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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下水是存储在地质形成的饱和带里的粘土、砂

土、沙砾和岩石空隙、裂隙中的水。储存地下水的空间

称之为地下水含水层或地下水水库。地下水通过来自

降水、湖泊、河流等水源补给与大气陆地水循环相连。

浅层地下水的补给参与水文循环, 从而使得它成为可

再生资源。从水井抽出的, 或以泉水形式流出的地下

水, 可能在深层承压含水层中已储存了数百年甚至数

千年, 与气候的联系较少不参与水循环; 也可能由参与

水文循环的近期降水补给。在相同的地质条件下, 气候

状态、土壤、植被和地形是决定浅层地下水补给以及动

态变化的主要因素。

地下水是人类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的重要水源。

在世界范围内 , 地下水的消耗占总淡水资源消耗的

50%。在自然条件下, 地下水含水层的补给量与消耗量

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 地下水位稳定少变。在全球或流

域的水量平衡计算中 , 通常只考虑降水、蒸发、径流和

土壤水之间的平衡, 而不考虑地下水储量的变化。随着

地下水井的开掘, 抽取地下水的增加, 地下水的平状衡

态被破坏, 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同时降水与径流的季节

性变化和年际年代波动以及气候变暖也引起了地下水

补给及储量的变化。近 30 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干旱

半干旱地区, 地下水位发生了明显的下降趋势。有的

地区, 如加拿大中南部的马尼托巴( Manitoba) 和智利

的北部, 由于 10 年到百年尺度的降水波动引起了地下

水位下降 [1], 而另一些地区 , 如南亚、中国的华北和西

北、非洲、墨西哥和美国的大平原 , 降水减少与用于农

业灌溉的地下水的大量开采的共同作用导致地下水位

大幅度下降[2,3]。地下水位储量及其补给的变化引起了

可利用淡水的变化。为了可持续地利用淡水资源, 掌握

地下水资源的储量及其动态变化十分重要。

自 21 世纪以来 , 欧美等国开始研究不同时空尺

度的地下水补给的定量估算方法 , 水量平衡模型中不

仅有地表径流还包含了地下水补给以及河川径流 , 同

时在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研究中 , 不再只限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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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地表径流的影响, 而同时考虑了气候变化与人类

活动对地下水补给的影响, 从而使气候变化与水文循

环间相互作用的图像更为完整。我国对地下水资源的

评估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次全国水资源评价 ,

2004 年又进行了第二次评估。这种以实测的水文资

料 , 如降水量、径流量、地下水位和水面蒸发量为基础

的经验的水均衡方法, 所用的参数如降水入渗与灌溉

入渗补给系数、潜水蒸发系数等主要由试验站的资料

计算得到, 这些参数与土壤、植被、地形等地理特征没

有直接的显式联系, 因此不能用来研究变化环境中大

气、土壤、植被、地表径流、地下径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

其对地下水补给的影响。但是评价结果对于了解我国

地下水补给的空间变化规律以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

管理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 对于验证和对比物理模型

的模拟结果, 改进模型也有科学意义。

目前气候变化对地下水的影响研究仅仅开始 , 由

于气候模型对降水时空变化的模拟与预测水平较低 ,

而地下水与气候、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地下水的补给

方式要比地表水复杂得多, 因此由气候模型输出驱动

各种形式的地下水水量平衡模型得到的地下水补给尚

不能作为对地下水的预测, 而只能视为地下水补给对

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研究。为了推动我国关于气候变化

对水资源影响的深入研究, 本文仅对当前国际上研究

地下水补给以及地下水对气候变化敏感性的研究现状

予以综述, 希望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背景基础。

2 补给率的估算及其影响因子

目前对地下水补给的估算方法很多, 有物理的、化

学的、以及基于地表水、非饱和带、地下水的模型方

法[4]。浅层地下水入渗补给模型都以水量平衡为基础。

数值模拟可以独立地估算气候、植被、土壤、地形地貌

等对补给的贡献大小, 是研究地下水补给及其预测的

最好工具。当这种模拟和在线的气象参数、植被覆盖、

土壤、地形数据以及将土壤资料转换为水力学参数的

土壤转换函数等信息连接时, 可大大地提高模拟补给

的能力。目前对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的定量估算有全

球尺度和区域 尺 度 两 种 , 时 间 尺 度 一 般 取 为 1961～

1990 年的 30 年( 这 30 年的平均可作为研究未来气候

变化影响的基准值) 。

2.1 全球尺度地下水补给的模拟

长期以来, 人们在研究全球淡水资源问题时, 习惯

于只用河川径流量表示可利用水资源, 而忽略了地下

水是可利用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得到地下水

补给占总径流的份额—可利用水的指数, Doll 等[5]研制

了一个空间分辨率为 0.5o×0.5o 网格上的全球可利用

水 与 用 水 模 型 , 称 之 为 全 球 水 的 评 价 与 预 测 模 型

( Water- Global Assessment and Prognosis, WaterGAP) 。

该模型分为全球用水模型和全球水文模型两部分 , 前

者由每一个用水部门的子模型组成 , 如灌溉、生活、畜

牧、工业用水等 , 后者计算每个网格上的地表径流/壤

中流、地下水补给、河川径流。这两个模型互相连接可

计算出用水压力指数 ( 用水量与可利用水量之比) 以

及用水消耗导致的江河流量的减少量( 蒸发到大气而

不再返回陆地的水量) , 如果与气候情景连接还能够

评价气候变异 , 变化对水压力指数和对用水消耗量的

影响。为了提高模拟精度 , 作者用覆盖全球陆面 50%

的 724 个流域上流量观测值对模型率定 , 用地形、土

壤、水文地质以及永久冻土/冰川等信息对总径流进行

分配来计算各自的补给量 , 并采用了目前可得到的最

好的全球数据集, 对全球空间分辨率为 5o×5o 的 67 000

个格点模拟了 1961～1990 年 30 年人类用水消耗引起

的流量的减少以及可利用水的指数。地下水补给的估

算对改进全球尺度可利用淡水的评价起到了重要作

用。Doll 将模拟结果绘制成了全球多年平均 ( 1961～

1990 年) 地下水补给分布图和地下水补给占总径流百

分比的全球分布图( 地下水指数) 。研究表明 , 地下水

补给的空间分布与降水、径流的分布基本上一致 , 最

大的补给量位于多雨的热带地区 , 补给与径流比值的

最小值出现在永久冻土带 , 阿尔比斯山、挪威西部以

及年降水集中程度高、入渗量较小的亚洲季风气候

区 ; 较高的比值发生在渗透性好的平原地区 , 如中欧

的北部平原。计算得到的全球 1961～1990 年全球地下

水补给为 13.826km3/yr, 占入海流量的 36%。比较各国

的模拟补给值和汇编的各国的地下水补给量 , 可以发

现二者有很大差距。由 WaterGAP 计算的值一般偏高,

尤其对于一些大国 , 如巴西、俄罗斯和美国的地下

水补给高估了。不过在汇编成果列出的国家的平均

值 143mm/yr, 接近模拟值 137mm/yr; 德国的地下水补

给量 , 汇编成果中的估算值为 125～300mm/yr, 接近于

由 WaterGAP 的模拟值 201mm/yr。另外 , 有些流域的

地下水指数与降水为负相关 , 而另一些流域为正相

关。如果说降水可以作为地下水补给率的预测因子 ,

对于地下水指数( 地下水补给/总径流) , 则降水不如地

形与地下水补给率的相关性大 , 因此不能只用降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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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作为预测的依据。用大尺度模型模拟地下水补

给的困难在于不能得到相应尺度上的直接观测到的地

下水补给量, 因为观测的河川径流量包含了地下水补

给量在全流域的集总量, 而模型模拟的地下水补给只

是对局地的估算。为了改进模拟结果, 需要研究流域和

区域尺度地下水补给的模拟方法。分析并对比不同空

间尺度补给的估算对于改进地下水补给模拟有重要意

义。另外, 为了得到实际的地下水可利用量, 还需考虑

人类活动导致的地下水超采问题。关于 WaterGAP 模

型的详细介绍, 参见 Doll 等[6]。

2.2 区域尺度地下水补给的模拟

Keese 等[7,8]用非饱和流模型估算了区域尺度在植

被根系带下的地下水补给。水量平衡方程写成以下

形式 :

D=P- ET- Ro- ΔS ( 1)

式中: D 为根系下的深层泄量; P 为降水与灌溉量; ET

为蒸散发量; Ro 为地表径流量; ΔS 为水的蓄量变化。

降水量与灌溉量为输入参数; 水量平衡中所有的

土壤参数由模拟得出。由于植被的深度一般都小于

5m, 因此模拟选择 5m 深的土壤剖面 , 在 5m 深底部的

泄量等于地下水补给。作者用 UNSAT- H ( 3.0 版本 ;

Fayer, 2000:http://hydrology.pnl.gov/resources.asp) 一 个

估算补给的一维有限差分格式, 模拟了 1961～1990 年

30 年的水量平衡。这个时段模拟的年平均泄量等于 30

年的平均补给量。模型输入量为气象强迫, 植被参数,

下边界条件, 以及不同土壤类型的水力学参数。作者用

10 个气象站数据分别研究了塔克萨斯州 13 个研究区

的气候、土层的物理属性以及植被、土壤特性对地下水

补给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

( 1) 沙土的补给量最大, 这说明气候不是一个唯一

的影响因子。

( 2) 对于裸土和沙土 , 30 年的补给与降水的相关

很大, 相关系数高达 0.99, 随着降水增加, 补给量增加。

( 3) 不同类型的植被的存在使得蒸散发量加大, 减

少了沙土的补给。

( 4) 对于多层土壤, 其补给率都小于一层土壤。

( 5) 有植被的多层土壤的补给率与降水为正相关。

( 6) 模拟结果表明 , 30 年降水可作为补给率的预

测指标。

2.3 一 个 用 于 地 下 水 模 型 的 分 布 式 补 给 估 算 方 法

WetSpass

Okke 研制了一个有物理基础的估算多年平均地

下水补给模型 WetSpass[9], 它是在稳定状态下 , 土壤、

植被、大气间水量能量传输的缩写。作者试图将这一

考虑了补给空间变化的模型 WetSpass 与稳定状态的

地下水模型耦合 , 以改进对地下水位、地下水流、补给

面积的模拟预测。作者将一个网格内地下水补给 Rν

的水量平衡写为:

Rν=P- I- Sν- ETν- Es ( 2)

式中: P 为季平均降水; I 为植被截流; Sν为地表径流;

ETν为植被蒸散发[LT- 1]; Es 为裸土蒸发。

地表径流的计算分成两步 , 首先考虑植被对降雨

的截流 , 再考虑与土壤入渗能力有关的降水强度对径

流的影响。WetSpass 用 Penman- Monteith 方程确定植

被系数的方法来确定蒸散发的季节分布值。对于有植

被的地下水补给区 , 考虑了实际蒸散发与地下水埋

深、张力饱和高度以及植被的根系之间的定量联系。

每一个网格的季节总径流由植被、裸土、自由水面 , 不

透水层各自的水量平衡分别计算出。模型 WetSpass 与

ArcView- GIS 集成, 土地利用和土壤参数取自它们的

属性列表模型。土壤分类采用美国农业部的分类 , 土

地利用类型取自研究区域的植被覆盖图, 该图由 50×

50m 分辨率的陆地卫星 LandSat- 5 图像分类得到。为

了考虑补给与地下水埋深间的相互影响 , 分布式补给

模型 WetSpass 与地下水模型耦合 , 由 WetSpass 得到

的分布式地下水补给输入到稳定的地下水模型以改

进地下水位、流量以及补给区的预测 , 同时地下水位

也要输入到 WetSpass。地下水模型与 WetSpass 模型相

继依次运行。迭代几次后, 即可得到地下水位和出流区

的稳定解。此模型曾用于比利时 Grote Nete 流域土地

规划项目, 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对地下水补给的影响。

2.4 我国地下水补给的评估及其空间特征

我国自 1980 年以来对浅层地下水进行了两次地

下水资源的评价。第一次所用资料系列为 1956～1979

年, 第二次为 1956～2000 年。评价区域是除了台湾省、

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及西部 7 个荒漠区以外

的所有国土。评价方法为以实测的降水量、径流量、地

下水位和水面蒸发量资料为基础的经验的水均衡方

法, 所用的主要水文及水文地质参数如降水与灌溉的

入渗补给系数、潜水蒸发系数、岩土层渗透系数等都

是由试验站的资料计算得到。根据地形地貌 , 评价了

平原区、山丘区的地下水储量。从第一次评价结果可

看出我国地下水补给的空间分布大致有以下特征:

( 1) 地下水补给量的分布与降水量分布基本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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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多雨的南方大于北方;

( 2) 地下水占河川径流总量的份额, 北方大于南方;

( 3) 在平原区降水补给量大于其它水体的补给, 潜

水蒸发大于其它形式的排泄量;

( 4) 植被根系深的土层潜水蒸发大, 裸土潜水蒸发

小 , 当地下水埋深达到临界地下水位( 大约 5m) 时 , 潜

水蒸发停止;

( 5) 地下水含水层的厚度反映了地下水水库库容。

3 地下水补给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研究

地下水系统对气候变异的响应要比地表水系统

慢, 因此地下水补给对气候变异的敏感性还要考虑时

间滞后问题。地下水补给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研究主

要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基于长系列的降水、气温、地下

水水位的观测资料, 采用统计方法研究它们之间的相

关关系, 从而给出地下水补给对气候变异和变化的敏

感性; 另一种用气候情景值驱动地下水补给模型研究

地下水补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程度。

3.1 用长系列历史数据估算地下水水位对气候变异

与变化的敏感性

这种方法的主要难度在于地下水水井的观测记录

太短。在 20 世纪前半叶, 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

几乎没有对地下水的监测。为了了解气候的自然变异

与变化对地下水含水层变化的影响, 没有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的历史数据是难以完成的。G.Ferguson 与 S. St.

George[10]采用了较长系列的气候和树木年轮数据集模

拟了加拿大温尼伯市附近地区上层碳酸盐含水层( U-

CA) 最近 30 年仪器观测期间的地下水的变化特征 , 并

将其作为代用地下水记录延用到无观测记录的历史时

期, 从而将地下水位向上延长至 1900 年。研究表明, 大

部分位于 UCA 地区并被粘土和耕地覆盖的浅层水井

的地下水位变化都可归因于气温和降水等气候强迫。

在 105 年期间, 地下水位虽然没有趋势性变化, 但存在

3～4 年的波动, 并与年降水和气温变化存在 2 年滞后

的相关, 年平均气温越高, 温度对地下水位的影响越显

著。在深层水井观测到的变化趋势主要由地下水的开

采利用引起, 而与气候无关。作者用区域气温、降水和

树木年轮构建的逐步多元回归方法模拟了浅层水井的

年平均地下水位。结果表明对湿度特别敏感的树木年

轮数据可用以估算历史地下水位, 并可用来研究缺乏

长系列, 高质量降水观测数据的地区的地下水含水层

的变化。

Allen 等[11]的研究揭示, 在加拿大南部渗透性强的

冲积平原 , 由于河流与地下水的水力学连系紧密以及

半干旱地区较低的补给率 , 非承压层河流流量变化对

地下水位的影响远远大于降水入渗补给的影响。这些

地区的水文变异性很大 , 地下水补给对气候的敏感性

不大。

3.2 用气候变化情景输入地下水补给模型的方法研

究地下水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自本世纪开始 , 当人们试图采用大尺度气候变化

过程与区域含水层补给模型连接来模拟全球变暖对

地下水补给的影响时 ,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空间尺度的

匹配问题 , 即如何将天气气候尺度分布的气候变量递

减至区域含水层尺度 [12]; 其次是地表水与地下水间的

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气候、土地类型、地质等因子的

关系等问题[13]。Loaiciga[14- 16]用瞬变的和平衡的气候情

景驱动地下水补给、地下水流和溶解物传输模型 , 研

究了气候变化与人口增长对美国一个最大的淡水含

水层的补给以及溶解物传输的影响。结果表明, 人口、

经济增长引起的地下水用水量的增加对含水层的影

响要比气候变暖对含水层的影响大的多。Manoj 等[17]

采用分辨率为 50km 的区域气候模型与土壤、水估算

工具( SWAT) 模型耦合研究了气候变化对密西西比河

上游流量的影响。SWAT 是模拟流域的长期和连续变

化的水文模型 , 运行步长为日 , 可以预测管理对水量、

泥沙、农业化学产物的影响。该模型有较好的物理基

础和高效的计算能力 , 为了得到高空间分辨率的模拟

结果将流域分成多个子流域 , 每个子流域再按相同的

土壤/土地利用性质分成水文响应单元 ( HRUs) , 每个

HRU 用 4 个储量容积描写, 即: 雪、0～2m 的土壤层、

2～20m 的浅含水层和大于 20m 的深含水层。对每个子

流域的每个 HRU 的产流、泥沙含量、非点源污染加起

来 , 通过河道、池沼、水库等演进到流域出口。模型的

主要构件有天气、水文、土壤湿度、植被生长、化肥、农

药及土地管理等。用观测的天气资料和密西西比河流

域环保局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作为 SWAT 模型的输

入, 再用实测的流量资料率定和验证模型。SWAT 与区

域气候模型耦合的结果表明 , 当未来降水增加 21%,

降雪增加 18%的条件下 , 地表径流增加 51%, 地下水

补给增加 43%, 密西西比河上游总产水量增加 50%。

它们不同的变化是由于气候模型给出的强降水事件

多 , 水量平衡中的融雪、蒸散发、地表径流与地下径流

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引起。模拟的径流变化 50%大大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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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联合模拟系统的误差 18%, 模型的可信度较高。

Jyrkama 等 [18]研究了气候变化对加拿大的大流域

( The Grand River Watershed) 地下水补给的影响。其

主要方法为将有物理基础的水文模型 HELP3 与 GIS

连接 , 模拟过去的和未来变化的蒸散发、地表径流、地

下水补给率。气候变化情景采用 IPCC 2001 年的预测

结果。近 40 年逐日天气气候资料作为基准条件。将预

测的降水、气温、太阳辐射等数据输入到 HELP3 模

型 , 即可模拟出气候变化对未来 40 年水文循环的影

响。这项研究没考虑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的变化。研究

结果表明, 气候变暖, 尤其是暖冬将减少陆地结冰范围

和时间, 春季的冰雪融化移向冬季, 地下水入渗补给量

增加, 地表径流量减少。夏季高强度和频发的强降水,

不仅使地表径流增加, 而且由于可用水量的增加也导

致蒸散发和地下水补给率增加。太阳入射辐射的变化

对模拟的水文过程影响较小。在未来 40 年的气候条件

下 , 流域的地下水补给率将由现在的 189mm/yr 增至

289mm/yr。

Doll[19]用他研制的全球水文模型与气候模型连接

计算了 2050s 全球的多年平均地表水, 壤中流和地下

水补给并与 1961~1990 年模拟的平均值比较, 结果表

明, 总径流增加 9%, 而地下水补给只增加 2%。地下水

补给增量之所以小于总径流增量, 是因为许多总径流

增加的地区, 土壤的入渗能力小, 特别在亚洲的季风区

和南美的湿润地区, 地下水补给占总径流的份额减少。

但也有些地区, 由于降水与气温的季节变动, 这个比

例增加。对 4 个气候情景的模拟表明 , 巴西东北部、

西 南 非 和 地 中 海 的 南 边 等 地 , 地 下 水 减 少 约 70%。

在总径流减少的半干旱地区, 由于模型假定只有日降

水量超过 10mm, 地下水补给才发生 , 地下水补给减

少的百分数高于地表水的减少。2050s 地下水补给增

加大于 30%的地区有撒哈拉、近东、中国华北和美

国西部。

4 结语

地下水含水层的补给及其开发利用是水资源可持

续开发利用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浅层地下水的补

给主要受制于气候变异与变化。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从

地表水扩展至地下水不仅有利于正确地评估可利用的

淡水资源, 而且对于改进气候模型, 更完整的描写水文

循环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目前在我国, 无论对地下水观

测资料的诊断分析, 或对地下水补给模型的研制都尚

属空白或起步阶段。加强这一领域的多学科研究合作

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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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洪峰流量模拟计算结果

洪峰

洪号 计算 实测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820722 853 817 33 4

820814 796 884 - 88 - 10

830721 157 177 - 20 - 11

840708 465 433 32 7.3

840726 912 787 125 15.9

840907 769 752 17 2.3

860909 117 149 - 32 - 21.5

870719 214 200 14 7

880724 790 815 - 25 - 3.1

890613 891 775 116 14.9

890711 457 544 - 87 - 16

( 上接第 59 页)

4 结语

( 1) HBV 模型集降雨径流和融雪径流模拟与一体 , 可以开

展降雨径流模拟 , 由官寨 8 年径流过程 模 拟 可 以 看 出 , 结 果 是

比较理想的。

( 2) 作为一个半分布式的水文模型 , HBV 模型能够开展子

流域的划分和径流模拟 , 并且 通 过 概 化 可 以 考 虑 各 子 流 域 高

程、植被等下垫面的差异。

( 3) IHMS 系统不仅可以开展径流模拟 , 而且还具有很强的

资料预分析功能 , 可以进行资料序列一 致 性 分 析 , 检 查 资 料 的

可靠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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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Sensitivity of Groundwater to Climate Changes

LIU Chun- zhen1, LIU Zhi- yu1,2, XIE Zheng- hui2

(1. 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53,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Groundwater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resources for living and utilization in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The recharge and 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aquifer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The recharge of shallow aquifer is subject to climate variances and changes. Research on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s has extended from surface water to ground water. This not only benefits the proper evaluation of usable freshwater

resources, but also helps the improvement of climate models and more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hydrological cycles. From this

century, researcher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have started to work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for groundwater recharge

in varied spatio- temporal dimensions. As for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s on water resources, they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hu-

man activities as well as climate changes on the recharge of groundwater. The situation in China, however, suffers from an inher-

ent shortage at present. Either the diagnostic analysis of groundwater observation or the development of groundwater recharge mod-

els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if there is any. This paper presented an introduction on recent advances of the research on groundwater

recharge and the sensitivity of ground water to climate changes, with the aim to fill the gap and push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impact of climate variances on water resources.

Key words: groundwater; climate change; sensitivity; adv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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