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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用 Mann2Kendall 方法对近 50 年海河流域山区 20 个子流域的径流及降水的变化趋

势进行了显著性检验 ,结合降水 ,径流及气温的年代距平值的同步分析以及径流对气候变化

的敏感性研究结果 ,对近 50 年海河流域径流的变化趋势 ,提出了一个半定量分析的研究思

路和方法。提出影响径流变化的三种类型 :以气候暖干化为主 ,人类活动为辅的径流显著衰

减型 ;以人类活动为主 ,气候暖干化为辅的径流显著衰减型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异都不明显 ,

径流无显著变化的类型。分析结果展示了气候、人类活动与水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

作用 ,给径流的变化趋势分析和成因分析带来了复杂性与困难 ,也给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

响研究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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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 20 年来 ,在海河流域山区出现了径流的锐减。这种锐减不仅反映在时间尺度较长

的年代际的变化 ,也反映在短历时的暴雨洪水过程上。在平原地区出现了河流断流 ,入海径

流锐减。海河流域是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 ,人类活动又非常活跃的地区。引起径流变化的

原因是什么 ? 这对于水资源管理采取对策 ,以及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是十分重要的。

河川径流 ,一般来说 ,不完全是一个气候变量 ,除了气候因素外 ,它同时受社会经济发

展对水的需求以及人类活动引起的流域下垫面变化的影响。实际观测到的径流量 ,包含

了气候因素和非气候因素两种作用的结果。广义的气候因素是指地球气候系统中发生的

物理及化学过程的变化 ,它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影响主要来自大气环流变化 (包

括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的气候变化)引起的降水时空分布、强度和总量的变化、雨带的

迁移以及气温、空气湿度、风速的变化等。气候的间接影响主要来自陆面过程。地表反照

率、粗糙度、陆2气界面的水热交换和土壤水热特性的变化既影响气候又影响陆地水文过

程。广义的人类活动是指人口增加 ,人类生产活动及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水的变化。它

也可分为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两种。直接作用主要指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生

活 ,生产 ,生态用水耗损量的增加以及从流域引出的水量和分洪水量等对径流的影响 ,间

接作用主要指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等人类活动的水文效应 ,例如在水资源开发利用

过程中 ,由于下垫面条件变化产生的各种额外的蒸发 ,如水库的蒸发、渗漏、地下水超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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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土壤干化 ,以及农林垦殖 ,森林砍伐 ,城市化 ,水土保持等引起的土壤植被蒸散发的变

化和降水入渗变化对径流的影响。因此 ,对径流系列变化趋势的研究 ,必须考虑气候的变

异、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导致的流域特性的变化等因素对径流的影响。为了区分这两种因

素 ,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水量平衡模型 ,根据流域降水与蒸发能力的实测系列值 ,模拟相

应的径流 ,认为径流的模拟值为天然径流 ,它与实测值之差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然而由于

常规的水量平衡模型中的参数一般由历史资料率定 ,模拟的径流包含了各种误差 ,很难外

延得到变化环境中天然状态下的径流。水资源评价工作中常用的天然径流的还原量基本

上反映了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其主要的思路是根据水量平衡方程将流域内的各种用水

量、引水量、分洪水量都计入到实测径流中[1 ] 。还原后的天然年径流量 (严格地说 ,它不

是天然径流 ,其中还包含了间接的人类活动引起下垫面条件变化对径流的影响)是实测年

径流量与各种还原水量之和。还原计算中一般只能考虑大的引用水、蓄水工程 ,对于小

型、临时性、季节性的引用水 ,因其分散性 ,很难计入。

本研究的基本资料为河北省第二次水资源评价专题研究之一中的海河流域有代表性

的 8 个分区中的 20 个子流域 1956～2000 年实测和还原年径流系列、实测年降水系列 ①,

气温系列取自气象站观测值。用 Mann2Kendall 方法[2 ,3 ]对它们的变化趋势进行同步分

析 ,结合径流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研究结果 ,估算近 50 年海河流域径流的变化趋势 ,从气

候因素与人类活动因素两个方面探讨近 20 余年海河流域天然径流量锐减的原因。

本文对近 50 年海河流域径流的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问题提出了一个半定量分析的

研究思路和方法。为了定量研究气候、人类活动与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及预测水资源的变

化 ,需要充分利用遥感遥测与地理信息技术 ,以及与气候模型耦合的、具有物理概念的分

布式水文模型。当前 ,水文与气候耦合模型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并取得一定的进展。刘

志雨和 Todini 在分析研究 TOPMODEL 、ARNO 等流域水文模型的基础上 ,研制开发了具

有物理基础的分布/ 集总式综合性流域水文模型 —TOP KAPI[4 ] ,为气候与水文相互作用

提供了具有物理基础的半分布式或集总式流域水文模式。

近年来 , IGBP/ WCRP/ IHDP/ DIV ERSITAS 等国际研究计划联合提出的 GWSP (全

球水系统项目) 特别强调跨学科地研究地球系统中水的作用及全球水系统中人的作

用[5 ] 。该计划预计用 10 年的时间研制出具有预测全球水系统 ,特别是它的陆地分量 ,对

人类用水响应及反馈的相互作用模型。GWSP 项目的启动 ,为水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

的机遇和挑战 ,为科学地揭示气候、人类活动与水之间的相互作用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以

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展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前景。

1 　海河流域的陆地水循环特征

1 . 1 　陆地水循环的气候特征

1956～1979 年 ,海滦河流域平均年降水量 560 mm , 年径流量 89. 6 mm ,年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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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mm (采用第一次全国水资源评价成果) 。年径流仅为年降水量的 16 % ,其余 84 % 被

蒸发掉。1980 年以后气候进入干旱少雨期 ,气温逐渐上升。20 世纪 80 年代 ,平均年降水

量 471 mm ,径流量 48 mm ,径流系数为 0. 10 ;20 世纪 90 年代 ,平均年降水量 506 mm ,径

流量 62 mm ,径流系数为 0. 12。海河流域由于蒸发系数大 ,径流系数小 ,陆地水循环对气

候与人类活动十分敏感。一切影响蒸发的气候因素与人类活动因素都将对水量平衡 ,尤

其对径流产生较大的影响后果。

1 . 2 　人类活动对陆地水循环的影响

海河流域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发生在‘63·8’大洪水以后[5 ] ,在山区修建了大型水库 10

余座 ,中型水库 70 余座 ,小型水库 1400 余座 ,控制了山区流域面积的 85 %以上。开发大

小灌溉引水渠道 20 余条 ,灌溉面积增加 ;以造林 ,种草 ,封山育林等措施为主的山区水土

流失治理工作使林草覆盖率提高了 20 %～40 %。这些以工程为主的人类活动对社会发

展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对陆地水循环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将直接的人类

活动影响用镶嵌在水文循环中的侧支循环表示 (图 1) 。侧支水循环由用水量 (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和植被生态用水) 、消耗水量 (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以及随作物产品带走

的不可恢复的损失量)以及回归水量 (用水量通过入渗、下渗返回土壤及河川径流的那部

分水量)三部分组成。

图 1 　镶嵌在水循环中的侧支循环

　　近 50 年来 ,人口增长了 1 倍 ,达到 1. 26 亿 ;城市化由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 16 %提高

到现在的 30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侧支循环在海河流域的陆地水循环中的作用不显

著 ;20 世纪 70 年代后 ,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 ,侧支循环的比重日益加大。表 1

给出海河流域 1980 年及 1997 年人口、灌溉面积及各种用水量比较情况[6 ] 。

表 1 　海河流域 1980 年和 1997 年人口、灌溉面积及各种用水量比较

年份
人口

(百万)

灌溉面积

(千 hm2)

农业

(亿 m3)

工业

(亿 m3)

生活

(亿 m3)

人均用水

(m3)

1980 97. 9 6363 309 49 26 392

1997 123. 2 7180 319 67 47 351

　　在 1980 年的供水中 ,地表水为 180 亿 m3 (其中调入水 51 亿 m3) ,地下水 202 亿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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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7 年的供水中 ,地表水为 169 亿 m3 (其中调入水 56 亿 m3) ,地下水 264 亿 m3 (其中

深层水 61 亿 m3) 。到 2001 年 ,地表水下降至 123 亿 m3 ,地下水上升至 268 亿 m3 。地下

水漏斗面积进一步扩大。

1 . 3 　气候、人类活动与水循环的相互作用

陆地水循环及侧支循环的每个部分无不受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制约[7 ] 。当气候处于

暖干状态时 ,由于降水量减少 ,蒸发量加大 ,径流将减少。用水量与降水和气温密切相关 ,

气温升高时 ,各种用水量都将增加 ,尤其灌溉用水量增大最为显著 ;消耗水量的加大与回

归水量的减少必将使径流进一步减少。消耗水量与气候干旱指数有直接关系。干旱指数

愈高 ,不可恢复水量愈大 ,回归水量愈小。侧支循环与水循环相互制约。当地表水开采量

与地下水开采量超出了它们的天然补给量时 ,以蒸发形式返回大气的消耗水量增加 ,而返

回土壤的回归水量减少 ,以至对陆地水循环产生干扰甚至破坏。

人类活动离不开气候背景。海河流域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恰好发生在干旱的气候波动

和温度升高时期 ,这个时期 ,无论农业灌溉用水、生态用水的消耗水量都要比 20 世纪 50、

60 年代的湿润时期多 ,大量兴建的水库的水面蒸发以及土壤蒸发量增大。暖干的气候与

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使得海河流域的土壤湿度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从浅层 (0～5 cm)

到深层 (90～100 cm)明显变干[8 ] 。侧支水循环的作用增加 ,陆地水循环的垂向分量加大。

出现了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湿地破坏 ,河流断流 ,入海径流锐减等水环境的恶化。而人类

活动引起的下垫面条件的变化又通过陆气间水量热量交换反馈给大气 ,陆气间的感热交

换增加 ,潜热交换减少 ,加强了干旱气候的维持 ,并进而增强了陆地水循环中侧支循环的

作用。

2 　近 50 年径流变化趋势分析

2 . 1 　年降水量、天然年径流量和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的显著性检验

采用 Mann2Kendall 方法对海河流域 8 个山区分区及 12 个典型站实测年降水量、天

然年径流量进行了变化趋势的显著性检验。总的来看 ,在多雨期 ,径流与降水的变化趋势

是一致的。在近 20 年的少雨期 ,海河流域年降水量和天然年径流量的变化趋势概括起来

有三种组合 :一是天然年径流量有明显的减少趋势 ,达到了 99 %的显著性检验水平 ,相应

的年降水量的减少趋势也达到 99 %的显著性检验水平 ,属于这种类型的有大清河南支分

区、滹沱河分区及滏阳河分区 (图 2) ;二是天然年径流量有明显的减少趋势 ,达到了 99 %

的显著性检验水平 ,但相应的年降水量却没有明显的减少趋势 ,属于这种类型有永定河分

区、潮白河分区及大清河北支分区 (图 3) ;三是天然年径流量与年降水皆为小幅度的波动

变化 ,不存在趋势性变化 ,属于这种类型的有滦河及河北沿海的子流域。图 2 —图 4 分别

为这三种类型的代表性流域的降水与径流的变化趋势性检验。

　　至于年平均气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整个海河流域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并达到

了 99 %的显著性检验水平 (图 5) 。

2 . 2 　年降水量、天然年径流量及年平均气温距平的年代际变化

为了探求以上三种变化趋势的原因 ,计算了逐 10 年的年降水量 ,天然年径流量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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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年降水量和天然年径流量均

不存在明显的变化趋势 (图纵轴为 M2K

法计算的 U (dk)分布)

图 5 　北京典型气象站年平均气温上升趋势

明显 (变化趋势达到 99 %的可信度 ,图纵轴为 M2K

法计算的 U (dk)分布)

平均气温的距平值 ,以及径流距平与降水距

平的比值 K。 K 的大小反映了径流对降水

变化的敏感程度 ,并与降水时空分布、强度

及总量、气温、下垫面条件以及地形、地质、

地貌等因素有关。一般来说 ,多水或少水年

代的 K 值要大于平水年代。对于大多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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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20 世纪 70 年代前为多雨低温期 ,70 年代后进入少雨干旱高温期。无论在多雨 ,或少

雨时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径流的变化幅度都大于降水的变化幅度。仅以大清河南支分

区为例给出流域年降水量、天然年径流量及年平均气温距平的年代际变化 (见表 2) 。在

多雨的 50 ,60 年代 ,由于人类活动不显著 ,且气温低 ,蒸发损失小 ,产流量大。如大清河南

支子流域 ,20 世纪 50 年代降水增加了 28 % ,而径流增加了 1 倍多 ,径流距平与降水距平

的比值达到 4. 0 ,60 年代降水增加了 11 % ,径流增加了 39 % ,径流距平与降水距平的比值

为 3. 7。经过 10 余年的丰水期后 ,由 70 年代的平水转为干旱少雨期 ,70 年代 ,降水减少

3 % ,径流仅减少 1 % , K 值为 0. 4。80 年代降水减少 14 % ,径流减少 47 % , K 值为 3. 4 ,

与丰水期的 K 值接近。20 世纪 90 年代 ,降水仅减少了 5 % ,而径流却减少了 36 % ,径流

距平与降水距平的比值达到 6. 7。

表 2 　大清河南支代表性流域年降水量、天然年径流量及年平均气温距平的年代际变化

1950 s 3 1960 s 1970 s 1980 s 1990 s

径流量距平 ( %) 　111. 62 　　38. 86 　 - 0. 93 　 - 46. 64 　 - 35. 94

降雨量距平 ( %) 28. 17 10. 55 - 2. 61 - 13. 83 - 5. 39

K 3. 96 3. 68 0. 36 3. 37 6. 67

平均气温增幅 ( ℃) 0. 42 0. 42 0. 64 0. 45 1. 19

　　注 :1950 s的计算值采用的是 1956～1959 年系列 ,下同。

2 . 3 　近 20 年径流衰减原因分析

2. 3. 1 　人类直接活动对径流衰减的影响

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 ,各种用水量激增。以大清河南支分区的横山岭水库

流域为例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 ,直接的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 (径流的还原量 ,

即天然径流量与实测径流量之差)由 1. 8 %增至 12. 5 % ,它使实测径流系数由 0. 64 减至

0. 23 (见表 3) ,是造成径流衰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3 　大清河南支代表性流域年降水量、天然年径流量及实测年径流量的年代际变化

1950 s 3 1960 s 1970 s 1980 s 1990 s

降水量 P(mm) 　　870. 80 　　751. 07 　　661. 67 　　585. 46 　　642. 80

实测径流量 R 0 (mm) 558. 64 354. 05 247. 88 126. 00 150. 74

实测径流系数 R 0/ P 0. 64 0. 47 0. 37 0. 22 0. 23

天然径流量 (mm) 568. 75 373. 21 266. 27 143. 41 172. 17

径流的还原量 (mm) 10. 11 19. 16 18. 39 17. 41 21. 43

径流的还原量所占比重 ( %) 1. 78 5. 13 6. 90 12. 14 12. 45

2. 3. 2 　气候与人类间接活动对径流衰减的影响

径流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鉴别气候变异对径流影响的幅度。在海

河流域气温升高 1 ℃而降水不变时径流将减少 8 % ;当降水减少 10 %时 ,气温不变时 ,径

流将减少 26 %。如果气温升高 1 ℃同时降水减少 10 % ,则径流将减少 30 %～35 %[9 ,10 ] 。

根据天然年径流量、年降水量和年平均气温的变化趋势分析、距平的年代际变化 ,以

及径流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气候与人类间接活动对天然径流量衰减的影响划分为

以下三种类型 :1)以大清河南支分区为代表的气候暖干为主 ,人类活动为辅型 ;2) 以永定

河、潮白河分区为代表的人类活动为主 ,气候暖干为辅型 ;3)以滦河分区、河北沿海地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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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人类活动与气候暖干皆不显著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中 ,以大清河南支分区的横山岭水库站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降水减少

14 % ,气温升高 0. 45 ℃, 径流减少了 47 % ;90 年代降水减少 5 % ,气温升高了 1. 19 ℃,径

流减少了 36 %(见表 2) 。由敏感性分析结果可以大致判断 ,80 年代由于降水减少 ,气温

升高导致径流减少的幅度大致为 36 %左右 ,其余约 11 %是由人类间接活动 ,如地下水超

采引起的土壤干化 ,水库的水面蒸发 ,以及各种消耗水量的增加引起。到 90 年代 ,人类活

动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粗略估计 ,增至 18 % ,而气候的暖干影响减少 ,大致为 18 %。

第二种类型中 ,以永定河分区为例。近 20 年来 ,流域内年降水量减少不显著 (年降水

量距平小于 10 %) ,但天然年径流减少量很大。20 世纪 90 年代 ,降水距平小于 + 1 % ,径

流却减少了 18 % ,这与 60 年代降水距平小于 - 1 % ,径流却增加了 12 %呈鲜明对比 (表

4) 。永定河分区是海河流域人类活动最为严重的子流域之一 ,这里的人类活动主要是水

利工程的建设、水土保持、种植结构变化等 ,改变了流域的自然形态 ,引起流域调蓄能力增

强 ,植物蒸散发增大 ,从而使得地表径流量减少。例如 ,1998 年 7 月 5 日永定河支流清水

河青白口降水 108 mm ,前期影响雨量 25 mm ,青白口只有 3 m3/ s 的洪峰流量出现 ,最大

初损为 105 mm ,比 20 世纪 50 年代增加近 40 mm。因此 ,相同的降水条件下 ,损失量的增

大必然造成径流量的减少。再以潮白河分区为例 ,水利工程的建设及小流域的综合治理 ,

增加了流域的降水损失 ,减少了地表径流。例如 ,潮白河水系黑河流域的三道营以上 ,60

年代最大初损 10 mm 左右 ,到 90 年代增至 20 mm 左右 ,增加 10 mm。

表 4 　永定河分区年降水量、天然年径流量的年代际变化

1950 s 1960 s 1970 s 1980 s 1990 s

降水量 P(mm) 　　514. 00 　　421. 50 　　425. 30 　　382. 80 　　424. 50

径流量 R (mm) 66. 00 45. 90 40. 00 34. 30 33. 60

径流系数 0. 13 0. 11 0. 09 0. 09 0. 08

降雨量距平 ( %) 21. 61 - 0. 27 0. 62 - 9. 43 0. 44

径流量距平 ( %) 61. 15 12. 08 - 2. 33 - 16. 25 - 17. 96

K 2. 83 - 44. 03 - 3. 73 1. 72 - 41. 23

　　第三种类型中 ,以滦河分区的桃林口站 (控制面积 5060 km2) 为例。流域内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的年降水量与天然年径流量的变化都不显著 (表 5) ,它们的距平分别为

- 10. 6 %、0. 88 %及 - 30. 1 %、1. 61 % , K 值分别为 2. 83 和 1. 82。这里天然植被较好 ,

有成片的森林 ,近 20 年来流域下垫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气候暖干特征也不显著 ,人类活

动对径流的影响不大。

表 5 　滦河桃林站年降水量、天然年径流量的年代际变化

1950 s 1960 s 1970 s 1980 s 1990 s

降水量 P(mm) 　　657. 16 　　631. 78 　　684. 33 　　559. 23 　　631. 22

实测径流量 R (mm) 175. 14 163. 10 180. 95 104. 73 152. 17

径流系数 0. 27 0. 26 0. 26 0. 19 0. 24

降雨量距平 ( %) 5. 03 0. 97 9. 37 - 10. 62 0. 88

径流量距平 ( %) 16. 95 8. 91 20. 83 - 30. 07 1. 61

K 3. 37 9. 16 2. 22 2. 83 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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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近 20 年来海河流域西北部山区人类活动对天然径流量减少的影

响最大 ,并大于暖干气候对径流减少的影响 ;中南部山区气候对径流减少的影响是主要

的 ,或者至少与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相同 ;而滦河及河北沿海地区人类活动对天然径流

量的影响很小 ,气候变异也不大 ,它们皆未造成径流的趋势性变化。

3 　结 　论

(1) 径流系列的变化趋势中包含了气候与人类活动两个因素的影响。人类活动的影

响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前者包括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各种用水量的增加

以及引水量、分洪水量等 ,并按水量平衡原理将它们计入实测径流量中 ;后者为土地利用

及土地覆盖变化等人类活动引起下垫面条件变化产生的水文效应。

(2) 气候、人类活动与水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暖干的气候状态下 ,凡是使蒸发增加

的人类活动 ,都将进一步加大土壤干旱化和径流的减少。

(3) 依赖于流域降水的时空分布和人类活动强度 ,近 20 年海河流域各子流域径流衰

减的原因不同。初步综合出影响径流变化的三种类型 :以气候暖干化为主 ,人类活动为辅

的径流显著衰减型 ;以人类活动为主 ,气候暖干化为辅的径流显著衰减型 ;人类活动与气

候变异都不明显 ,径流无显著变化的类型。所得结果展示了气候、人类活动与水之间的相

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 ,给径流的变化趋势和归因分析带来了复杂性与困难 ,也给气候变

化对水资源的影响研究提出了挑战。

(4) GWSP 项目的启动 ,为水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 ,为科学地揭示气

候、人类活动与水之间的相互作用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展

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前景。而当前最为急迫的是研制能够充分利用遥感遥测

与地理信息技术 ,并与气候模型耦合的、具有物理概念的分布式水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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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RENDS IN RUNOFF FOR THE HAIHE RIVER

BASIN IN RECENT 50 YEARS

Liu Chunzhen 　Liu Zhiyu
( W ater Resources Inf orm ation Center , Minist ry of W ater Resources , Beijing 100053)

Xie Zhenghui
( Institute of A t mospheric Phys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L A S G ,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Mann2Kendall’s test was used to identify runoff t rends for 20 sub2catchments located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the Haihe river basin in recent 50 years. Combining the in2phase analy2
sis of the decadal changes of precipitation , runoff and air temperature , and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runoff to climate change , a semi2quantitative analysis approach was presented. By

using this analysis method , the change trend and the att ribution of natural runoff for the

Haihe river basi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patterns : 1) Annual natural runoff has de2
creased significantly , of which the main factor is the dry and warming trend of the climate

and the secondary is the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 2) Annual natural runoff has decreased sig2
nificantly , of which the main factor is the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and the secondary is dry

and warming climate trend ; 3) Annual natural runoff h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trend , for

the climatic variability and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are not significant . This study reflec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imate , human activities and water. The mutual interaction causes com2
plexities and difficulties to analye the change trend and att ribution of runoff , and presents

challenge to the impact study of climate change to water resources as well.

Key words : Climate variability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Trends in ru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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