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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汛期 VIC水文模型模拟结果分析 

林 建 谢正辉2 陈 锋2 肖子牛3‘薛建军 

(1．国家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2．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3．云南省气象局) 

提 要：利用大尺度陆面水文模型 ⅥC及其汇流模型模拟 了2006年 5—9月全 国0．5。 

×0．5。逐 日径流深和土壤相对湿度分布，对淮河流域 2006年汛期(6月28日一7月5 

日)强降水过程期间的模拟结果进行了渍涝灾害的分析。同时对流域主要水文站逐 日 

流量(0．5～ 0．5。)过程进行了模拟，并与实况作了对比分析；并且针对淮河流域不同空 

间分辨率(0．5。 0．5。及 0．1o×0．1o)下主要水文站点的逐 日流量过程进行了比较。结 

果表明：ⅥC模型模拟的径流深和土壤相对湿度分布与降水分布是一致的，模拟土壤湿 

度具有可用性。利用累计降水、径流分布和土壤相对湿度及流量变化可以监测渍涝灾 

害的发生；VIC模型及其汇流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实际流量的变化趋势，模拟 

流量对降水较敏感，细网格模拟流量在量值上与实况更为接近；模拟结果误差可能跟汇 

流模型中流域边界的确定、参数率定、气象强迫资料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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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VIC Hydrologic Model During 2006 Flood Season 

Lin Jian Xie Zhenghui Chen Feng2 Xiao Ziniu3 Xue Jianjun 

(1．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er，Beiiing 100081；2．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3．Yunnan Meteorological Bureau) 

Abstract：The runoff and water content in soil an d the discharge of hydrologic st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flood S~．son of 2006 are simulated by using the VIC (Variable Infiltration Capacity) 

hydrologic model，with emphasis on the water logging disaster prod uced by a heavy rainfall case 

from 28 June to 5 July 2006 in the valley of Huaihe River．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in simulating 

the discharge over the Huaihe River basin iS examined in different horizontal resolutions，e．g．， 

coarse mesh and fine mesh(O．5。×0．5。and 0．1o×0．1o)．Results show that patterns of simulated 

runoff and soil humidity are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rainfall and the mod el output for soil humidity 

is reasonabl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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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variation in the accumulated rainfal1．mnoff and soil humidity can he used to monitor the 

water log~ng disaster．VIC land surface model and conflux model are able to reproduce the trend of real— 

istic discharge in sorlae degree．Discharge simulation is sensitive to rainfall and is nlore realistic in the case 

of fine mesh than in the case of coarse mesh．Model elTor likdy(X31TIes from the unmasonable b)undary of 

the drainage basin，calibration of parameters and atrr~ pheric forcing data． 

Key Words：VIC hydrologic model runoff humidity in soil discharge water logging disaster 

引 言 

VIC(可变下渗能力，Variable Infiltra— 

tion Capacity)模型是一个基于网格的半分 

布式水文模型，它对考虑人渗能力次网格空 

间变异性的陆面水文过程的描述及其参数的 

网格化特性，便于与气候模式和水资源模型 

嵌套以评价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是 目 

前应用最广泛的大尺度陆面水文模型之一。 

VIC模型最初由w∞ l_根据一层土壤 

变化的人渗能力提出，Xu Liang等在此基础 

上将其发展为两层土壤的 VIC-2L模型[2-3]， 

后来模型中又增加了一个 10cm左右的薄土 

层，变成三层土壤的 VIC3L模型_4 J。Liang 

and Xie[5；发展了新的地表径流机制，它同时 

考虑了蓄满产流和超渗产流机制以及土壤性 

质的次网格非均匀性对产流的影响，Liang 

等 及 Yang等，谢正辉_7_9 J建立了地下水位 

的动态表示并用于 VIC-3L模型[8-9]。VIC 

模型_2．4，加J可同时进行陆一气间能量平衡和 

水量平衡的模拟，也可只进行水量平衡的计 

算，输出每个网格上的径流深和蒸发，再通过 

汇流模型将网格上的径流深转化成流域出口 

断面的流量过程，弥补了传统水文模型对热 

量过程描述的不足。 

该模型已作为大尺度水文模型分别用于 

美国的 Mississippi、Columbia、Arkansas—Red、 

Delaware等 流 域 的大 尺 度 区域 径 流 模 

拟_l1．13 J。谢正辉等发展了用于气候模拟的 

地表径流参数化方法_5，H J，建立了适用于中 

国区域气候模拟的 50km×50krn分辨率网 

格的大尺度水文模型框架【 J，并提出了根据 

气候分区结合流域分区进行参数率定和移植 

的模型参数估计方案[16 J，建立气候变化对中 

国径流影响评估模型[17 J。近些年来，面雨 

量[18-19]在防汛、抗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成为我国气象和水文两大学科相结合的 

纽带，但在渍涝监测和预报方面的工作还处 

于起步阶段。本文利用改进的水文模型_l 

模拟 2006年5—9月全国0．5。×0．5。逐 日径 

流深和土壤相对湿度分布及各个主要水文站 

逐 日流量过程，重点分析 2006年 6月 28日 

至7月 5日淮河强降水过程引发的渍涝灾 

害，对流域 主要水文站模拟流量 (0．5。× 

0．o)与实况进行对 比分析；同时对 2006年 

汛期淮河流域不同空间分辨率(0．5。×0．5。 

及 0．1。×0．1。)下主要水文站点的逐日流量 

过程进行比较，并分析模拟可能存在的问题、 

误差来源及解决的办法(VIC模型应用于不 

同区域不同分辨率的试验中，对相关参数都 

进行重新率定)。 

1 VIC水文模式业务化流程 

1．1 气象强迫场 

图1给出了 VIC水文模式业务化流程框 

图，其中VIC-3L模型所需气象强迫场包括逐 

日降水资料和日最高最低气温资料，降水量实 

况场是由逐日常规降水量、加密降水量或水文 

站降水量插值到全国范围模式所需网格上，日 

最高最低气温实况场是将常规和加密最高最 

低气温插值到模式所需网格上。降水和日最 

高最低气温预报场由精细化预报提供，文中采 

用Barnes客观分析法进行插值。模式每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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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两次，9：30和15：30分别生成08和20点为 象强迫场用于水文模式驱动。 

起报时刻的00--72小时每 24小时间隔的气 

1．2 模型的全局控制文件 

图 1 VIC水文模式业务化流程框图 

VIC模型及汇流模型的运行环境为 U— 

NIX工作站，整个运行过程受两个全局控制 

文件控制。VIC全局控制文件确定 VIC模 

型分辨率和时间步长、模拟起止时间、是否运 

行融雪模块和冻土模块、所有输入输出文件 

的路径等等；汇流模型全局控制文件确定汇 

流模拟起止时间，汇流模型信息参数文件的 

路径等等。 

1．3 径流深度、土壤湿度和水文站点流量资 

料转换 

为方便日常业务需求和应用，把 VIC-3L 

模式提供的单元网格的径流深、土壤含水量 

和水文站点流量时间序列转换成全国逐日径 

流深度、土壤相对湿度和全国(7大流域)水 

文站逐 日流量分布，并 以 MICAJPS格式给 

出。其中， 

土壤相对湿度=(土壤含水量／土壤的饱 

和含水量)×100％ 

模型输出文件中没有直接给出土壤的饱 

和含水量参数，但给出了土壤容重(kg·1"2"1I3· 

sI1)、土粒密度(kg·1TI．3·sI1)以及土层厚度 

(1TI)，因此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饱和含水量 

(1TI)，公式为： 

饱和含水量=(1一土壤容重／土粒密度) 

×土层厚度 

2 VIC水文模型模拟结果分析 

2．1 径流深及土壤湿度分布 

2．1．1 2006年汛期全国径流深及土壤湿度 

分布 

图2给出了 2006年汛期(5—9月)全国 

累计降水分布及 0．5。×0．5。径流深和土壤相 

对湿度分布图。可以看出，2006年汛期降水 

主要集中在淮河中下游及长江以南地区，为 

600mm以上，尤其是华南沿海地区，由于受 

台风影响，降水量达 1200～1800mm；对应径 

流深为 200mm 以上，华南沿海地区 700～ 

900mm；全国径流深和土壤湿度分布总体上 

和降水分布是一致的，从东南向西北呈递减 

的趋势。流域产流(径流深)大的地方，相应 

的土壤也趋于饱和(土壤湿度增加)。为了更 

清楚地讨论径流深和土壤湿度分布对渍涝 

灾害监测 的作用 ，下面对200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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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6年5—9月全国累计降水(a)、 
径流(实线)和土壤平均相对湿度(％， 
阴影)(0．5。×0．5。网格)分布(b) 

至 7月 5日淮河强降水过程引发的渍涝灾害 

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2．1．2 2006年6月28日至7月5日淮河强 

降水过程引发的渍涝灾害分析 

如图 3a所示，2006年 6月 28日至 7月 

5日，受高空冷涡、西南低空急流和中低层切 

变的共同影响，淮河流域自北向南出现了一 

次强降水过程，尤其是在淮河中下游安徽和 

江苏中北部及山东南部累计降水达 200mm 

以上，其中江苏中部达 300mm以上，累计径 

流量 (图 3b)达 50～ lOOmm，局部 150～ 

200mm。 

为了进一步分析渍涝灾害的发生，首先 

给出土壤湿度模拟值与实况的对比。VIC模 

型中土壤湿度的时间分辨率为 1天，水平空 

间分辨率为0．5。×0．5。，垂直方向共分 3层， 

但各层厚度并不相同，各个网格的表层土壤 

厚度在0．07～0．5m，次表层在 1．5～3m，第 

三层厚度为 2～3m；而土壤湿度实况为每月 

第8日、18日、28日的旬观测值，分 lOcm、 

20cm、50cm三层。为了便于比较，图 3c给出 

了6月 28日模拟的表层土壤湿度与实际观 

测的 20cm土壤湿度的对比，这时淮河流域 

模拟的表层土壤湿度大都在 60％～80％之 

间，只有在江苏、安徽和山东三省交界的地区 

土壤湿度在 80％以上。而实际观测的土壤 

湿度大都也在 70％以上，三省交界地区土壤 

湿度也在 80％以上。6月 28日模拟的表层 

土壤湿度与实际观测的 lOcm、50cm土壤湿 

度的对比(图略)同样可以看出，模拟的表层 

土壤湿度和实测值在分布趋势上是一致的。 

这说明该水文模型模拟出的土壤湿度有一定 

的可用性。 

随着 29日雨带南压，淮河中下游地区土 

壤湿度(图3d)一直持续在 80％及以上，土壤 

趋向于饱和状态。另外，由于黄淮平原地势 

低洼，为渍涝灾害易发区(图略)。根据淮河 

流域上报灾情得知：淮河中下游从 7月 1日 

就开始出现了部分农 田积水和城市积涝，4 

日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流域水位上涨。从累 

计降水、径流深度及土壤湿度的演变图(图 

略)不难看出，截止到 7月 1日，淮河中下游 

的降水已达 150mm，局部地区甚至达 200mm 

以上，径流深度达 50～lOOmm以上，土壤也 
一 直处于饱和状态，与此对应，部分地区出现 

了农田渍涝和城市内涝。随着 7月 2—5日 

降水的持续和加强，汛情持续并一度加重，5 

日后西太平洋副高减弱，雨带南压，淮河流域 

降水基本结束，汛情才逐步得到缓解。 

2．2 水文站模拟流量与实况对比检验 

对淮河强降水引起的渍涝灾害的分析可 

以看出，径流深分布和土壤相对湿度分布在 
一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和监测渍涝灾害的发 

生，但缺乏径流深的实测数据，土壤相对湿度 

观测值也只是旬观测值，因此无法对这些量 

进行验证。然而，对于一个流域水文站来说， 

有相应的出口断面流量的观测值，下面将模 

拟的流量和实测流量对比检验，以了解模型 

的性能。 

如 ∞ 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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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6年 6月 28日至 7月 5日淮河流域累计降水(a)和径流(b)分布(小黑点为水文站)、 
6月 28日淮河流域模拟土壤相对湿度(％，阴影)和实况(数字)(c)及 7月 1日模拟土壤 

相对湿度(d)(0．5— 0．5。网格) 

实况流量资料从 6月 8日至 8月 14日， 

样本长度为 68天，R=0．25达到相关系数 

95％显著性检验。该节图中降水是指该水文 

站控制流域中平均的面降水量，不只是该水 

文站点的降水。这个降水是由汇人该水文站 

点的每个网格的降水决定的，而每个网格的 

降水是通过已有气象观测站点插值而得到 

的。其次，径流深也是指该水文站点控制流 

域中的平均径流深，而流量与径流深成正比， 

它是指单位时间内流经该站点的总水量平铺 

到整个控制流域面积上的水流平均厚度。 

2．2．1 2006年汛期长江、松花江主要水文 

站模拟流量(0．5。×0．5。)与实况对比检验 

图 4给出了 2006年5—9月长江流域寸 

滩、城陵矶水文站的模拟流量与实况的对比。 

可以看出，寸滩水文站模拟流量与实况具有 

较高的相关系数(R=0．563)，量级也相当， 

在 5000～30000m3·S～，但峰值稍滞后，6月 

下旬持续性的降水，流量在 7月初达到峰值， 

模拟流量在 7月中旬才达到峰值。城陵矶水 

文站相关系数 R=0．435，量级差别大，实况 
< 2000m3·S～

，模拟在 4000～45000m3·S-1， 

流量对降水反映较为敏感，并且峰值落后于 

观测值。 

松花江流域哈尔滨和大赉水文站模拟流 

量与实况的对比，可以看出，哈尔滨水文站模 

拟流量与实况相关系数 R=0．809(大赉水 

文站相关系数 R=0．642)，整体相关都很 

好，能反映流量变化趋势，但对降水较敏感， 

出现了多个峰值，并超前于实测值。另外，量 

级差了2倍，实况<2500m3·S一，而模拟< 

7000m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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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006年汛期淮河流域水文站粗细网 

格模拟流量与实况对比 

为了探讨模型水平分辨率对模拟结果的 

影响，对2006年汛期淮河流域不同空间分辨 

率下(0．5。×0．5。及 0．1。×0．1。)主要水文站 

点的逐日流量过程进行比较分析。 

图5给出了 2006年汛期淮河流域吴家 

渡、王家坝、息县粗细网格降水及模拟流量与 

实况的对比。从吴家渡水文站流量过程可以 

清楚地看到6月 28日至7月 5日强降水过程 

引起的流量峰值出现在7月 7日左右，达到了 
4500m3·s_。

，但 0．5。×0．5。网格模拟流量与实 

况差别较大，不足 1000m3·S_。，并且峰值落 

后。但模拟与实况相关系数 R=0．534。0．1o 

×0．r网格模拟相关系数有所下 降(R= 

0．353)，峰值仍落后，但量值上更靠近了。 

王家坝水文站汛期出现了两次峰值，前一 

次峰值出现在 6月28日至7月5日强降水过 

后，后一次峰值出现在 7月 19_-22日及 25— 

28日降水过程以后，峰值流量分别为 800m3· 

SI1和 1400m3·s_。。0．5。×0．5。网格模拟流量 

与实况相关系数很高(R=0．846)，量值差别 

也不大，前期 7月初的峰值比实况稍落后一 

些，对后期 8月初峰值反映较为一致。0．1。× 

0．1。网格模拟相关系数稍有下降(R=0．735)， 

量级相当，但后一次峰值稍偏低。 

息县水文站汛期同样出现了两次峰值， 

0．5。×0．5。网格模拟流量与实况的相关系数 

较高(R=0．705)，但量级差别较大，实况< 
600m3·s_。

，模拟<1000m3·S_。，峰值也稍落 

后。0．1。×0．1o网格模拟相关系数也有所下 

降(R=0．668)，峰值仍落后，但量级更接近 

了。 

2．2．3 7大流域主要水文站模拟流量与实 

况对比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表 1给出了 2006年汛期 7大流域主要 

水文站的模拟流量与实况的范围及相关系 

数。可以看出，大部分水文站模拟流量与实 

吣 姗 咖 4 3 3 2 2 l l 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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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年6月 8日一8月 14日七大江河流域 

主要水文站模拟流量与实况对比 

0．538 <3Oo0 

0．487 20o～l40o 

0．809 <250o 

0 642 <2Oo0 

<6oo0 

<20o 

<7Oo0 

<7Oo0 

注：黑体为a=0．05。 

进行的模拟是 日流量过程。因此，采用 日流 

量过程来率定参数可能会减少误差。另外， 

误差也可由参数移植带人。我们对参数的率 

定只选取了有限的20个小流域，这对于整个 

中国区域来说是十分不足的，特别是西部和 

珠江地区，没有率定流域或者只有 1个，将这 

样的资料移植到大面积上，肯定会存在不少 

误差。其它引起误差的原因还有气象强迫资 

料的不确定性(毕竟这些都是 由插值得到 

的)，土壤覆盖数据，植被数据，以及参数化方 

案等等。 

对比分析淮河流域粗细网格的结果，我 

们发现，由于网格精细化后，对流域边界或者 

高程等参数刻画更加细致了，最后我们得到 

的流量和实际观测值更为接近了，但相关系 

数有所下降。也就是说从趋势上并没有很好 

的改进。除了前面谈到的其它原因外，更重 

要的原因可能是气象强迫资料的不确定性 ， 

换句话说，是因为气象强迫资料精度不够造 

成的。尽管模式精度提高了，但初始场资料 

的精度没跟上，没有达到 0．1。×0．1。这样的 

精度。 

3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文中给出了VIC陆面模式和汇流模 

式业务化的整个流程，在对全国区域进行模 

拟后，重点对 6月 28日至 7月 5日淮河流域 

降水过程引起的渍涝灾害进行了分析。结果 

表明：模拟土壤相对湿度与实测值在分布趋 

势上是一致的，该次强降水过程引起淮河地 

区径流量大，土壤相对湿度大，表层土壤达到 

饱和，相应水文站出现了流量峰值，从而引起 

流域渍涝灾害的发生。 

(2)水文站的模拟流量和实况的对比分 

析表明，有些水文站模拟结果与实况相关性 

较好，说明水文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出实际流量的变化趋势，但模拟流量对降水 

较敏感。另外，部分水文站模拟结果与实况 

相关较差。模拟结果误差可能跟汇流模型中 

流域边界的确定、参数的率定、气象强迫资料 

等因素有关。 

(3)淮河流域粗细网格的结果分析表 

明：网格精细化对流域边界或者高程等参数 

滁 

江 

芘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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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具有重要性，同时由于气象强迫资料精 

度不够又会降低与实况的相关系数。 

由于流域边界不确定和气象强迫资料精 

度不够的问题我们将会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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