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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陆地水循环受人类活动、太阳辐射和重力作用以及气候与环境条件的影响，控制着淡水资

源的供给。调水灌溉、农作物种植收割、地下水开采利用等人类用水活动，引起陆面和大气之间水

分和能量交换的变化，对气候产生重要反馈并显著改变陆地水循环过程。总结人类活动对陆地水

循环与水资源的影响及气候反馈研究进展，亟需从综合考虑自然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陆地水循

环演变及其气候与生态环境效应的分析、模拟与预测方面开展研究，深入认识陆地水循环演变及

其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研发考虑人类取水用水、作物种植与灌溉、地下水侧向流动的陆面水文过

程模型、区域气候模式、全球陆气耦合模式系统，定量评估人类用水活动的气候反馈及其对陆地水

循环过程的影响并探讨其机理，区分人类用水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对陆地水循环演变的贡献，揭

示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活动对陆地水循环的影响及其气候与生态环境效应，并由此提出应对气候

变化的水资源适应性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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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地表及近地表水分运动过程——陆地水循环，

控制着水资源时空分布的改变，其主要自然影响因

素包括气象条件和地形、土壤、植被、地质等地理条

件，并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调水灌溉、

农作物种植收割、水资源开采利用等人类活动，通

过改变土壤水、地表水、地下水各水分分量的时空

分布以及陆面和大气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影响

地球系统。理解人类用水活动对气候的反馈及其

对陆地水循环的影响规律与机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1，2］，由此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3］。由

世 界 气 候 计 划（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

WCRP）、国 际 地 圈 生 物 圈 计 划（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IGBP）、全球能量与

水 循 环 实 验（Global Energy and Water Cycle

Experiment，GEWEX）、国际水文计划（International

Hydrological Programme IHP）等活动的推动，对此进

行了大量的观测、模拟试验，促进了对区域水循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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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与变化的认识［4~10］。幅员辽阔的中国跨多纬度、

地形复杂，使得中国区域降水时空变异大［11］，相应

的地表水循环及逐年可恢复和更新的淡水资源也

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12~14］。年人均降水量仅为

世界人均水平的 1/4，水资源时空分布很不平衡。人

类活动进一步加剧水资源脆弱性与供需矛盾，对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这些均表明，认

识水循环变化对水资源利用的重要性。本文针对

人类活动的气候反馈及其对陆地水循环与水资源

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阐述人类用水活动在陆地水

循环中的作用，并从气候变化、陆地水循环和人类

活动相互作用的角度在模式模拟、观测分析方面凝

练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方向。

2 人类用水活动在陆地水循环中的
作用

水资源的自然分布不均以及水环境污染与人

类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尖锐。

人类通过兴建水库储水调水、城市供水或排水、取

水用水与灌溉活动、农林垦殖、城市化，控制和调配

自然界的水，使水循环过程和水资源时空分布发生

改变以适应人类用水需求，并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

调节影响气候与环境［15，16］。人类用水活动对气候有

重要反馈，并且深刻影响陆地水循环过程（图1）。

人类用水活动改变了许多区域的水文气象特

征，如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大面积的植被破坏，导致地

区性气候向干旱化方向发展，直到形成荒漠。取用

水灌溉等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已引起干旱区内陆河

——塔里木河流域水文过程发生变化：上游产流区

河源冰川融化加速、可更新利用的水资源量减少；中

游灌溉—蒸发超越降雨—产流成为主导水文过

程［17］，以及绿洲耗散区地下水位下降、植被减少、土

地沙化；绿洲无序开发加剧下游生态环境恶化成为

荒漠区［18］。这些直接威胁着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基础［19~21］，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

锐［18，22，23］。人类用水灌溉改变潜热通量、蒸散发以及

水资源的消耗。灌溉耗水占用了近90%的人类总引

水耗水量［24］，引水灌溉使得人们能够在占全球耕地

面积 20%的灌溉耕地上生产出 40%的粮食［25］。中

国现有灌溉设施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39%［26］，用

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21%的人口［3］，其中灌溉对

粮食产量的增加无疑产生巨大作用［27］，也使得蒸散

发以及水资源的消耗增加。农作物的种植、生长、收

割过程也会对区域的气候产生一定的影响［28］。除此

而外，水库调度和跨流域调水灌溉等可以改变径流

以及土壤含水量时空分布。人类滥砍滥伐、围湖造

田、过度开采地下水，致使植被破坏、湖泊缩小消失、

水土流失，导致森林水资源涵养空间被破坏、湿地面

积急剧减小、森林与湿地调蓄能力降低，致使洪涝灾

害发生。另一方面，伴随着人类生产和社会经济的

发展，大气CO2等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使大气化

学成分发生变化，改变地球大气系统辐射平衡而引

起气温升高、全球性降水增加、蒸发加大和水循环加

快以及区域水循环变化。

图1 气候、陆地水循环、人类活动相互作用

Fig.1 Interactions between climate，human activities，and terrestrial water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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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类活动改变土壤水和地下水的时空分

配，引起地面太阳辐射反照率、地面粗糙度、不透水

面积与蒸发、径流、下渗过程的变化，改变地面及植

被状况并影响大气降水到达地面的分配，从而引起

陆面和大气之间水分能量交换的改变，对气候产生

重要反馈，加剧水文循环的时空变异性与区域水资

源系统的改变，影响陆地水循环过程。人类对水循

环的这些过分作用，可能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同时

也使气候条件发生变化，极端灾害事件不断发

生［29~35］。这就需要人们去探讨诸如人类用水活动对

气候产生怎样的反馈？这种反馈如何影响陆地水

循环过程与水资源变化？因此，需要从深入研究人

类活动和环境变化下的响应模式，综合考虑自然和

人类活动影响对陆地水循环演变及其气候与生态

环境效应进行分析、认识陆地水循环演变及其在全

球变化中的作用，为从水—生态—经济的角度管好

水、用好水提供科学依据。

3 考虑人类用水活动的陆面水文模
型与气候系统模式研究

观测分析和模式模拟是研究并揭示人类用水

活动对气候的反馈及对陆地水循环影响的有效方

法，陆面水文模型、区域气候模式与全球气候模式

是评估和预估未来陆地水循环变化不可缺少的工

具。陆地表面水量储存与通量交换调节陆面与大

气界面过程，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碳氮循环以

及其他生物化学循环，控制淡水资源的供给。认识

陆地水循环变化规律取决于我们理解和预报江河

流域、陆地及全球尺度水循环的能力［36］。为了研究

人类用水活动的气候效应及其对陆地水循环的影

响，这些模式系统需要考虑人类活动的作用。以下

针对这些模式系统在人类活动影响表示方面的进

展进行凝练。

3.1 陆面水文模型

大尺度水循环模拟研究需要陆面水文模型与

地形、土壤、植被等地标数据以及气象驱动数据结

合，应用于区域尺度、大陆和全球尺度。将水分垂

向运移作为研究重点的水文气象学，关注地表水、

土壤入渗—蒸散过程和地下水文过程规律的理解，

为此开发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特定区域地表

水—地下水耦合过程的模型。这些包括TOPMODEL

（TOPgraphy based hydrological MODEL）［37，38］，SWAT

（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39］，SHE（System

Hydrological European）［40］，WEP（Water and Energy

transfer Process）［41］，VIC-Ground（Variable Infiltration

Capacity-Ground）［42］ ，MODFLOW （Modular three-

dimensional groundwater flow model）［43，44］，PGMS

（Polygon-grid finite-difference Groundwater Modeling

System）［45］和 GSFLOW（Groundwater and Surface-

water FLOW）［46］等。这些陆面水文模型在处理地表

水、土壤水和地下水方面实现了 2 个或 3 个因素的

耦合模拟。地下水与土壤水是陆地水循环系统中

十分重要的连接纽带［47］，它们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

在一些研究中隐式地考虑，如Chen等［48］和Niu等［49］

的研究，这些工作尝试改进气候模式中土壤湿度的

次网格非均匀性描述。由于土壤湿度的记忆性，中

纬度地区月到季节尺度的降水模拟对初始土壤湿

度极为敏感［50］；地下水拥有比土壤湿度更长的记忆

性，在气候系统模式中合理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气候

模式在中纬度地区的季节预报能力。为此，Liang

等［42］和谢正辉等［51］在非饱和土壤水流的数值计算

方法［52］基础上，将地下水位的动态表示问题归结为

饱和、非饱和流运动边界问题并用有限元集中质量

法直接求解，发展了动态表示地下水位变化的陆面

水文模块。进一步将运动边界问题通过数学变换

化为固定边界问题求解，构建了能够动态表示地下

水位变化的经济有效数值模型［53］。将其与区域气

候模式耦合，建立了考虑地下水位动态变化的区域

气候模式，并探讨了地下水的变化对东亚区域气候

的影响，表明地下水在气候系统中的重要作用［54］，

并为气候模式中地下水位的动态表示提供了基础。

随着人们对地下水在气候系统中所起作用重

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已经尝试在陆面

过程模型和气候系统模式中动态表示地下水

位［42，54~61］。然而，目前用于全球与区域气候模拟中

的陆面过程模式，缺乏考虑人类用水活动的作用，这

些 包 括 BATS （Biosphere Atmosphere Transfer

Scheme）［62］，SiB（Simple Biosphere Model）［63］，VIC

Variable Infiltration Capacity）［64~67］ ，IAP94 （The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land-surface model

94）［68，69］，LSM（Land Surface Model）［70］和 CLM4

（Community Land Model 4）［71］等。为了研究调水灌

溉、作物生长过程与种植制度的改变等人类活动对

陆面大气之间水分和能量交换的影响，研究人员构

建了考虑跨流域调水、地下水取用以及作物生长影

响的陆面过程模型［2，16，72］。这些模型发展工作为我

们研究人类用水活动的气候效应及其对陆地水循

环影响提供了基础。作为最大可获得的淡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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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饮用水，以及农业和工业活动供水的主要来

源［73］，地下水是全球水循环的关键部分，并在满足

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中起重要作用。在干旱发生

期间，所储存的地下水可提供缓冲应对水资源短

缺，支撑基流供给河流与湿地，维持生态系统与生

物多样性。然而地下水过度开采，引起水位下降，

维持河流的基流不可持续［74，75］。为了理解地下水补

给的变化及人类用水活动对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

全球尺度水文模型（Global Hydrological Models，

GHMs）应当包括地下水侧向流动与地下水地表水

相互作用描述［59，76，77］，特别是对于高分辨率的模

拟［78~80］。由于缺乏全球范围水文信息［81］，典型的

GHMs 没有考虑侧向流［71，82］。为此，Xie 等［83］基于

Dupuit假设结合质量守恒原理，将地下水侧向流问

题引起的土壤水与地下水相互作用的三维运动边

界问题分解为垂直一维和水平二维问题，由此研发

了考虑用于气候模拟的拟三维地下水侧向流模型。

Sutanudjaja等［84］提出利用表面岩性的全球数据和数

字高程用于含水层参数化，并由 Vergnes 等［85］将其

应用于特定流域进行地下水模型构建，模拟取得了

满意的结果［85，86］。Pelletier等［86］于 2016年利用能够

获得的地形、气候与地质数据，发展了包括土壤、完

整风化层、沉积层厚度的全球高分辨率土壤数据

集，为全球陆面过程模型、生态与水文模型提供有

用的模型参数输入。

在陆面过程模式中合理表述生物物理与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有助于理解陆地生态水文过程与陆

气相互作用机制。Gao等［87，88］基于 Stefan方程并利

用在土柱计算冻结和融化过程的Stefan方程［89］计算

土壤冻结融化界面，增加了活动变化的土壤冻结融

化界面层、考虑其对于土壤温度的反馈，从而更加

合理地模拟高寒区域冻融状况。陆面过程模式中

考虑动态根系分布和水力再分配的过程，能够揭示

根系动态分布和水力再分配对陆面碳—水循环过

程的影响，并与地球系统模式耦合可以探讨根系动

态分布的气候效应，增强植被—气候相互作用的理

解［90］。土壤与河流中营养盐输送过程，是全球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以氮排放和取

用水调节为主要特征的人类活动改变陆地生态水

文过程，干扰土壤与河流中氮的迁移，进而影响全

球氮循环与水环境。定量评估这些人类活动对全

球河流无机氮输送的影响，不但能加深我们对人类

活动干扰下的物质循环过程的认识，也有助于以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有效保护河流生态环境。近日，刘

双等［91］将河流无机氮输送、河流水温计算以及以施

肥、灌溉、取用水调节为主的人类活动等参数化方

案与陆面过程模型进行耦合，发展了包含人为扰动

与河流无机氮输送的陆面过程模式，由此进行了一

系列数值模拟试验，在全球尺度上研究了人为扰动

对全球河流无机氮输送影响，从而为陆—海—气全

耦合氮循环模拟提供了重要的陆面模拟平台基础。

基于上述工作，并在陆面过程模式 CLM4.5 的

基础上，将考虑地下水侧向流动，耦合了自主发展

的考虑地下水侧向流动［83，92~94］、人类取用水活

动［1，2，93，95］、考虑土壤冻结融化界面变化［87，88］以及河

流氮输送过程［91］影响的方案，由此发展了包含这些

过 程 影 响 的 中 国 科 学 院 陆 面 过 程 模 式（Land

Surface Model fo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LSM）［94，96］，并实现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系统模

式的耦合。

3.2 全球气候模式

全球气候模式、地球系统模式，是理解过去气候

与环境演变机理、预估未来潜在全球变化情景的重要

工具［97］。国际上开展地球系统模式主要包括美国国

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NCAR）开 发 的 CESM（Community Earth

System Model）、英国哈德莱中心的 HadCM（Hadley

Centre Coupled Model）、日本气象厅的 MRI-CGCM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Community Global

Climate Model）、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CAS-

FGOALS（The Flexible Global Ocean-Atmosphere-

Land System model fo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和

CAS-ESM（Earth System Model fo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等十几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发展的几十个参

与国际比较计划的全球气候模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国际地球系统模式的发展水平与未来方向［98］。

在气候系统模式中，陆面过程模式作为非常重

要的一个分量，是影响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的基本

物理生化过程之一，在陆面—大气相互作用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活动如水资源在工农业

生产生活中的使用及土地利用的改变、城市化过

程、污染物排放等，都深刻影响着地球陆表圈层的

物理生物化学等过程，进而影响地球系统各个圈层

的状态。因此需要将前述典型人类活动陆面过程

模式与地球气候系统模式耦合，能够综合、更好地

刻画气候变暖情景下，人类典型活动对气候的反馈

以及对陆地水循环的影响，为应对全球变化下水资

源安全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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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区域气候模式

区域气候模式能更精确描述地形和下垫面区

域气候特征。为此发展了多个模式，如意大利的国

际理论物理中心开发的 RegCM、德国的 CCLM、

REMO和HIRAM，澳大利亚的CCAM，美国的WRF

和中国的 RIMES 等。区域气候模式可作为动力降

尺度方法，提供比驱动区域气候模式的观测或全球

模式GCM边界条件更为详细的区域气候变化与变

率，以及异常气候时段和旱涝极端气候事件［99~105］，

能够更细致地刻画下垫面状况，并通过模拟试验更

好地理解气候系统中各成员间的联系［103，106~109］。特

别是能不同程度地模拟出季风区大尺度环流区域

特征和演变过程，再现其主要气候区降水的年际、

季节和季节内变化及主要雨带的季节进退和降水

的时空演变特征［110~120］。

利用区域陆气耦合模式探讨大气水—地表水

—土壤水—地下水“四水”在气候变化及陆地水循

环中的相互作用及其生态水文效应，需要进一步考

虑人类用水活动对气候的反馈。然而目前的区域

气候模式缺乏从人类取水用水、地下水的侧向流

动、土壤水地下水相互作用的系统论角度，表示人

类活动对土壤水、地下水及地表水的影响及其气候

效应。为此 Zou 等［1，2］将人类地表与地下水取用方

案与区域气候模式耦合，考虑了人类取用水对区域

气 候 的 效 应 。 将 作 物 生 长 模 型 CERES（Crop-

Environment Resource Synthesis）（小麦、玉米和水

稻）与区域气候模式耦合，发展了考虑中国区域主

要作物小麦、玉米、水稻生长过程的区域气候模

式［40，72，121］。取水调水主要用于农作物灌溉，灌溉区

域需要考虑作物的种植、生长、收割过程的影响。

综合考虑这些典型人类活动的气候效应，是未来模

式模拟研究的重要方向。

4 观测分析与同化研究

陆地水循环研究不仅依赖陆面水文模型、区域

与全球气候模式的模拟及预报，也依赖于综合性、

系统性的数据分析研究以及为模拟预测提供初始

条件的数据同化研究。估测水循环要素的方法主

要依赖观测分析，地表及探空实测与卫星遥感观

测、模式模拟、和数据同化。

地表实测在点尺度上具有很高的准确度，例如

地—气—水循环综合观测平台是研究水分能量交

换各分量非常有效的地面观测手段，可以对降水、

湿度、土壤水含量、地下水位等水文要素和与能量

相关的其他要素进行综合的观测，能够为揭示区域

水分及能量的日变化、季节变化及典型年际变化的

特征提供高精度的数据。

卫星遥感技术，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能够观测到

全球范围内连续时空分布的诸多水循环关键要素，并

已经成为研究全球变化条件下水循环过程的关键手

段。遥感技术可以把传统点范围地表实际测量的有

限信息扩展到大尺度全球范围的空间信息［122］，其主

要原理是根据物体对电磁波谱具有不同反射率和不

同发射率的特性，在卫星上搭载可识别不同的陆地水

循环变量的电磁传感器，并对其进行定量估算。近年

来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联合德国航空中心研制了搭

载重力传感器的重力卫星 GRACE（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通过观测地球时变重力场的

变化估测陆地水储量，为研究深层地球结构和对全球

的陆地水储量时空变化提供了新的观测研究手段。人

们利用遥感技术，反演产生了各种尺度上的大范围、长

周期的水文数据产品来定量估算水循环要素的时空变

化 情 况 ，产 品 包 括 ：TRMM（The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和 GPM（The Global Precipitation

Measurement mission）等全球降雨产品；MODIS（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反演的

蒸散发产品和积雪产品；AMSR-E（The Advanced

Microwave Scanning Radiometer-EOS），AMSR2（the

Advanced Earth Observing Satellite-II）和 SMOS（Soil

Moisture and Ocean Salinity）反演的土壤水分数据；基于

GRACE（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及

GRACE-FO（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

Follow）重力卫星的陆地水储量数据集等，极大地推进

了人们对陆地水循环过程的认识和理解［123］。

遥感、卫星和雷达等观测的数据产品在空间上

可能存在缺测，且基于不同传感器的数据产品也可

能性质不一致，或单时间点的遥感数据反演缺乏时

间连续性等。陆面过程模式及气候系统可以模拟计

算出时空上连续、物理一致的水循环参数［99，124］，但气

象强迫数据、模式的参数化方案以及模式参数的不

确定性都可能造成模拟的误差。在陆面及气候系统

模型的动力框架内，融合不同来源和不同分辨率的

直接与间接观测，利用数据同化技术对模型进行校

准，以获取精度更高的时空连续一致的预报值，是目

前乃至将来解决通量观测与模拟中存在问题的一个

有效方法。基于控制论、优化方法和误差估计理论

的陆面数据同化技术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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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25，126］，最初是一种为数值天气预报提供初始场的

数据处理技术，现在已发展应用于地球系统的各个

领域。通过对各种同化算法的比较和分析，发展基

于多种同化方法的数据同化方案，提高研究区地表

净辐射通量的预报精度，是未来利用数据同化方法

获取区域乃至全球时空上连续一致的准确的地表净

辐射预报值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122］。

5 人类用水活动的气候反馈及其对

陆地水循环的影响模拟研究

调水灌溉、作物种植收割和地下水开采利用等

人类用水活动，对气候产生重要反馈并显著改变陆

地水循环过程。这就亟需通过构建包含人类活动

的陆面水文过程模型与气候系统模式，从用水影响

下大气、土壤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作用这一完

备耦合系统的角度，定量评估人类用水活动对陆地

水循环过程的影响及其气候反馈（图 2）。接下来从

人类用水活动对陆地水循环过程及气候影响方面

的典型问题进行探讨。

5.1 人类用水活动对陆地水循环的影响

为了缓解区域水资源短缺，人们通过建造调水

工程调节水资源分布。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

区位于海河流域，计划从丹江口水库每年调水

75×108 m3，海河流域受水 45×108 m3/a［127，128］。Zou

等［1，2，129］通过发展考虑调水灌溉作用的区域气候模

式 RegCM4并基于调水灌溉分布进行敏感性试验，

探讨了中国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对受水区水循环过程

的影响。如果调水用于灌溉，受水区地下水位有回

升，能部分缓解海河流域地下水超采现状，流域内受

水区沿线的平均土壤湿度有所增加。调水试验模拟

的降水在流域内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陆地表层土

壤湿度相应增加。海河流域 850 hPa高度的比湿变

化不大。调水试验中流域外水量的输入不仅对受水

区有轻微增湿，也引起了相应的降温效应。受水区

内土壤温度和底层大气温度在调水前后均有轻微下

降，并且降温的空间分布基本与蒸散发、土壤湿度调

水前后差异分布一致。表层土壤受气候反馈的影响

大于深层土壤，因而冷湿效果相对更为明显。调水

如果用于生产生活用水，则减少地下水超采。

Zou 等［1，2，129］利用所发展考虑地下水开采影响

的陆面过程模型和区域气候模式进行模拟试验，评

估地下水开采的气候效应。受农业灌溉的作用，表

层土壤湿度由于更多的有效降水进入土壤层而增

湿。迅速下降的地下水位引起土壤层与地下含水

层的水力联系减弱。随着地下水埋深的不断增加，

土壤层对地下含水层的补给过程越来越接近于重

力下泄，补给量也相应地接近于土壤底部的最大下

渗能力。因此，土壤湿度受土壤层上下边界通量的

共同影响，其总体变化主要取决于由于灌溉引起的

入渗量增加是否能抵消由于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引

起的底层土壤变干的趋势。1970—2000 年的地下

水开采引起流域局地及周围区域气候的改变，地下

水的开采量逐年增加，且被蒸发耗散，由地面向对

流层底层的水汽传输也随之增加。增加的蒸散发

会进一步增强局地的对流活动，从而改变区域内的

图2 人类用水活动的气候反馈及其对陆地水循环的影响研究示意图

Fig.2 Research on climate feedback of human water use and its impact on terrestrial water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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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运动。大气湿度因为蒸散发增加而增加，从而

增加了降水发生的概率，流域内以及流域以东的地

区均呈现 850 hPa 大气增湿的现象，这与降水变化

的空间分布是一致的。流域内及流域以东的盛行

西风带下游地区均呈现降水增加的现象。另外，增

加的降水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对流降水，在流域东部

的辽东地区对流性降水增加的比例相对较小。湿

度条件的改变也引起了能量平衡的改变，冷却效应

出现在流域内及邻近地区，且最明显的降温效果出

现在流域平原区，流域以西地区也出现冷却效应，

这与流域西部地区冬夏季均存在的北风差异有密

切联系。

农作物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植被类型，其

生长过程受到气候和人类灌溉、施肥等活动的共同

影响，通过将考虑农作物生长过程的作物模型

CERES与区域气候模式耦合，探究农作物生长过程

对于区域气候的影响［130］。根据中国的农作物分布

比例及耕作特征，邹靖［129］选取CERES系列玉米、小

麦、水稻模型（CERES-Maize、Wheat、Rice）与区域气

候模式 RegCM4耦合，研究作物生长与气候的相互

作用。耦合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作物生长过程，叶

面积指数的变化引起了冠层截流量和植被蒸腾的

变化，同时引起反照率的变化，间接影响地表温度

和能量循环的变化。

5.2 人类用水活动的气候效应评估

曾毓金等［92~94］利用考虑了人类用水及地下水侧

向流作用的陆面过程模型针对黑河流域探究了其

对陆面生态水文过程的影响。地下水开采使黑河

中游以及下游额济纳旗地区地下水水位显著变深，

陆地水储量减少。由于地表水取水，黑河干流中下

游河道水储量降低。灌溉导致黑河中游土壤湿度

和潜热通量增加，地表温度和感热通量降低。地下

水水位在 2003—2013 年呈线性下降趋势。在黑河

流域，地下水侧向流可以补给由人类地下水开采导

致的地下水漏斗。在该流域，地下水侧向补给量与

地下水开采强度和地下水漏斗的深度关系不明显，

但与地形关系较明显。在地形较平坦的区域，地下

水漏斗更容易受到周围地下水的补给。

将上述构建的考虑人类地下水开发利用及地下

水侧向流的陆面过程模型与地球系统模式耦合，进

一步研究地下水侧向流动和地下水开采对关键气候

要素的影响。结果表明，过去 40年间人类地下水开

采导致重度开采区的地下水水位下降，陆地水储量

减少。对于典型超采区，如美国中部、中国华北和印

度北部地区，在现有地下水开采力度下，水资源不可

持续利用。除了损耗可利用水资源之外，地下水灌

溉会导致灌溉区土壤变湿，蒸散发增强，潜热通量增

加，温度降低，感热通量降低。灌溉以及工业生活用

水中的废水排放会导致地表产流增加。当考虑了人

类地下水取用水之后，在印度北部地区850 hPa等压

面上，大气降温效应显著。在全球严重地下水开采

利用区中，美国中部地区和中国华北地区的夏季降

水有略微增加，这是由于地下水灌溉提高了土壤湿

度、增强了蒸散发，并通过陆气耦合作用加强了对流

性降水导致的；而印度北部地区降水减少，则可能是

由于灌溉的降温效应减少了海陆热力差异，从而减

弱了印度季风和季风带来的降水。

6 未来研究方向和重要的科学问题

前面讨论人类用水活动在陆地水循环的重要

作用，总结了在观测分析和模式模拟的研究及进

展。亟需在数据的构建、模式的研发和人类活动影

响等科学问题的研究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

通过结合地面及遥感观测等手段和资料，研制陆地

水循环各要素、多种人类活动资料以及植被地形等

数据，构建包含人类活动的陆面水文模型、区域及

全球气候模式系统，从用水影响下的大气、土壤水、

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作用这一完备耦合系统的角

度，定量评估气候变化与人类用水活动多重影响下

的陆地水循环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

陆地水循环是陆—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剧烈的人类用水活动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大尺

度水循环，定量评估人类用水活动的影响对认识区

域水循环和水资源演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

用价值。然而，作为研究陆地水循环变化的重要工

具，现有大尺度陆面水文模型对人类用水活动的影

响考虑依然不足，使得应用模型模拟变化环境下陆

地水循环变化面临挑战。因此，需要深入认识灌

溉、生活和工业用水、水库调节、地下水开采利用等

人类用水活动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水循环的机理，

发展大尺度人类用水活动参数化方案，模拟和预估

陆地水循环和水资源演变。

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飞速发展，人类用水

活动日益强烈，预计将对陆地水循环产生更大的影

响。这为开展人类用水活动对大尺度水循环和水

资源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人类用水

活动既改变了水循环，又受到水循环的制约，是水

系统中独特而重要的变化过程。由于人—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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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定量模拟和预估尚存在不少困难。认识

水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为保障区域水安全、实现

人—水和谐提供科技支撑，重点发展人类用水活动

及其影响的定量观测与评估方法，加强遥感监测和

科学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的应用；深化人类用水活

动演变的基础理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需

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加强人—水系统的协同演化规

律研究；提出区域水安全保障的解决方案，发展水

系统综合评估模型，加强水资源需求趋势和水短缺

风险预估，加强水—能源—粮食的关系和统筹管理

研究。开发考虑人—水系统协同演化的水系统综

合评估模型，预估区域水安全形势的演变趋势，将

成为陆地水循环和水资源研究的长期重要任务。

这对于加深对水循环过程与气候变化的理解、提高

地球系统模式对水文气象要素的模拟和预测水平、

定量评估人类用水活动对气候的反馈及其对陆地

水循环的影响、并为适应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的

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

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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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rrestrial water cycle is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surface and near-surface water，which

controls the supply of fresh water resources. It is affected by human activities，solar radiation and gravity，as

well as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 irrigation，crop cultivation and

harvesting，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water and other human activities lead to the change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oil moisture，the underground water level，surface albedo，surface evaporation，as well

as water and energy exchange between land surface and atmosphere. Human water use generates important

feedback on the climate and changes the processes of the terrestrial water cycle significantl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in China is uneven. In addition，human activities further exacerbate the

frag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posing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refore，understanding the laws and mechanisms of terrestrial

water cycle change is very important for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errestrial water cycle and the progress of climate feedback research. It is urgent to consider the evolution of

terrestrial water cycle and its climate under the dual impact of natural and human activities，and develop the

large-scale land surface hydrological models and climate models with human water use，crop planting and

irrigation，lateral groundwater f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fully coupled system，we need quantitatively to

assess the climate feedback of human water use and its impact on the terrestrial water cycle process，and to

explore its mechanism. We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water activities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to the evolution of terrestrial water cycle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and to propos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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