建 会通河 通过小汶河河渠疏挖、堤防闸涵修筑，以及引水工程、运河整治，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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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 提高防洪除涝能力，增加引汶能力，促进小汶河及会通河局部复流，

改善水环境水生态。 

15 《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中运河 

淮扬运河 

江南运河 

明确了运河各区段水功能、用水次序以及监测控制断面；明确了至

2020年各段水质保护目标Ⅱ～Ⅳ类不等。 
2003 

16 《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 

中运河 

淮扬运河 

江南运河 

规范和明确了各河段名称、范围、长度、等级、功能。 2010 

17 
《江苏省淮河流域“三河两湖”

岸线利用管理规划》 

中运河 

淮扬运河 

将相关河湖岸线按保护、保留、控制利用、开发利用 4种功能区划

分，纳入岸线利用管理规划范围。 
2009 

18 《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 

中运河 

淮扬运河 

江南运河 

明确大运河苏北段为二级航道，苏南段及相关支河为三级航道。 2005 

19 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 

江南运河 

建设奔牛枢纽（含立交地涵、节制闸、船闸） —— 

20 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 
建设西直湖港北枢纽（立交地涵）、遥观南枢纽（含节制闸、船闸、

泵站）及遥观北枢纽（含节制闸、泵站） 
—— 

21 望虞河后续工程 望亭枢纽立交地涵扩建 —— 

22 吴淞江工程 初拟立交枢纽（立交地涵） —— 

23 太浦河后续工程 初拟立交枢纽（含立交地涵、船闸） —— 

24 浙江省万里清水河道建设项目 
江南运河 

浙东运河 

通过对相关河段清淤疏浚、清障固堤、护岸绿化、配水保洁等措施，

实现河道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目标。 
2003 

25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

方案》 
江南运河 

近期 2007—2012年，远期 2013—2020年，主要实施杭嘉湖东部平

原河网整治、治理和控制船舶污染等。 
2007 

26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浙江省

“五大项目” 
江南运河 

包括平湖塘延伸拓浚、太嘉河工程、杭嘉湖地区环湖河道整治、苕

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 
2013 

27 《湖州市水运航道建设规划》 江南运河 运河按四级航道整治、远景 2020 年按三级航道改造。 2005 

28 浙江省“五水共治”项目 
江南运河 

浙东运河 

2014年提出全省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

共治”计划，把握轻重缓急分步实施； 2014到 2016 年要解决突出

问题，明显见效；到 2018 年要基本解决问题，全面改观；到 2020

年要基本不出问题，实现质变。 

2014 

 

 

表 8   运河复航相关动议或计划 

序号 名称 涉及河段 主要内容 

1 
2010 年全国人大议案《关于京杭大运

河开发与保护的建议》 
京杭全线 

“全线贯通是京杭大运河开发与保护的关键，京杭大运河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

第二条‘黄金水道’，尽快恢复全线通航，不仅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也是惠及当代、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是交通、水利部门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实际行动。” 

2 

2010 年全国政协会议提案《关于抓住

时机，全力推进京杭运河全线复航的提

案》 

京杭全线 建议对大运河全线复航条件进行科学论证。 

3 
2011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

水运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2号） 
京杭全线 

提出要发挥京杭运河沟通南北地区水运大通道的重要作用，注重发挥京杭运

河等内河航运干线跨区域、通江达海、物流成本低的优势，大力推进京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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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和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建设，对新建水利水电枢纽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要充分考虑内河水运发展要求，对已存在碍航、断航问题的内河航道，要在

充分论证通航价值和可行性的基础上逐步建设通航设施。 

4 
2011 年山东省政府《关于加快内河水

运发展的意见》（鲁政发〔2011〕48号） 
会通河 要求积极推进大运河“穿黄工程”和黄河以北段复航工程的研究。 

 

这些规划计划的实施，将使运河水系水利功能进一步提升，水环境、水生态状况进一步改善，相

关区域防洪排涝安全性进一步加强；大运河水利工程和文化遗产体系、运河管理形势也将更为复杂。

从水资源配置角度的研究表明，即使考虑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调水量作为水源，运河全线复航也是不

可行的。
[10]

但随着运河申遗成功，社会各界对大运河全线复流、恢复生命的呼声日高，可统筹考虑运

河水利遗产保护、全线复流和水环境水生态修复，科学论证，系统规划。 

3 保护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大运河的保护发展面临着众多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大运河遗产情况复杂 

大运河长达2000多公里，线路长、范围广；涉及6个省（市），各段自然、社会条件不一，运河现

状保存和利用情况差异很大；跨越六大流域，与之相交的河流水系数量众多，水系关系极为复杂；古

代工程与新建工程、在用工程与遗址遗迹，混杂交错分布在运河一线上，大量其他文化遗产也依托运

河产生、发展和存在，大运河遗产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巨系统”；其运行和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和专

业领域，由于不同部门的职责、专业背景的差异，其工作侧重、原则、程序也不同甚至存在矛盾与冲

突。中国大运河遗产的庞大规模和复杂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运河都难以比拟的。这些复杂情况增加

了对大运河遗产研究和认知的难度，也是造成保护和管理困难的根本客观条件。 

（2）水利遗产现状不佳 

大运河水利遗产保存现状不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工程状况。绝大多数已失去功能但

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水利工程遗产被遗弃、破坏、拆毁或被盲目改扩建，大运河完整保留下来的传统

工程遗产不多，河道断头情况较多，河湖水系连通状况遭到很大破坏。②环境状况。部分运河河道内

外、工程或遗址区域垃圾堆积、私搭乱建，遗产环境杂乱。③水质状况。约3/4的河段水质为劣Ⅴ类，

部分河段如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局部区段成为功能性排污、纳污河道。④管理缺失。部

分历史河段如会通河尚未有效纳入水利工程管理体系。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历史原因。20世纪初漕运终止之后，大运河遂失去国家

层面的统一管理和维护。②现实原因。近几十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大规模基础建设，一切推陈

出新，工程建设和管理同样“厚今薄古、厚用薄废”，运河及其古代水利工程遂被大量废弃、拆毁或

改建，运河水利遗产遭到破坏。③人为原因。在2006年以前大运河水利遗产远未引起社会如此广泛的

关注，政府和学术界对大运河保护和价值研究也未给予足够重视；大运河启动申遗工作后社会各界对

运河的关注度迅速提升，但相应研究和管理水平明显滞后。 

（3）保护与利用矛盾突出 

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逐步提高。比如对水资源保障的要求，对防洪

排涝安全的要求，对水环境水生态的要求，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精神需求等，都在提高。从这个层面来

看，社会发展对大运河水利功能的发挥及发展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求方向是一致的。大运河

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矛盾目前主要存在于实施层面，不同部门的职责及依据法律法规的差异是造成矛盾

的根本原因。大运河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它仍具有重要的水利功能和发展的需求；大运河又不同于一

般的水利工程，它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水利科技文明。文物法是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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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加强管理”为基本原则，对文保单位要求尽量不改变原状；而水法、防洪法等则是以保障水利

工程现状功能的有效发挥、保障防洪和供水安全为首要原则，不可避免地对工程要进行维修和建设。

二者基于各自的职责，在对大运河的功能定位、处置原则和基本要求上存在一定分歧。到实施层面，

由于行政审批归口不同，对审批程序、主体及相关建设的具体技术要求均不一致。大运河保护和利用

的这类矛盾目前从一定程度来看是“刚性”的，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4）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 

大运河目前尚无统一的管理机构。大运河不论从概念还是价值上来讲都是一个整体，但目前对它

的管理和使用都是分段的。大运河的管理分属于水利、文物、航道、旅游等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

又有行政区划的界限，即使在水利系统，仍有流域机构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区分。“大运河保护

与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虽初步建立了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机制，但仅限于申遗有关的重大事件协

商，部门和地区间许多具体事务和实施层面的细节问题没有方便有效的协调途径和常态化的合作机制。

作为水利工程，大运河水利管理虽然范围清晰、职责明确但不全面，相关法律法规对运河历史文化价

值的重视程度和对水利遗产的保护意识不够；而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部分原则和规定不适用于以

大运河为代表的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管理办法[3] 对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发展所涉及各部门的

职责和分工进行了协调，但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能够适用于大运河“活态遗产”保护和发展的

原则一致、层次分明、界限清晰、职责明确、协调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亟需建立。 

（5）相关基础研究不足 

近几年来对大运河的研究持续升温，相关成果也很多，但目前来看，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

基础仍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基础研究。对大运河的历史演变、文化与科技价值、社

会与自然背景等的宏观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对部分区间、节点关键时期的历史与技术研究仍

不够深入，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较少。②保护利用理论研究。针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和在用功能的双重

属性，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保护的目标、原则和策略在理论层面尚未形成共识，

许多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和探讨。③保护利用技术研究。对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规划、设计、监测、管

理、施工材料和工艺等技术层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大运河保护利用的科技支撑不足，许多破坏性

保护的直接原因就是缺乏科学专业的技术支持。 

4 保护策略探讨 

大运河具有文化遗产和在用水利功能双重属性，随着历史进程运河工程体系、水系环境、文化内

涵也在不断演变，这是大运河的本质特性。充分认识大运河遗产本质特性，是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大

运河的必要条件。文化遗产保护未来将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沿线社会经济发展对大运河水系及水利工

程功能的发挥也会有更高要求，如何在世界遗产背景下统筹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价值、水利功能和生态

环境价值，保障大运河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基于大运河水利遗产的基本特

性，结合当前实际，考虑长远发展，本文对遗产保护利用提出如下宏观策略建议。 

（1）基本原则：延续水利功能与保护文化遗产并重 

大运河自肇始以来，一直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及对运河

功能的需求均在发生变化，运河的演变就是以延续功能为目的的适应性发展，是大运河生命延续的基

本保障。同时在运河演变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工程与非工程遗产，它们是运河历史、文化、科技价值的

见证与载体，应当予以保护。在发展过程中延续大运河水利功能与保护大运河水利遗产，二者同等重

要，应作为保障大运河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 

（2）制度保障：推进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机制的完善 

法律法规体系是法治社会中一切行为的基础依据。目前关于文物保护、水利工程管理等的法律法

规等已有不少，但总的来看，适合以运河为代表的活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相关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已颁布的行业性法律法规并不完全适用于大运河水利遗产的保护，不同规定之间甚至存在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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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逐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和相关法律修订，逐步形成系统完备的法规体系。由于立法和修订的周

期较长，难度较大，可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现实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和论证，以部门法规、地方

规章、行业标准、规范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施工作层面提供依据和指导，

通过实践也可为未来法律制修订提供参考和经验。在当前管理体制下创新工作机制，在水利、文物、

航道等不同部门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逐步建立高效、便捷的协调机制并形成制度，加强不同行业间行

政审批、行业规范或标准等的协调和对接，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工作交流和借鉴，为大运河的科学保

护和合理利用在实施层面扫清障碍。 

（3）行动实施：统筹规划，区分对待，突出重点，逐步推进 

对大运河全线各类遗产的保护和大运河及相关水系、地区的发展统筹考虑，进行统一规划。对已

失去功能的工程、遗址、遗迹和仍在发挥水利功能的工程区分对待，制定不同的原则、策略和措施。

由于大运河遗产线路长、范围广、数量多，在保护实施工作尚不能一次性全面铺开的情况下，应根据

遗产价值、现状、条件等筛选重点项目，逐步实现全面保护。 

（4）加强基础研究，为保护利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以大运河为代表的“在用”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理论与技术，是水利和文保等学科共同面临的

新课题，也是当前相关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应针对大运河水利遗产价值及保护利用理论与技术研究

的薄弱环节，设立相关科研专项，加大相关基础科研支持力度，设立开放基金，充分调动各方科研力

量，开展重点攻关。推动多学科参与的综合性交叉研究，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对大运河

水利工程及遗产实施监测和管理。组织大运河水利遗产分区域、分类型、分专题专项调研，针对当前

保护利用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根据需要设立不同类型水利遗产保护利用试点，为大运河

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5）加强运河水利文化展示宣传 

针对相关业者及社会公众对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古代水利科技和历史文化的认知需求，通过博物

馆、展陈馆、现场展示标示、传统出版物、网络新媒体、数字大运河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全方位展示

大运河演变历史、古代水利科学技术成就、运河水利功能及管理、运河文化等，使水利、文保等相关

专业人员对大运河特性有全面系统认知，使社会公众也有机会和途径学习了解大运河遗产价值和现实

功能，并通过创新机制使沿线民众能够了解和参与大运河保护利用决策，推动运河遗产的长效保护。 

5 结论 

大运河水利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创举，是体现中华民族治水文明和智

慧的标志性工程。大运河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工程，文化遗产和在用功能是其基本属性。本文通过

对大运现状的系统调查，基本摸清大运河水利工程及遗产分类数量及分布、现状功能、管理制度及相

关水利规划计划等基本情况。大运河跨越不同流域和地区，线路长，涉及范围广，水系关系复杂，水

利工程和水利遗产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功能多样，而且现代工程和古代工程、在用工程和废弃工程、

工程遗产和非工程遗产夹杂；大运河不仅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发挥着重要的各类水利功能，

运河上的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整治和建设项目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目前大运河的管理涉及多部

门、跨不同地区，相应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标准之间的冲突是当前保护利用系列问题的根源，已有协

调机制和协商原则尚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 

大运河遗产体系规模庞大，情况复杂，当前保护和发展面临遗产和环境现状基础不佳、保护利用

矛盾突出、管理制度不完善、研究基础薄弱等问题，应在大运河保护利用中秉持延续水利功能与保护

文化遗产并重的基本原则，逐步建立起完善和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应针对大运河遗产特

点及现状，统筹规划，区分对待，突出重点，逐步推进各项保护工作，结合现实需要跨学科开展运河

在用遗产保护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并通过扩大对运河遗产特点及价值展示宣传，提高业者和社

会公众的认知水平，增强全面保护意识，促进全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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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①依托现有的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将大运河河道（包括水利功能蜕化的）、古代水利工程

及水利遗产纳入管理范围，明确保护和管理职责，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主导或引导水利遗产科学保护和

合理利用，使水利遗产切实得到有效传承和可持续发展。②针对这次调查发现的运河沿线水质普遍较

差、水环境恶化、水生态蜕化情况，结合沿线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河湖连通、五水共治、水文化建

设等工作，推动运河沿线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与修复。③建设大运河水利工程及遗产信息网络数据

库，利用GIS空间管理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储存、管理和监测大运河水利工程及遗产分布、运行、

保护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主导搭建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的大运河网络管理系统，为大运河的

综合管理和发展提供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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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ervation strategy of water heritage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China  

LI Yunpeng1,2，LV Juan1,2，WAN Jinhong1,2，DENG Jun1,2 

(1. Water History Department of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is the largest canal system located on the most complex landform with 

longest history for application listed in The World Culture Heritage group, with water projects as mainbody 

and core component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canal and related rivers, all kinds of water projects and 

heritages along, existing functions, management system and related planning on the canal, this paper 

analyzes prominent problems on water projects heritage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discusses 

strategy in the future and gives proposal on macroscopic view.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ground canal with 

double attributes a culture heritage and active water works continues to evolve a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department division and inadequate legal system are the primary causes of present problems. Pater 

suggests that water functions should be equally accounted in can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uch 

as culture heritage, perfect and united law system and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should be formed for 

in-use heritage conservation, Overall planning, distinct treatment, emphasizing the key points and 

step-by-step actions should be the principle to conserve and develop the water heritages of ground canal, 

and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demonstration and spreading of water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canal 

history should be reinforced in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water heritage; investigation; conserv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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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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调查及保护策略探讨 

 

李云鹏，吕娟，万金红，邓俊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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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字例：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主体和

核心是水利工程。通过系统调查大运河现状河道及相关水系、

各类水利工程及遗产数量和分布、现状水利功能、管理制度、

相关规划计划等基本情况，分析了大运河水利遗产保存利用

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探

讨保护利用策略。研究认为，大运河具有文化遗产与在用水

利工程双重属性，发展演变是其本质特性；部门分工侧重的

差异和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是造成当前大运河水利遗产保

护与利用问题的根本原因。大运河保护利用应以延续水利功

能与保护文化遗产并重为基本原则，逐步建立起完善和统一

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保护工作应统筹规划、区分对

待、突出重点、逐步推进，同时加强在用类遗产保护理论及

技术基础研究和运河水利遗产历史科技文化展示宣传。 

 

关键词 

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调查；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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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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北黑土地土壤冻融风蚀模拟试验研究 

刘铁军12 郭建英1 李锦荣1 杨劼2 
(1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呼和浩特 010020；2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呼和浩特 010018) 

摘要：中国东北黑土区大部分位于季节性冻土区，是中国的商品粮基地，黑土土壤疏松，冬季经历冻融与土壤风

蚀双重作用，导致该区土壤肥力下降，土地退化，严重制约中国粮食安全生产。本文针对中国东北黑土区黑土地

土壤冻融作用及风力侵蚀进行冻融循环与风洞风蚀模拟试验，研究表明随冻融循环次数增加黑土土壤表面孔隙度

增加，表层含水量 5%土样，冻融前面孔隙度为21.63%，3 次冻融循环后面孔隙度为 21.77%，6 次冻融循环后为 

29.07%，9 次冻融循环后为 30.26%；表层含水量7%土样，冻融前面孔隙度为21.21%，3 次冻融循环后为 22.53%，

6 次冻融循环后为 30.68%，9 次冻融循环后为 31.18%；表层含水量 8%土样，冻融前面孔隙度为21.11%，3 次冻

融循环后为 23.79%，6 次冻融循环后为 31.87%，9 次冻融循环后为 32.07%。黑土面孔隙度随冻融循环次数变化

的分段点为9次冻融循环，>9次循环后面孔隙度变化微弱。冻融循环使黑土表面颗粒间黏聚力下降，表层土疏松。

冻融循环作用可使地表风沙流断面输沙率增加，尤其近地表（40cm高度内）输沙率增加较为明显，同时还可以使

风沙流高度抬升1cm～3 cm。冻融循环次数增加导致土壤风蚀强度增大，表层含水量为 5 %的土样冻融6次～9次风

蚀模数增大 1.2 倍左右；表层含水量为 7 %的土样冻融6次～9次风蚀模数增大近 2.0 倍左右；表层含水量 >8%

后土壤难以发生风蚀，冻融作用对土壤风蚀强度的影响不显著。通过黑土冻融风蚀风洞试验模拟研究，可为该区

冻融风蚀防治以及保证中国黑土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黑土地，冻融作用，风蚀，输沙率 

中图分类号： s157.4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全球陆地面积的7O%存在冻土，其中14%为永久冻土，56%为季节性冻土
[1]
；在中国，多年冻土区的

分布面积约为 2.086×10
6
 km

2
，季节性冻土区的分布面积为 5.137×10

6
 km

2
，两者合计占全国面积的

75%
【2】

。我国东北黑土区土质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是我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该区地处中纬度

地带，大部分位于季节性冻土区，土壤冻融作用明显。冻融作用影响土壤结构，使表土结构发生变异，

在风力的作用下极易引起风力侵蚀，导致黑土区土层变薄，肥力下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生产。 

冻融作用会影响土的结构性及物理力学性质
[3]
，国外学者对土壤冻融作用后的微观结构变化进行

了研究，N.K.Tovery 及 P.Smart 等学者基于扫描电子显微镜对不同土体微观结构定向及定量研究技

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4-5]

；Graham和Au对原状粘土的试验表明，冻融循环后土样原有的结构性受到很大

破坏，表现在土的前期固结压力大大减小
[6]
；Edwin 等

[7]
对细颗粒土进行了室内冻融循环试验，发现

冻融循环作用强烈地改变了土体的结构。中国学者对冻融作用改变土壤微观结构的研究多见于针对工

程土壤的研究，马巍等
[8]
通过试验研究发现随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石灰粉土的剪切强度逐渐衰减；

王大雁等
[9]
发现冻融循环后土样的弹性模量和黏聚力降低，内摩擦角增大；杨成松等

[10]
研究了冻融循

环对土体干重度和含水率等物理性质的影响等等，而针对农业土壤的冻融作用微观结构的变化研究成

果较少。 
收稿日期：2016年 10月                 英文版待刊中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7915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01136)。 

作者：刘铁军（1979-），男，内蒙古赤峰人，高级工程师，从事风沙物理与生态水文学研究，Email：mkslt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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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融作用改变土壤表面颗粒间结构，进而会对风力侵蚀造成影响，目前冻融风蚀研究多表现在土

壤越冬期可蚀性及团聚体稳定性变化以及室内的模拟研究，Qu Jianjun等人
[11]

对中国西北古建筑冻融

风蚀进行模拟研究，表明含水量一定情况下风蚀强度随冻融循环次数增加而增加；Zhang  Jianguo等

人
[12]

针对中国西藏冻融侵蚀进行了分类与评价；Bullock MS
[13]

对加拿大亚伯达粘土越冬期可蚀性的变

化特征进行了研究，表明融雪、冻融改变土壤表面结构；J.Tatarko等
[14]

研究了旱地土壤越冬过程中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变化；谢胜波
[15]

针对中国青藏高原冻融风蚀进行风动模拟试验研究，定性得出青

藏高原风蚀强度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增大，并且以 6 次为分段点，当冻融循环次数≤6 次时，

风蚀强度增加很快，冻融循环次数 ＞6 次时，风蚀强度的增加有减缓的趋势。本文对中国黑土区黑土

进行冻融作用微观结构变化及冻融风蚀风洞模拟定量试验研究，为黑土地土壤冻融风蚀防治及保证黑

土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区概况与试验方法 

2.1 究区选择  为保证土壤冻融作用对土壤风蚀的影响效果显著，便于获得土壤冻融对土壤风蚀影响

程度的试验数据，研究区宜首先选择在冻土区内的较寒冷地带，并且该区属于风力侵蚀或者风水复合

侵蚀区。符合上述条件的区域在我国面积较大，包括内蒙古中部阴山山脉以北的风蚀区及大兴安岭南

侧尾部风蚀区、新疆天山山脉北部风蚀区、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脉所包围的风蚀区、青海与

西藏境内的风蚀区。而本文重点研究我国黑土区黑土地的冻融风蚀，据此研究区选择在东北黑土区内

的风蚀地带，而符合该条件的大部分区域为靠近东北沙地（松嫩沙地、科尔沁沙地、呼伦贝尔沙地）

的黑土地，这样即保证黑土土壤冻融作用寒冷的气候条件，又保证风蚀起沙的风动力条件。上述条件

综合考虑选择研究区位于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境内黑土旱作耕地。 

2.2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区域位于东北黑土区西南边缘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境内旱作耕地，地处北纬

45°21′18″，东经121°30′7″，海拔320 m，属于半干旱地区。该区域多年平均气温5℃，多年平

均降水量为400 mm，主要集中在夏、

秋季节（7月－9月），冬、春季以西

北风和北风为主，夏、秋季以东南风

为主，年平均风速3.3 m/s，大风、扬

沙、沙尘暴天气发生频繁，且主要发

生在每年的3月－5月。土壤为黑钙土，

土层厚度薄，土壤30 cm～60 cm以下

为钙积层。研究区域主要以农业生产

为主，主要种植玉米、高粱、马铃薯、

葵花籽、大豆、绿豆等。耕作方式简

陋，以对土层破坏性较大的铧犁耕地，

其表层土疏松含水量基本在 2 %左右。

经过冬季与春季连续7个月的裸露，加

之该区风力较强，土壤风蚀严重。地

理位置图见图1所示。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图 

2.3 试验设计  2.3.1试样采集与配置  供本冻融风蚀模拟试验土样采集于研究区代表性旱作耕地12 

cm深度内的浅层土，采集时间为2011年11月中旬，此时耕地为种植黄豆或玉米的秋季翻耕耙平地，表

层土壤受扰动后疏松、干燥、裸露。分3层采集土样，每层深度4 cm，取土前测定每层原状土的容重及

重量含水率。将分层采集的土样按照原状土容重、含水量及试样体积计算试样每层需要土样及水的重

量后，称取相应土与水拌合均匀，分层装在保温盒里密封静置24 h使土壤颗粒与水分充分融合，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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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指标见表1所示。保温盒外层（侧面及底面）为隔热材料，厚度10 cm，内壁为无锈钢材，长度29.8 

cm，宽度19.8 cm，高度12 cm。保温盒保证试样冻融过程为垂向冻结，冻融从试样表面向下冻结，与

野外冻结过程基本一致。 

表1  试样配置指标表 

试样序号 

容重 

0～4cm  

(g/cm
3
) 

容重 

5～8cm 

 g/cm
3
) 

容重 

9～12cm 

(g/cm
3
) 

含水量 

0～4cm 

 (%) 

含水量 

5～8cm 

 (%) 

含水量 

9～12cm 

 (%) 

土样表面积 

(m
2
) 

1、2、3、4、5、6、15、16 1.29 1.35 1.46 5 9.1 12.7 0.059 

7、8、9、10、17、18 1.29 1.35 1.46 7 9.1 12.7 0.059 

11、12、13、14、19、20 1.29 1.35 1.46 8 9.1 12.7 0.059 

 

2.3.2 冻融风蚀试验设计   

将表1中配置完毕的保温盒内不同表层含水量式样放入控温箱内，以24 h为１个冻融循环周期模拟

黑土地地表的冻融过程，冻结时间为16 h，融化时间为12 h，冻融温差为 －12℃～15℃，分别冻融循

环0，3，6，9次，每种情况进行 2 个重复试验。冻融前后的试样表面需用电子显微镜扫描微观结构。

历经冻融循环的土壤一般会因冻土水热运移作用而导致水分向上迁移，上部土壤含水量增加，但是由

于试验试样 0～4 cm 深度内的含水

量一致，即使下部水分向上迁移也

可保证试样表层2cm以内的土壤含

水量基本不变，不会给下一步风洞

吹蚀试验造成设计的表层含水量变

化而带来相应误差。冻融后的试样

去掉保温材料后将装有试样的无锈

钢盒放入风洞内进行吹蚀模拟试验。试验布置示意图见图2所示。 

图2 试验布置图 

风洞模拟试验轴线风速（洞体试验段内部30 cm高度处风速）控制为 10 m/s、15 m/s、20 m/s、

25 m/s 4 个等级，土壤含水量及容重情况见表1所示，2 个重复试验，最后将试验结果进行平均后分

析。每个土样在不同风速水平下吹蚀时间为 4 min，在土样盘后30 cm距离安装董治宝等人研制的WITSEG

型风洞用多路集沙仪收集每个吹蚀过程中风沙流断面的风蚀物，在每个吹蚀过程前后称量试样的重量

以及集沙仪每层集沙盒内风蚀物的重量。冻融风蚀试验设计见表2所示。 

表2  冻融风蚀模拟试验设计 

试样序号 
冻融循环次

数 

表层含水量 

(%) 

轴线风速级别 

(m/s) 

每级风速吹蚀时间 

(min) 

土样表面积 

(m
2
) 

1、2 3 5.0 10、15、20、25 4 0.059 

3、4 6 5.0 10、15、20、25 4 0.059 

5、6 9 5.0 10、15、20、25 4 0.059 

7、8 3 7.0 10、15、20、25 4 0.059 

9、10 6 7.0 10、15、20、25 4 0.059 

11、12 3 8.0 10、15、20、25 4 0.059 

13、14 6 8.0 10、15、20、25 4 0.059 

15、16 0 5.0 10、15、20、25 4 0.059 

17、18 0 7.0 10、15、20、25 4 0.059 

19、20 0 8.0 10、15、20、25 4 0.059 

 

2.3.3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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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风蚀风洞模拟试验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

工程研究所风沙物理与工程实验室风沙环境风洞内进行。风

洞为直流闭口吹气式，全长约38 m，由动力段(长2.6 m)、

扩展段(长6.4 m)、稳流段(长1.5 m)、压缩段(长2.5 m)、

实验段(长21m)和扩散段(长3 m)组成。扩展段的最大截面积

为2.4 m×1.2 m。实验段21 m长，截面积为 1.0m×0.6 m。

风速由2 m·s-1～30 m·s-1连续可调。气流的稳定系数η

<3.0%，风速的均匀系数δu为2.0%，平均湍流ε=0.6%，轴

静压梯度|dCp/dx|=0.01m-1。实验段的边界层厚度可达40 

cm～50cm。试验风洞照片见图3所示。 

图3 试验风洞照片 

3 结果分析 

3.1 冻融作用对黑土表面微观结构的影响  冻融循环试验结束后，在风洞吹蚀试验前对每个试样表面

进行电子显微镜扫描，每个试样扫描 5 个点，电子显微镜每次扫描区域直径 0.5 mm，将扫描区域内

放大 500 倍。图 4 分别给出了经历 0，3，6，9 次冻融循环后不同表层含水量的土样电镜扫描典型

图像。在电镜扫描图像的处理时，颗粒的分割非常困难
[16]

，可以根据颜色区分图像中的土壤颗粒与空

隙。图像中孔隙表现为暗色调，土颗粒的色调相对比较亮，据此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17]

。本文采用 

GIS 软件对图像土壤颗粒间的孔隙进行数据提取，利用 ArcMap 9.3 重分类功能按所选灰度阈值对图片

进行二值化处理。重分类后的图片格式为栅格文件，将其转化为多边形矢量文件。通过矢量文件与原

始电镜照片的比对，多次对矢量文件中的孔隙和土颗粒多边形进行修正，以期更准确地反映土样中孔

隙与颗粒的真实结构。该操作方法只能测量平面上的孔隙分布情况，无法测定孔隙的体积，因此在统

计时,孔隙含量只能统计孔隙个数百分含量或者面积百分含量。本文分析了表层不同含水量黑土土样经

受冻融循环作用后土样表面微观结构的变化情况。 

          

0次循环                        3次循环                      6次循环                       9 次循环 

a  表层含水量 5% 

                                                            

               

0次循环                        3次循环                       6次循环                      9次循环 

b  表层含水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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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次循环                        3次循环                       6次循环                      9次循环 

c  表层含水量 8% 

图4  冻融循环黑土土样表面典型电镜扫描照片（扩大500倍） 

经历冻融作用后黑土土样表面孔隙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样必会导致土骨架特征发生相应的

改变，进而使传力骨架的结构体系发生内部位移，造成土样表面至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图5 给出了 5%、

7%、8% 表层含水量土样不同冻融循环次数后的土样面孔隙度的分布情况。图5 中，表层含水量5%土样，

冻融前面孔隙度为21.63%，3 次冻融循环后面孔隙度为 21.77%，随冻融循环次数增加，面孔隙度不断

增加，至 6 次冻融循环后为 29.07%，9 次冻融循环后为 30.26%。表层含水量 7%土样，冻融前面孔

隙度为21.21%，3 次冻融循环后面孔隙度为 22.53%，6 次冻融循环后为 30.68%，9 次冻融循环后为 

31.18%。表层含水量 8%土样，冻融前面孔隙度为21.11%，3 次冻融循环后面孔隙度为 23.79%，6 次

冻融循环后为 31.87%，9 次冻融循环后为 32.07%。可见土壤冻融循环次数可以使土壤表面孔隙度增

加，黑土表面孔隙度在9次冻融循环内数值增加的较为明显。土样面孔隙度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其原因

是土样颗粒间冰晶生长和冷生结构的形成而造成，冻融作用打破了其原有的土壤颗粒间的平衡状态。

冻融作用初期，微观上土壤颗粒间冰晶的生长和冷生结构的形成使得孔隙面积增加，土颗粒受到挤压

并形成新的土骨架结构，宏观上表现为土样冻胀变形产生轴向位移；而融化过程中，虽然内部冰晶融

化但是却不能引起土骨架结构的完全恢复，这样将导致土样表面颗粒间黏聚力下降，表层土疏松。随

着冻融循环次数继续增加，土样内部结构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黑土则表现为9次冻融循环后接近

于新的平衡态。由图 3 还可以发现含水量大的非饱和

土样，冻融循环对面孔隙度影响程度亦较大，原因是含

水量增加为冰晶形成与冷生构造的产生创造了更有利

的条件。 

土壤风蚀与土壤表面颗粒间的黏聚力有直接关系，

黏聚力大，难以风蚀。而土壤颗粒间黏聚力主要来源于

自由分子力、结构的颗粒间胶结力及结构颗粒间的咬合

等的共同作用，由于分子力主要取决于矿物成分和密度，

孔隙的增多必然导致土体的密实度降低，自然黏聚力就

降低，同时土结构的冻融破坏使得胶结力减小。土壤冻

融作用势必会导致土壤风蚀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冻融作

用对土壤风蚀的影响下文介绍。                         图5 不同冻融循环次数土样面孔隙度 

3.2 冻融作用对黑土风蚀风沙流结构影响  风沙流结构是气流中输沙率随高度的分布，其结构特征受

风速、可蚀性颗粒含量及下垫面等因子的影响
[18]

。众多学者对沙漠、戈壁以及采取不同措施农田地表

风沙流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19-22]

，经受冻融作用后土壤表面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增大了风沙流结

构的变异。 

研究表明，土壤经历冻融循环作用后，风沙流中输沙率有明显变化，从图4可以看出，不论表层土

壤含水量水平如何，经历冻融循环作用后风沙流中不同高度输沙率数值明显增加。当表层土壤含水量

为5%时（图4-a），3 次冻融循环1 cm高度内输沙率是0 次冻融循环的1.1倍，6 次循环为1.42 倍，9 次

循环为1.47 倍；0 次冻融循环土样经历不同风速吹蚀后风沙流单位宽度（cm，下同）输沙量为0.66 g，

3次冻融循环后为0.77 g，6 次冻融循环后为0.97 g，9 次冻融循环后为1.04 g，即3 次循环后单位宽

度输沙量为0 次循环的1.17 倍，6 次循环为1.47 倍，9 次循环为1.58 倍；同时经受冻融循环作用的

20

22

24

26

28

30

32

0 3 6 9

冻融循环次数/(n)

面
积
孔
隙
度
/(
%)

含水量5%

含水量7% 

含水量8% 



 

 

184 

土样风蚀风沙流高度亦有所增加。当表层土壤含水量为7%时（图4-b），0 次冻融循环土样风沙流单位

宽度输沙量为0.18 g，3 次冻融循环为0.27 g，6 次冻融循环为0.33 g，9 次冻融循环为0.34 g，即3 

次循环后单位宽度输沙量为0 次循环的1.50 倍，6 次循环为1.83倍，9 次循环为1.88 倍。当表层土

壤含水量为8% 时（图4-c），0 次冻融循环土样风沙流单位宽度输沙量为0.13 g，3 次冻融循环为0.15 

g，6 次冻融循环为0.16 g，9 次冻融循环为0.17 g，即3 次循环后单位宽度输沙量为0 次循环的1.15 

倍，6 次循环为1.23 倍，9 次循环为1.31 倍。 

由此可见，冻融循环作用可使地表风沙流断面输沙率增加，尤其近地表（距地面 40cm高度内）输

沙率增加较为明显，同时还可以使风沙流高度抬升1cm～3 cm。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近地表输沙

率呈递增趋势，但是超过6 次循环以后，增加趋势减缓。表层土壤含水量在冻融循环对风沙流结构变

异的影响程度中起到关键作用，当表层土壤含水量超过7% 以后，冻融循环作用对风沙流结构变化影响

程度减弱，原因是含水量超过7%后对风蚀的影响程度远超过冻融循环作用本身对风蚀的影响。 

 

图6 冻融循环土样风蚀风沙流结构 

3.3 冻融作用对黑土风蚀强度的影响  冻融循环作用改变黑土表面微观结构，使土壤颗粒间粘聚力下

降，风沙流断面输沙率增加，最终影响土壤风蚀强度。本文通过风洞试验得出经历冻融循环作用后黑

土土壤风蚀模数，风蚀模数数值见表 3，风蚀模数随土样表层含水量、风速、冻融循环次数的变化曲

线见图 5 所示。研究表明，土壤冻融循环作用与土壤风蚀强度二者关系较显著，在冻融温差与速率不

变、表层含水量不变、风速不变的情况下，随冻融循环次数增加土壤风蚀强度增大。表层含水量为 5 %

的冻融后土样经历 10 m·s-1～25 m·s-1风速 16 min吹蚀后，3次冻融循环土样风蚀模数是 0次循

环的 1.03 倍，6次循环为 1.20 倍，9次循环为 1.21 倍；同样吹蚀条件表层含水量为 7 %时，3次

冻融循环土样风蚀模数是0次循环的 1.45 倍，6次循环为 1.96 倍，9次循环为 1.99 倍，可见 3 次～

6 次冻融循环对黑土土壤风蚀强度影响显著，6 次以上冻融循环作用对黑土土壤风蚀强度影响程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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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小。而表层含水量为 8 %时，风蚀模数受冻融循环作用的影响程度不显著，说明黑土表层含水量 >8%

后土壤难以发生风蚀，冻融作用对土壤风蚀的影响程度小于表层含水量对土壤风蚀的影响程度。 

表 3 风洞试验土样风蚀模数 

风洞轴线风速 

与吹蚀时间 
表层含水量 

风蚀模数/(g·m
-2
·min

-1
) 

0次 

循环 
3次循环 6次循环 9次循环 

10m·s
-1
，4min 

5% 

10.59  11.44  13.56  13.56  

10m·s
-1
-15m·s

-1
，8min 32.84  33.68  46.40  48.94  

10m·s
-1
-20m·s

-1
，12min 63.41  64.26  71.61  72.03  

10m·s
-1
-25m·s

-1
，16min 69.70  71.50  83.10  84.28  

10m·s
-1
，4min 

7% 

9.44  17.37  18.22  18.64  

10m·s
-1
-15m·s

-1
，8min 19.00  33.47  35.38  36.44  

10m·s
-1
-20m·s

-1
，12min 20.82  43.50  53.95  55.22  

10m·s
-1
-25m·s

-1
，16min 29.38  42.48  57.52  58.47  

10m·s
-1
，4min 

8% 

9.02  9.32  10.59  11.02  

10m·s
-1
-15m·s

-1
，8min 22.06  23.09  23.52  25.00  

10m·s
-1
-20m·s

-1
，12min 26.19  26.41  26.83  27.26  

10m·s
-1
-25m·s

-1
，16min 27.05  27.43  27.86  28.18  

 

图 7 冻融循环土样风蚀强度变化 

2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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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我国商品粮基地东北黑土区农田黑土进行了冻融作用与风力侵蚀相结合的风洞模拟实验

研究，重点分析了冻融作用对土样表面微观结构影响以及冻融变异后土样风蚀变化特征，得出主要结

论： 

（1）冻融作用导致黑土结构变化，面孔隙度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增大。表层含水量为 5%～

8%之间的黑土冻融后面孔隙度可增加 1.4倍～1.5倍，黑土冻融9次循环后土样内部结构趋于新的平衡

状态。 

（2）冻融作用引起黑土风蚀过程中输沙率变化，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输沙率呈递增趋势，

尤其近地表（40cm高度内）输沙率增加较显著，最大可增加 1.4 倍左右。但 6 次循环后继续冻融对

风沙流结构的影响程度减小。同时冻融作用还将风沙流高度抬升 1cm～3cm。 

（3）冻融作用改变黑土原有结构，使土壤颗粒间黏聚力降低，进而影响土壤风蚀强度。冻融循环

次数增加土壤风蚀强度增大。表层含水量为 5 %的土样冻融6次～9次风蚀模数增大 1.2 倍左右；表层

含水量为 7 %的土样冻融6次～9次风蚀模数增大近 2.0 倍左右；表层含水量 >8%后土壤难以发生风蚀，

冻融作用对土壤风蚀强度的影响不显著。 

（4）本文黑土冻融风蚀的研究是在室内进行的模拟试验，而在野外冻融风蚀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野外风速的脉动性、太阳辐射造成的地表水热状况的变化、地表积融雪对土壤表面水分的影响等

等，如何将室内模拟试验与野外实际情况有效的结合研究将是冻融风蚀进一步亟待加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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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reezing-thawing cycles on wind erosion of 

black soil in Northeast China 

Tiejun Liu1, 2, Janying Guo1, Jinrong Li1, Jie Yang1 
(1.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for Pastoral Areas,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Hohhot010020, China  

2..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02, China;)  

Abstract: The black soil region in Northeast China suffers from the dual effects of freezing-thawing process 

and wind erosion in winter. We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freezing-thawing cycles on wind erosion strength of 

black soil by simulat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black soil region in Northeast China. An increase in the porosity 

on surface of soil specimens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freezing-thawing cycles, such that soils with 

a surface moisture content of 5%, 7% and 8% increased porosity after 3, 6 and 9 freezing-thawing cycles. 

Freezing-thawing cycles induced increases in porosity lead to weakened cohesive forces within the topsoil. 

The net result was an increase in the sand transport rate of unit widths within the height interval of 0 to 40 

cm above the ground and an increase in the wind-sand flow structure height of 1-3 cm. In addition, after 6-9 

freezing-thawing cycles, wind erosion strength increased by 1.2 and 2.0 times, when soil moisture contents 

were 5% and 7%, respectively. However, soil samples with a moisture content of 8% were not susceptible to 

freezing-thawing cycles enhanced wind erosion.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freezing-thawing process 

induced wind erosion of black soil using a wind tunnel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eventing 

freezing-thawing cycles induced wind erosion in black soil. 

Key words: Black soil; Freezing-thawing cycles; Wind erosion; Sand transport rate of unit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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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黑土地土壤冻融风蚀模拟试验研究 

 

刘铁军 12 郭建英 1 李锦荣 1 杨劼 2 

1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呼和浩特 010020； 

2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呼和浩特 010018 

 

 

摘要 

 

摘要文字例：中国东北黑土区大部分位于季节性冻土区，是

中国的商品粮基地，黑土土壤疏松，冬季经历冻融与土壤风

蚀双重作用，导致该区土壤肥力下降，土地退化，严重制约

中国粮食安全生产。本文针对东北黑土区土壤冻融作用及风

力侵蚀进行冻融循环与风洞风蚀模拟试验，研究表明随冻融

循环次数增加黑土土壤表面孔隙度增加。黑土面孔隙度随冻

融循环次数变化的分段点为 9 次冻融循环，>9 次循环后面孔

隙度变化微弱。冻融循环使黑土表面颗粒间黏聚力下降，表

层土疏松。冻融循环作用可使地表风沙流断面输沙率增加，

尤其近地表输沙率增加较为明显，同时还可以使风沙流高度

抬升 1cm～3 cm。冻融循环次数增加导致土壤风蚀强度增

大。通过黑土冻融风蚀风洞试验模拟研究，可为该区冻融风

蚀防治以及保证中国黑土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的理论

依据。 

 

关键词 

黑土地，冻融作用，风蚀，输沙率 

 

 

 

 

 

 

刘铁军 

男，1979 年生，内蒙古赤

峰人，高级工程师。从事

土壤侵蚀与生态水文学研

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2 项，主持内蒙古自然

科学基金 1 项，参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4 项，参加

水利部公益项目 2 项，参

加内蒙古重大自然基金 1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

编专著 2 部，获得国家专

利 5 项。 
 

注：论文英文版已投稿待刊中，中文尚未公开发表过。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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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031(2015)06-0456-05 

宇宙射线中子法在荒漠草原土壤水测量中的应用 

蔡静雅1,2,庞治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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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选择典型荒漠草原为研究区，开展了宇宙射线中子法在其土壤含水量监测中的适用性分析研究。利用

宇宙射线中子传感器（CRS）对典型荒漠草原土壤含水量进行连续监测，将监测结果与时域反射仪（TDR）测量结

果进行比对，分析了二者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并对比两种土壤水测量方法对降雨响应的灵敏度。结果显示，CRS

与TDR测量结果的一致性较高；TDR对降雨事件的反应不够灵敏，而CRS不仅能够快速对降雨做出响应，而且能够清

晰显示出不同降雨量条件下土壤含水量的不同变幅。因此，宇宙射线中子法可以较准确地测量荒漠草原的土壤含

水量及其动态变化，能够为畜牧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土壤含水量；CRS；TDR；降雨 

中图分类号：S152.7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测量土壤含水量的常用方法分为点测量法和面测量法两类。点测量法包括烘干称重法、介电特性

法（如时域反射仪法（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简称TDR）、驻波率法（Standing-Wave  Ratio）

等）、中子法和张力计法等。点测量法普遍具有较高的精度，尤其是烘干称重法，作为最准确的标准

性方法，经常被用来检测、校正其它方法的测量结果。但点测量的空间代表性差，只适宜小尺度土壤

含水量的测量。面测量法目前主要是采用遥感手段反演土壤含水量。遥感以其多源、多时相、多极化

以及快速、经济
[1]
等优势为土壤含水量在大范围空间尺度上的获取提供了可能。但是遥感手段一般只

能反演土壤表层的含水量情况
[2]
，而且，由于土壤质地、容重、植被覆盖和地表坡度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土壤水分遥感监测的精度以及结果的验证一直是困扰土壤水定量遥感的难题之一。 

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测量方法——宇宙射线中子法。它通过测量近地面快中子的强

度来计算一定区域内的平均土壤含水量，其测量范围介于常用的点测量法和遥感法之间，填补了土壤

水测量尺度上的缺口。该方法具有可以对土壤水分进行连续测量、不会对土壤形成人为破坏等优势，

同时也可为土壤水遥感反演结果提供像元尺度上的有效验证手段，因此近年来在土壤水测量、干旱监

测、农业灌溉指导、坡面稳定性分析、数值预报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Chrisman等人
[3]
利用宇宙射线

探测车绘制土壤水分含量图，以校准验证土壤水的卫星数据。Almeida等
[4]
将快中子数、电容探针网络

测得的土壤水和多重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m-ANFIS）结合起来，对湿润期的表层土壤水进行了可

靠估计。Baroni等
[5]
针对中子数的修正问题，利用一种扩展方法直接估计土壤含水量，而不需要对每

一种时变氢源的影响一一进行修正。HanXu-jun
[6]
、Zhu Zhong-li 

[7]
等将该方法应用于我国黑河流域

异质的灌溉农田中，证实宇宙射线法可以测量面尺度上的真实土壤含水量。由于快中子数受气压、空

气水汽、地表及地下生物量、枯枝落叶层、植物截流、土壤有机质和土壤矿物质中的晶格水
[5]
等许多

因素的影响，而且对大多数影响因素的研究都尚未成熟，使中子数的准确测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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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宇宙射线法的迅速推广造成阻力。 

土壤水分在草原退化与其逆转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本研究选择典型的荒漠草原地区，利用宇

宙射线中子传感器（the Cosmic-Ray Sensing probe，简称 CRS）对其土壤水分含量进行近四个月的

连续监测。通过对研究区快中子强度主要影响因子（气压和空气水汽）的修正，分析了CRS土壤水测量

结果与基于介电特性法的时域反射仪（TDR）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并比较两者对降雨响应的灵敏性，以

研究该方法在我国草原地区的适用性，为草原畜牧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2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基地内，行政隶属于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希拉穆仁镇，属

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乌兰察布荒漠草原区，地理位置北纬41°22′，东经111°12′，占地面积150ha。

地貌属于阴山北麓低缓起伏丘陵，总体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两侧高，中间低，最高海拔1690.3m，最低

海拔1585.0m。该地区为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284mm，多年平均蒸发量2305mm，

年平均气温2.5 ℃，多年平均风速4.5m/s。植被分布均匀，建群种为克氏针茅，优势种为羊草。研究

区基本不受牲畜饲草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垫面条件比较均一，为宇宙射线中子法在荒漠草原土壤水

测量的适用性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 

3 数据与方法 

3.1 测量范围CRS测量的水平范围是水平方向探测到的86%的快中子的发射范围
[8]
，是以CRS为中心的圆

形区域。该范围不受土壤含水量的影响，但与气压成反比
[9]
。其半径与气压的关系

[10]
为： 

𝑅 = R
0
∗
P0

𝑃
                                (1) 

式中：R0为参考气压下P0的半径（采用标准气压1013.25hPa下的半径为 300m
[11]

）；R为实际气压

P下的半径。根据研究区内自动气象站的气压数据，多年平均气压约为840hPa，由此可得测量半径约为

360m。 

垂直范围是垂直方向探测到的86%的快中子的发射范围，是从地面到地下一定深度（12～70 cm）

的圆柱形土层，有效测量深度与土壤含水量有关
[8]
。目前较为常用的是Franz

[12、13]
等人提出的计算方法： 

𝑍 =
5.8

ρ
b

ρ
w

𝜏+𝜃𝑚+0.0829

(2) 

式中：𝑍为有效测量深度(cm)；ρ
b
为土壤容重(g/cm

3
)；ρ

𝑤
为液态水的密度，默认为1 g/cm

3
；τ为

晶格水占矿质颗粒和束缚水质量总和的比例，因其比较小（0～0.05
[10]

），本研究忽略该项；𝜃
𝑚
为土

壤质量含水量(kg/kg)。试验期间，在CRS水平测量范围内布设25个点（图1），多次采集土样，烘干称

重计算平均土壤含水量（多点多层算术平均）和土壤容重。经计算，荒漠草原区宇宙射线中子法的测

量深度约为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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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RS、TDR 和烘干法采样点的布设 

3.2 数据获取2014年8月1日-11月19日，利用CRS1000B型宇宙射线中子传感器连续监测研究区的土壤水

分，数据采集频率设定为1次/小时，与TDR的监测频率保持一致。 

根据CRS的测量范围，设计在研究区内布设四个TDR采样点（图1，点A-D），并分0～10cm、10～20cm、

20～30cm三个土层分别安置土壤水分探针。同样以多点多层的算术平均值作为TDR测得的平均土壤含水

量，根据公式3，将其转换为质量含水量，与CRS保持一致。 

θ
m
=

θv

ρb
(3) 

式中：θ
v
为体积含水量（cm

3
/cm

3
）。 

同时，利用自动气象站的雨量传感器进行同步监测，以研究CRS与TDR所得土壤水对降雨响应的灵

敏程度。 

3.3 数据处理3.3.1 数据筛选反演土壤含水量之前要对CRS测得的数据进行筛选，剔除传感器非正常工

作时取得的数据，保证数据质量。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数据应该满足：数据的时间间隔为1小时；相邻两

时刻的中子数变幅不超过20%；传感器内部的相对湿度低于80%；电池电压高于11.8V。 

3.3.2 快中子数修正 这里主要分析气压和空气水汽这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 

（1）气压的影响与修正。某地的气压越高，表明其上空空气柱的质量越大，大气粒子越多，产生

的快中子与大气中的核子碰撞而被慢化的概率就越大，从而导致到达地面的快中子减少。结果，在相

同的土壤含水量条件下，CRS监测到的快中子变少。因此，气压会影响宇宙射线中子法测量土壤水的准

确度。通过气压修正系数（公式4）可修正其影响。 

𝑓
𝑃
= exp

𝑃−𝑃0

𝐿
(4) 

式中：𝑓
𝑃
为气压修正系数；𝑃

0
选取试验期内的平均气压；L为高能中子的质量衰减长度，在高纬

度地区约为 128g/cm
2
，低纬度地区约为 142g/cm

2
，期间呈渐进变化。 

（2）空气水汽的影响与修正。Rosolem 等
[14]

通过MCNPX模型实验证实：空气水汽对近地面快中子

数的影响最大可达 12%，引起土壤水0.1m3/m3的误差。他提出利用水汽修正系数（公式5）进行修正。 

𝐶𝑊𝑉 = 1+ 0.0054×（𝜌 − 𝜌
0
）(5) 

式中：𝐶𝑊𝑉为水汽修正系数；𝜌为实际水汽密度(g/m
3
)；𝜌

0
为参考条件下地表的绝对水汽密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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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可取0）。 

综上所述，经过气压和水汽修正的快中子数为： 

𝑁 = 𝑁
raw

× 𝑓
𝑃
× 𝐶𝑊𝑉(6) 

式中：𝑁为修正后的快中子数；𝑁
raw

为传感器测量到的快中子数。 

3.3.3 土壤含水量计算Desilets等
[15]

利用MCNPX模型模拟中子运动及其运动轨道，建立了快中子

数与土壤含水量的函数关系： 

𝜃
𝑚
(𝑁) =

α0

𝑁
𝑁0

⁄ −α1

− α
2
(7) 

式中：𝜃
𝑚
（𝑁）为快中子数为N时对应的质量含水量(kg/kg)；α

0
、α

1
、α

2
是系数，在土壤含水量

大于0.02 kg/kg条件下（一般土壤都满足），α
0
=0.0808，α

1
=0.372，α

2
=0.115；𝑁

0
为同一源区、土

壤不含水时的快中子数，本研究利用试验期内快中子数修正后的平均值和烘干法所得土壤含水量带入

公式7计算得到。 

4 CRS、TDR测量结果对比分析 

4.1 一致性两种方法所得每小时的土壤含水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整体来看，CRS 与 TDR

土壤水计算结果较为一致，CRS 计算得到的土壤含水量分布在 0.05～0.25kg/kg 以内，试验期土壤水

的平均值为 0.11kg/kg，TDR 测得土壤水的范围为 0.06～0.16kg/kg，平均值为 0.10kg/kg。除了 9月

12 日-19日两种方法数据差别过大（期间，最大差距超过 0.05kg/kg，最小差也大于 0.02kg/kg）以外，

试验期内 CRS 与 TDR 测量结果的一致性较高，绝对误差小于 0.01kg/kg 和相对误差小于 10%的数据组

均占 55.45%，并且相对误差大于 20%的数据组仅占 11.88%，拟合优度 R2 高达 0.80（图 3），均方根

误差（RMSE）为 0.0135 kg/kg。因此，CRS与 TDR对土壤水长期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比较高，可以满足

生产实践的需求。 

 

图 2 试验期内 CRS与 TDR 每小时土壤含水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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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试验期（除了 9月 12日-19 日）内 CRS与 TDR每日平均土壤含水量比较 

4.2 对降雨响应的灵敏性结合自动气象站雨量传感器的监测数据，比较 CRS、TDR两种方法土壤水测量

结果对降雨事件响应的灵敏程度（图 4）。结果显示，试验期间共有大大小小三十多场降雨，TDR数据

仅对降雨量最大的 3场降雨（8月 2日和 9月 18日的每小时最大降雨量分别高达 8.03mm 和 6.13mm，9

月 23 日连续 3 小时降雨量均在 1mm/小时左右）有所反应，土壤含水量大约有 0.01～0.02kg/kg 的增

幅，对于其它相对较小的降雨，土壤水都没有明显变化。而 CRS数据对每次降雨都具有一定的响应能

力，且反应与降雨过程基本同步，即一旦发生降雨，土壤含水量随之增大，响应时间滞后约 1h；并且，

对于不同的降雨量，CRS土壤水测量结果相应呈正相关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结论：TDR对降雨事件的反

应不够灵敏；而 CRS对降雨感应非常灵敏，且对不同程度的降雨都能够捕捉到土壤含水量的相应变化。 

 

图 4 CRS、TDR 测量结果对降雨的响应 

5 结论与讨论 

宇宙射线中子法是土壤水的一种新型面测量方法，其空间尺度介于传统点测量法和区域尺度面测

量遥感法之间。近年来，它以其特有的优势在土壤水分监测、农业灌溉指导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本

研究利用宇宙射线中子传感器（CRS）开展了典型荒漠草原地区土壤含水量监测的应用分析研究。研究

结果表明，经过气压和空气水汽修正的 CRS土壤含水量与 TDR土壤水测量结果一致性较高，二者拟合

优度 R2达到 0.80，均方根误差 RMSE为 0.0135 kg/kg；在对降雨响应的灵敏度方面，TDR只能对较大

降雨引起的含水量增加做出反应，对小降雨事件所引起的土壤含水量变化的响应不够灵敏；而 CRS对

降雨的响应则具有非常高的灵敏度，并且其测量结果能够清晰反映出不同降雨量所引起的土壤水增幅。

因此，宇宙射线中子法可以准确测量荒漠草原的土壤含水量及其动态变化，能够为畜牧管理决策提供

依据。不过，本文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只考虑了气压和水汽这两个影响最为显著的因子，忽略了

其它因子的影响。对于其它因子影响作用较大的地区，影响因子的修正无疑是宇宙射线中子法测量土

壤水的重点和难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促进该方法的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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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smic-ray neutron method to soil moisture measurementin 

desert steppe 

CAI Jing-ya1，2，PANG Zhi-guo1，2，TAN Yanan1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2. Research Center 

on Flood and Drought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daptability of cosmic-ray neutron method in soil moisture 

measurementchoosing typical desert steppe as the study area. Continuous monitoring is conducted by the 

Cosmic-Ray Sensing probe (CRS). By comparing with measuring results of the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TDR), the consistency of soil moisture measured by CRS and TDR and the sensitivity of both 

methods to rainfall are researched. Results show that a good consistencyof soil moisture measured by CRS 

and TDR is achieved and that TDR isn’t sensitive to rainfall, while CRS can not only respond quickly to 

rainfall but reveal clearly corresponding changes of soil moisture led by different rainfalls. It’s concluded that 

cosmic-ray neutron method can measure soil moisture and reflect its dynamic change accurately in desert 

steppe and provide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decision of animal husbandry. 

Key words：soil moisture；CRS；TDR；rain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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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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射线中子法在荒漠草原土壤水测量中的应用 

 

蔡静雅 1，庞治国 1，谭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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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字例：本文选择典型荒漠草原为研究区，开展了宇

宙射线中子法在其土壤含水量监测中的适用性分析研究。

利用宇宙射线中子传感器（CRS）对典型荒漠草原土壤含

水量进行连续监测，将监测结果与时域反射仪（TDR）测

量结果进行比对，分析了二者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并对比

两种土壤水测量方法对降雨响应的灵敏度。结果显示，CRS

与 TDR 测量结果的一致性较高；TDR 对降雨事件的反应

不够灵敏，而 CRS 不仅能够快速对降雨做出响应，而且能

够清晰显示出不同降雨量条件下土壤含水量的不同变幅。

因此，宇宙射线中子法可以较准确地测量荒漠草原的土壤

含水量及其动态变化，能够为畜牧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 

土壤含水量；CRS；TDR；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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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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土石山区小尺度流域林水关系研究 

赵阳，王昭艳，张晓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摘要：为探讨北方土石山区森林数量与质量变化对小尺度流域径流量的影响，以密云水库集水区半城子森林小流

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分段线性插值、线性回归、Wetspa分布式水文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了1989-2011年间森林数

量与质量变化对流域径流及其组分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半城子流域森林覆被率呈波动增加趋势，

流域森林生物量增加趋势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2）流域森林生物量与地表径流系数和基流系数之间呈显著

负相关关系，拟合方程决定系数分别为0.67和0.62；（3）模型模拟表明，在流域所有森林林分类型转化为混交林

情景下，流域年均径流量最小，仅为54.63mm，较2010年土地利用情景下产流量减少23.67%；在流域森林覆被率

同为98.33%情景下，单位面积生物量由35.81t/hm2减少至5.14t/hm2，流域年径流深增加55.39%，其中，壤中流比

例增加20.71%。研究结果可为深刻理解北方土石山区森林调水机理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森林流域；线性插值；分布式水文模型；径流组分；生物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在保持水土和涵养水

源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开展流域尺度林水关系研究将有助于深刻理解流域森林生态系统水分运转

过程与机制，研究结果能为流域“植被-水-土地”资源管理与规划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流域尺度林水

关系研究自上世纪初期以来就成为流域生态水文研究的热点与难点[2-5]，国内外诸多学者就流域尺度森

林数量变化对径流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6-11]。但考虑到研究流域所处区域气候条件、下垫面状况、地

质地貌、水文地质、人为活动等因素差异以及配对流域数量少等研究方法的局限，森林对流域产水量

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5,9]，使得不同研究结论只能代表局部地区林水关系特点，所得经验规律无法推

广到相邻区域[12]。 

总结相关文献发现，流域尺度林水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数量变化对流域径流量的影响，或多

集中在多个流域森林覆被率变化与流域径流量之间关系的探讨[13-14]。森林面积变化固然会对流域径流

量造成重要影响，但结构决定功能，森林结构变化对流域水分循环影响不容忽视[15]。一方面在流域森

林覆被率相同情景下，由于流域树种组成、树冠特性以及林下植被不同，会导致林下枯枝落叶层持水

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不同生长阶段的森林由于其林冠层、枯枝落叶层、根系土壤层以及其它

林分结构因子的差异，会导致流域森林截流量、流域蒸散发量不同，进而对流域水量平衡造成影响[16]。

目前，流域尺度森林结构变化对流域径流形成机制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森林结构与径流量响应关系

量化研究还十分薄弱[17]。开展环境变化背景下森林结构等质量变化对流域径流演变规律影响研究将对

积极开展区域“林-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提供科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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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研究以北方土石山区典型森林小流域半城子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分段线性插值、线性

回归、Wetspa 分布式水文模型等方法，从森林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探讨森林变化对流域径流及其组

分影响，研究结果旨在为深入理解流域尺度森林植被变化对流域径流影响提供有益实践及理论参考。 

2 研究区域概况 

半城子小流域（E 116°55′-117°2′, N 40°37′- 40°43′）地处国家重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区北京市密云

县不老屯镇，属海河流域密云水库集水区，流域面积 66.1km2，流域多年森林覆被率达到 90%以上。

近年来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以及京津唐防沙治沙等工程影响下，流域森林在面积（数量）和森林结构

（质量）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流域特征详见表 1。 
表 1 半城子流域特征表 

流域 

名称 

地形要素 主要土

地利用

类型 

多年森林

覆被率

（%） 

代表性 

树种 

主要土壤

类型 

有无大型

水利水保

工程 

人口

/2014 面积 

(km2) 

流域 

形状 

流域长

度(km) 

平均坡

度(°) 

相对高差

(m) 

半城子 66.1 
蒲扇

型 
11.63 28 1000 林地 96.19 

侧柏、油松、栎

类、刺槐等 

褐土和山

地棕壤 
无 1189 

3 研究方法 

3.1 分段线性插值法  为同步统计分析流域森林生物量变化与流域径流量之间的响应关系，基于研究

区林地面积与林地生物量数量关系密切的认识，以流域林地面积增长率的 3 年滑动平均值，作为线性

插值的权重，对流域森林生物量进行分段线性插值，目的是获得连续 23 年流域森林生物量变化数据，

具体方程如下： 

                       )( 01ijt ijijjijt FFRFF                                 （1） 

其中，j 为分段数，本研究以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为界，将 1989~2011 年的 23

年分割为 4 个插值段，分别为 1989~1995，1995~2000，2000~2005 和 2005-2011 年；Fij 和 Fij0 分别表

示第 j 阶段，流域林地在阶段末和初期的生物量，单位：t/公顷；Rj 为 j 阶段林地面积增长率权重。

其中，逐年林地面积由密云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90-2010）统计得来。 

3.2 数字滤波基流分割法  数字滤波法是一种用于将高频信号从低频信号中分离的方法，多用于数字

信号分析与处理领域。由于地表径流、地下径流从总径流中分割出来的过程与数字信号处理中的滤波

过程相类似，故数字滤波基流分割法在流域径流分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8]。本研究基于数字滤波法对

流域径流进行分割，具体划分为地表径流和基流。在此基础上，为确保划分结果准确性，将基流分割

结果与基于北京市水资源公报列出的山丘区河川基流系数进行比较验证。 

3.3 Wetspa模型  Wetspa 模型（A Distributed Model for Water and Energy Transfer Between Soil, Plants 

and Atmosphere）是一个基于 GIS 技术的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此模型以分钟为最小时间步长，可对

流域径流进行组分分割模拟，在流域水文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19]。 

4 研究结果 

4.1 流域径流及其组分变化  由图 1 可知，半城子流域年径流呈下降趋势，结合 Mann-Kendall 非参数

趋势检验[20]及 Sen 斜率估计[21]，Z=-2.96，Qm=-5.84，说明半城子流域年径流 1989-2011 年间呈显著减

少趋势（p<0.01）。采用数字滤波法对流域日径流过程进行基流分割并对年基流量进行统计表明（图 2），

半城子流域多年基流比例为 18% ~ 40%，与北京市水资源公报数据较为一致。其年际变化趋势与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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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径流变化趋势较为一致。结合 Mann-Kendall 非参数趋势检验及 Sen 斜率估计可知，Z=-2.92，Qm=-1.15，

同样说明流域基流减少趋势显著（p<0.01）。 

 
图 1 半城子流域 1989-2011 径流年际变化 

 

  
   图 2 1989-2011 年流域年基流趋势 

 

表 2 参数趋势检验 

变量 Test Z Sig. Qm 
Qmin 

99 

Qmax 

99 

Qmin 

95 

Qmax 

95 
B 

Bmin 

99 

Bmax 

99 

Bmin 

95 

Bmax 

95 

径流 -2.96 ** -5.84 -12.05 -0.95 -10.59 -2.23 126.57 216.54 63.79 192.26 88.00 

基流 -2.92 ** -1.15 -2.46 -0.18 -2.17 -0.49 24.87 44.21 12.62 39.47 18.59 

注:* 和 ** 分别表明趋势在 95%和 99%置信区间达到显著水平 

 

3.2流域森林覆被率变化  1989-2011 年间半城子流域森林覆盖率呈增加趋势，累积增加 1.72%。其中，

乔木林地覆被率增加 16.15%，灌木林地减少 14.43%。结合图 2 可知，半城子流域乔木林覆被率变化大

致分为 2 个阶段，即 1989-1995 年快速增长阶段和 1995-2010 年均匀增长阶段；通过对多年乔木林覆

被率拟合线性方程，斜率为 0.72，决定系数 R2 为 0.97；灌木林覆被率拟合线性方程，斜率为-0.66，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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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系数 R2为 0.96。 

     

图 2 流域森林覆被率年际变化趋势 

 

3.3 流域生物量年际变化  参考北京山区主要乔灌木树种生物量计算方法[21-22]，以树高胸径组合（D2H）

为自变量，套用相对生长 CAR 模型（公式 2），按流域不同植被类型面积及权重进行叠加获得流域 1990、

1995、1999、2000、2004、2005 和 2010 年森林生物量。结合分段线性插补方法，计算得到 23 年连续

的流域森林生物量数据系列（图 3）。由图 3 知，流域森林生物量多年平均值 21.42104t，年际间呈波

动增加趋势，增加趋势极显著（Z=3.80>2.576，p<0.01）从年际变化看，流域森林生物量 2000 年前增

加趋势明显，一方面与流域主要分布树种造林时间有关。据统计，流域油松林多营造于上世纪 60 年

代，侧柏林、栎树等树种则多营造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该林龄阶段的林木生长力较为旺盛，生物

量增长率较快；一方面与该阶段造林面积增幅较大有关，根据密云县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资料，半城子

流域范围内村镇 1990-2000 年年均造林面积 107.4 亩，2000 年以后流域年均造林面积 51.1 亩，且有多

个年份造林面积为 0。  

乔木层生物量测算模型计算公式为： 

                                          （2） 

式中：W 为单木整株生物量（干重）；D 为单木胸径(cm)；H 为单木树高（cm）；a、b 为模型系数。 

 

 

 

 

 

 

 b2 H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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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半城子流域森林生物量年际变化 

 

3.4 流域森林生物量变化对径流及其组分影响分析  选取森林生物量作为反映流域森林质量变化的指

标，探讨其与流域径流年际变化之间的关系，对森林生物量 X 与流域地表径流系数 Y 之间进行回归分

析，得以下方程： 

                Y=-0.0096X+0.275         R2=0.67                     （3） 

对方程进行 F 检验，F 值为 31.602>8.18，p=0.000<0.01 说明二者相关关系极为显著。结合图 4 可

知，流域地表径流系数与流域森林生物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主要原因为：流域森林生物量增加主要

体现在乔木林冠幅增加及所占空间体积的增大，均会对降水林内再分配造成影响，冠幅增加均会增大

对降水的拦截，进而对流域地表径流产生造成影响。 

  
图 4 半城子流域森林生物量与地表径流关系 

表 4 方差分析表 

Model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1 
Regression 0.039 1 0.039 31.602 .000a 

Residual 0.024 19 0.001   



 

 

203 

Total 0.063 20    

a. Predictors: (Constant), 森林生物量 

b. Dependent Variable: 地表径流系数 

由图 5 知，流域森林生物量与流域基流系数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拟合直线方程为： 

     Y=-0.0045X+0.1243     R2=0.62                            （4） 

对方程进行 F 检验，F 检验值为 31.49，p=0.000，综合说明二者之间相关关系十分显著，同时也表

明森林质量变化对流域基流变化同样有较大影响。 

 
图 5 半城子流域森林生物量与基流系数关系 

表 5 方差分析表 

Model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1 

Regression 0.010 1 0.010 31.485 .000a 

Residual 0.006 19 0.000   

Total 0.015 20    

a. Predictors: (Constant), 森林生物量 

b. Dependent Variable: 基流系数 

3.5 流域森林生物量变化对径流及其组分影响模拟分析  在对 Wetspa 模型参数率定及模型检验前提

下，在流域 2010 年土地利用类型基础之上设置 5 种流域森林数量及质量变化情景（表 6），将 5 种情

景下的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图分别加载到模型中运行，保持模型率定参数不变，添加 1989-2011 年的逐

日降水数据模拟不同情景森林覆被率和单位面积森林生物量下的流域年径流及其组分变化情况，将不

同场景模拟值与 2010 年土地利用模拟值进行对比（表 7）。 

由表 7 知，在 2010 年土地利用类型下流域年径流深模拟值为 71.56mm，基流量占流域总径流量

的 24.87%。在 5 种流域情景中，情景 1 和情景 5 流域森林覆被率为 0 情况下，模拟径流值较大，分别

为 92.84mm 和 99.58mm，较 2010 年现状土地利用状况下径流深分别增加 29.74%和 39.16%，说明草

地产流较耕地产流更多；在情景 2 中，将所有森林林分类型转化为混交林后，流域森林覆被率不变，

为 98.33%，单位面积生物量为 35.81t/hm2，流域年均径流值达到最小为 54.63，较 2010 年减少 23.67%；

情景 3 中，将所有林分类型替换为灌木林地，森林覆被率 98.33%，但单位面积生物量减少至 5.14t/hm2，

导致流域年经流量增加 18.63%；情景 4 流域覆被率最大，为 98.47%，但流域年径流仅 2010 年仅减少

3.60%，说明耕地、草地向林地转化后对流域径流有所减少。 

表 6 研究流域森林数量及质量变化情景设置 

编 号 森林覆被率% 
单位面积森林生物量/ 

t/hm2 

情景 1 流域水域与建设用地面积不变，将林地和草地设置为耕地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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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2 将流域灌木林、针叶林、阔叶林设置为混交林 98.33 35.81 

情境 3 将混交林、阔叶林、针叶林变成灌木林地 98.33 5.14 

情境 4 将耕地、草地设置为混交林地 98.47 36.09 

情景 5 将所有林地类型及耕地设置为草地 0.00 0.00 

表 7 流域不同森林覆被率和单位面积生物量情景的径流及其组分比较 

森林变化情景 
年均径 

流深(mm) 

壤中流量 

（mm） 

地下径流量 

（mm） 

壤中流 

百分比（%） 

地下径流 

百分比（%） 

2010 年 71.56 7.91 9.89 11.05 13.82 

情景 1 92.84 13.90 17.56 14.98 18.92 

情景 2 54.63 10.09 11.27 18.48 20.64 

情景 3 84.89 12.18 19.32 14.35 22.77 

情景 4 68.97 9.08 10.61 13.16 15.38 

情景 5 99.58 11.09 14.78 11.13 14.84 

 

4 结论 

森林与水是世界林业研究的重要方面，深入分析不同时空尺度范围森林生态工程建设对水资源的

影响，对于正确认识森林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作用，深入科学分析林水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23-25]。

北方土石山区为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开展林水关系研究，对于促进发展半干旱地区森林植被建设和管

理的理论与技术，提高林水协调管理水平，为当地植被恢复与植被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从森林

质量与数量两个方面，分别选取森林生物量以及森林覆被率，探讨了森林与水之间的关系，初步阐明

了流域森林数量与质量变化对流域径流及其组成之间的量化关系，凝练总结得到以下结论： 

（1）林地为研究区域景观基质，研究区域林地面积在研究时段内波动增加，平均增加 1.54%；流

域森林生物量及单位面积森林生物量增加趋势显著（p<0.01）。 

（2）半城子流域将所有森林类型转化为混交林后，流域森林覆被率为 98.33%，单位面积生物量

为 35.81t/hm2，流域年均径流值最小，为 54.63mm；当将所有林分类型替换为灌木林地，森林覆被率

同为 98.33%，单位面积生物量减少至 5.14t/hm2，流域年经流深增加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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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est–streamflow relationship in small-scale basin in the Rocky Mountain 
Area of North China 

Zhao Yang, Wang Zhaoyan, Zhang Xiaoming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Research Center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forest quantity and quality on runoff, Banchengzi, a small forest 

basin located in the Miyun Reservoir, was selected as our study object. Piecewise linear interpolation, linear 

regression, Wetspa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s and other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quantitative analyze 

the impact of change of forest on runoff and its component in the period of 1989-2011. Results show that 

forest cover rate in the study basin exhibit increased volatility, and the total forest biomass also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reaching a significant level (p<0.01). Forest biomass between runoff coefficient and base 

flow coefficient show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eached 0.67 

and 0.62, respectivel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all forest types transformed into mixed forest, the average 

annual runoff was reduced 23.67% compared to 2010, with a minimum value of 54.63mm. When the 

biomass per unit area decreased from 35.81t/hm2 to 5.14t/hm2, the annual runoff depth increased 55.39%, 

and the interflow ratio increased 20.71%. The result can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and water in North China. 

Keywords: forest watershed; linear interpolation;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runoff component; 

biomass 



 

 

206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北方土石山区小尺度流域林水关系研究 

 

赵阳，王昭艳，张晓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泥沙研究所，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摘要 

 

摘要：为探讨北方土石山区森林数量与质量变化对小尺度流

域径流量的影响，以密云水库集水区半城子森林小流域为研

究对象，采用分段线性插值、线性回归、WETSPA 分布式水

文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了 1989-2011 年间森林数量与质量

变化对流域径流及其组分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

内半城子流域森林覆被率呈波动增加趋势，流域森林生物量

增加趋势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2、流域森林生物量

与地表径流系数和基流系数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拟合方

程决定系数分别为 0.67 和 0.62；3、模型模拟表明，在流域

所有森林林分类型转化为混交林情景下，流域年均径流量最

小，仅为 54.63MM，较 2010 年土地利用情景下产流量减少

23.67%；在流域森林覆被率同为 98.33%情景下，单位面积

生物量由 35.81T/HM2 减少至 5.14T/HM2，流域年径流深增

加 55.39%，其中，壤中流比例增加 20.71%。研究结果可为

深刻理解北方土石山区森林调水机理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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