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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引水、耗水构成了流域水循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即侧支循环系统。与此对应, 主干循环则是大气降

水形成径流、通过各级沟道和河道汇入干流、最后流入海洋的循环过程。以黄河流域实测资料为基础, 对侧支循环

与主干循环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 从 20 世纪 60年代末、70 年代初以来, 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绝对

强度与主干循环绝对强度之比呈明显的增大趋势, 而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则表现出减小的趋势。以年系列资料

为基础, 建立了一系列多元回归方程, 以表达侧支循环强度指标、主干循环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绝对强度与主干循

环绝对强度之比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结果表明, 灌溉面积、年降水量、年均气温变化对黄河侧支循环

相对强度指标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86155% , 21 18% , 11125% ; 灌溉面积、年降水量、年均气温变化和水土保持面

积变化对黄河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571 61% , 20178% , 11103% , 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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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以来, 人类活动对大江大河水循环的干预强度越来越大。人类引水、耗水构成了陆地水循环系统

中的一个子系统, 即人工侧支循环系统[1] , 简称为侧支循环。人类从河道中大量引水用于灌溉, 灌溉水中一部

分消耗于农作物的蒸腾作用和农田的蒸发作用, 另一部分则通过深层渗漏补给到地下水中, 最后经地下水流入

河道, 还有一部分以灌溉退水的形式直接排入河道。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 除了一部分净消耗外, 其余的以工

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形式排入河道。人类引水量和净用水量的激增, 意味着上述侧支循环的强度越来越大, 这

必然会使主干循环(即大气降水形成径流, 通过各级沟道和河道汇入干流, 最后流入海洋的循环过程)受到削

弱, 使入海径流通量大幅度下降。就中国河流而言, 这一侧支循环的年通量为 5 600亿 m3, 为全国河流径流总

通量 28000亿m3的 20% [ 1]。对于北方半干旱区的河流而言, 这一比例要高得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河

流域水资源供需关系日益紧张, 黄河径流的研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已有大量成果发表, 涉及到水资源与径

流的变化
[ 2~ 9]

、水土保持对径流的影响
[ 10, 11]

、径流可再生性的变化
[ 12]
、二元水循环模式

[13]
、黄河干流下游断

流的径流序列分析
[ 14]
等方面。然而, 迄今为止, 对于黄河流域侧支循环的系统研究尚少见于报道。

在本研究中, 以实测的河流入海径流量来表示某一流域水循环系统的主干循环的强度, 而以人类净引水量来

表示侧支循环的强度。黄河流域 1986- 1997年间年均净引用黄河河川径流 32116亿m3, 同期实测入海径流量仅为

17318亿m3。由此求得, 主干循环强度和侧支循环强度分别为 17318亿m3 和 32116亿 m3, 即侧支循环强度为主干

循环强度的 1185倍。可见, 侧支循环已成为水循环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人类引水对于天然水循环而言并不构

成新的循环, 但却是一个新的 /支路0, 其首尾与主要的循环通道即河道相连结, 形成一个 /旁路0。这是黄河流

域近年出现的新现象, 值得以新的概念来概括。对于侧支循环的研究, 应该成为水循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一

研究有助于深化在侧支循环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对于水循环机理的理解, 对于流域与河口的水资源管理与环境管理

第 18 卷 第 5 期
2007年 9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ADVANCES IN WATER SCIENCE

Vol118, No15
 Sep. , 2007 



有重要实际意义。在黄河流域这样的受到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的流域, 有利于更好地阐述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

响, 加强人们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意识。本文以大量实测资料为基础, 对此进行研究。

1  方法与资料

111  定量指标

为了对侧支循环和主干循环进行研究, 本文引进如下的定量指标: ¹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 I lbc, a : 以人

类净引水量 Qw, div表示; º主干循环绝对强度指标 Imsc, a: 以实测入海年径流量 Qwm来表示; »水循环总强度

指标 I twc : 以天然年径流量 Qwn来表示, 等于实测入海年径流量与流域中年净引水量之和来表示: Itwc= Qwm+

Qw, div; ¼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 I lbc, r: 以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除以水循环总强度指标来表示, 亦即以人类

净引水量除以天然径流量表示: I lbc, r= Qw, div/ Qwn; ½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 Imsc, r: 以主干循环绝对强度指标

除以水循环总强度指标来表示, 亦即以实测入海径流量除以天然径流量表示: I lbc, r= Qwm/Qwn; ¾侧支循环绝

对强度与主干循环绝对强度之比 R lc2ms: Rlc2ms= I lbc, a / Imsc, a。建立上述指标后, 便可以对与流域侧支循环和主

干循环的水通量特征进行研究。

本文所述的人类净引水量, 是指人类通过引水和用水而产生的对水的净消耗量。一般按照人类净引水量等

于人类实际引水量与用水之后的回归水量之差来表示。黄河水利委员会通过大量调查和计算, 对于径流进行了

还原计算, 得到了历年的天然径流量。以天然径流量与实测径流量之差来计算人类净引水量。

112  影响因素

流域侧支循环和主干循环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因素两个方面。水循环取决于地球表层

系统中水的形态(液体、气体、固体)转化与运动传输过程, 因此气候因素是决定水循环的主导因素。影响水循

环的气候因素很多, 为简化计, 本文以流域平均的年降水量 Pm 和年均气温 T a作为气候因素的定量指标。流

域下垫面特征也是影响水循环的重要因素, 包括植被、土壤、地形、岩石性质、地质构造等。流域下垫面特征

在本质上属于流域自然因素, 但其中的植被和微地貌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人类活动对入海径流通量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大量引水以满足灌溉、工业、城镇和乡村

人口的需水要求, 使河流径流大幅度减少。事实上, 侧支循环的出现, 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二是通过大

规模水土保持改变流域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状况, 从而改变下垫面状况, 进而影响径流的产生与汇集过程。

为了定量表述流域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状况的变化, 引进如下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指标 Alucc:

Alucc= At+ Af+ Ag+ Ac

式中  At、Af、Ag、Ac分别为全流域的梯田、造林、种草和淤地坝造地的面积。

人类净引水量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一般情形下,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 人类用水量也

会增大。在人类引水中, 农业灌溉用水占绝大多数, 在黄河流域一般可占到人类总用水量的 85%以上。因此,

除了用净引水量以外, 还以历年的灌溉面积 Air r来表达人类的用水需求。同时, 也采用历年全流域的人口作为

一个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

113  资料来源

黄河流域设有密度很大的水文站观测网和雨量站观测网, 积累了长系列的丰富资料。以利津水文站作为黄

河流域的入海控制站, 在利津站观测到的径流量即为入海径流量。

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曾对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黄河流域不同地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如梯田、造

林、种草、淤地坝造地的面积进行过统计, 以这些面积指标来定量表达水土保持的作用和流域土地利用土地覆

被的变化。同时, 还统计出了不同年份某一站点以上流域中的灌溉引水量、工业及城镇用水量, 并对人类引水

后回归到河道中的水量进行了估算, 由此求出了历年全流域的人类净引水量 Qw, div。本文所涉及的上述资料都

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全流域设有 913个雨量站, 本文以 913个雨量站的历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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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 按面积加权平均而得到全流域历年的年降水量资料。年均气温的资料来自全流域的 76个县的气象站。

由于这些气象站的空间分布比较均匀, 故以算术平均值来表示全流域的年平均气温。

以上述资料为基础, 运用经验统计分析的方法, 研究了本文提出的各项侧支循环和主干循环指标与流域人

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关系。本研究以利津站为全流域的控制站, 除有特别说明以外, 各有关指标均是指利津以

上全流域的统计值。研究是基于年系列资料来进行的, 资料年限为 1952- 1996年。由于三门峡水库建成以后,

1959、1960两年中水库充水, 对径流特征有一定影响, 故进行回归分析时剔除了这两年的资料。

2  侧支循环与主干循环强度以及影响因子的时间变化

图1( a)反映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主干循环绝对强度指标和水循环总强度指标的时间变化, 从图中可以

看到, 从 1952年到 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 主干循环绝对强度指标和水循环总强度指标均呈增大趋势, 但此后

则呈明显的减小趋势。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表现出持续增大的趋势。图 1( b)中则反映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

标、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绝对强度与主干循环绝对强度之比的时间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到, 从上

世纪 50年代到 60年代中后期, 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绝对强度与主干循

环绝对强度之比这 3个指标均无趋势性变化, 但从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 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和侧支

循环绝对强度与主干循环绝对强度之比呈明显的增大趋势, 而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则表现出减小的趋势。

图2  黄土高原历年人口、全流域灌溉面积和水土保持面积( a)以及全流域面平均年降水量、年平均气温( b)随时间的变化

Fig12 Population, irrigated land area and the area of soil2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 a)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 b)

varying with time, based on data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图1  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主干循环绝对强度指标和水循环总强度指标 ( a)以及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主干循环相

对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绝对强度与主干循环绝对强度之比( b)随时间的变化

Fig11 Intensities of side2branch and main2stemwater cycles ( a) , the relative intensities of side2branch and main2stemwater cycles and the

ratio of the side2branch to main2stem water cycle intensities (b) varying with time

为了查明上述趋势性变化是否与流域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变化有关, 对流域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变化

进行了研究。图 2( a)中点绘了黄土高原历年人口、全流域灌溉面积和水土保持面积的时间变化, 图 2( b)中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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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全流域面平均年降水量和年平均气温的时间变化。黄土高原人口呈持续增加的趋势。灌溉面积在 20世纪

60年代中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此后则明显增大, 70年代和 80年代中增大较快, 90年代增速减慢。水土保持

面积在60年代中较小, 此后则呈增大趋势。年降水量在强烈波动中略呈增加趋势, 与这一时期中主干循环绝

对强度指标和水循环总强度指标的增大趋势是相对应的。在同一时期中, 年均气温在波动中略呈降低趋势。然

而, 从 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 年降水量表现出减少的趋势, 而年均气温则表现出明显的增高趋势。由此

可见, 黄河流域水循环强度的变化, 与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3  侧支循环强度与影响因素的关系

由于侧支循环是流域水循环系统中由人类引水、耗水所构成的一个子系统, 故人类引水强度是决定侧支循

环强度的主导因素。人类引水强度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控制, 其中人口和灌溉面积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以年系列资料为基础, 图 3( a)中点绘了黄河侧枝循环绝对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与黄土高原人口关

系, 图 3( b)中则点绘了黄河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和侧枝循环相对强度指标与全流域灌溉面积的关系, 均表现

出极为显著的正相关。

    图 4 黄河侧支循环绝对强度和相对强度指标与全流域面平均年降水量( a)和全流域年平均气温( b)的关系

Fig14 Intensity and relative intensity of side2branch water cycle as plotted against the area2averaged annual precipitation ( a) and the area2

averaged temperature (b)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图 3 黄河侧支循环绝对强度和相对强度指标与黄土高原人口( a)和全流域灌溉面积( b)的关系

Fig13 Intensity and relative intensity of side2branch water cycle as plotted against the population on the loess plateau (a) and the irrigated

land area (b)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虽然人类的用水行为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 但自然条件也会对人类的用水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

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气候条件。在降雨偏少的年份, 天然降水不能满足农作物的用水

需求, 引水量会增大; 在有灌溉条件的地方, 单位面积的灌溉用水量即灌溉定额也会增大, 因而侧支循环强度

会增大。在气温较高的年份, 农田蒸发量大, 农作物耗水量增多, 也会使灌溉引水量增大, 因而侧支循环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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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大。在图 4( a)中以年系列资料为基础, 点绘了黄河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与全流

域面平均年降水量的关系, 表现出负相关; 在图 4( b)中则点绘了黄河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相对强

度指标与全流域年平均气温的关系, 表现出正相关。虽然点子较分散, 但检验后表明, 除了侧支循环绝对强度

指标与年降水的相关不显著外, 其余3个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 0101。因此, 实测资料证明了上面的推

理。应该指出, 人类引水量主要受经济社会发展所控制, 年际间降水和气温的变化对于引水量的大小虽有一定

的影响, 但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故图 4中的各项相关系数比之图 3中反映人类活动对侧支循环强度影响的各

项相关系数, 要低得多。

从图 2( b)中可以看到, 从 20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 黄河流域全流域平均降水量有减小趋势, 平

均气温则有增高趋势。在这种气候变化趋势的影响下, 人类引水量会增多。因此,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共同导

致了黄河水循环中侧支循环强度的增大。

为了定量评价灌溉面积、气温和降水等因素的变化对于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绝对强度指标的相对贡献

率, 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除了按实际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方程以外, 还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然后建立

常数项为 0的多元回归方程的方法, 并依据各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来进行判定其对因变量变化的贡献率。

以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 I lbc, r作为因变量, 以全流域灌溉面积 Air r(以万 hm2 计)、全流域平均面雨量 Pm

(以mm计)、年均气温 Ta(以 e 计)作为影响变量, 运用 1952- 1996年间的资料( 1959, 1960年除外) , 经计算后

得到如下方程:

lnI lbc, r = - 71013+ 01963 lnAirr - 0100214P m+ 010986T a (1)

上式的数据组数 N= 43, 复相关系数 R= 01932, F检验结果 F = 85151, 显著性概率 p= 3136 @10- 17, 剩余标准

差 SE= 01193。上式表明, 全流域灌溉面积越大, 全流域平均气温越高, 全流域平均面雨量越少, 则黄河侧支

循环相对强度指标越大。运用上式, 可以粗略估算未来全流域灌溉面积、平均气温、平均面雨量发生变化以

后, 黄河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的变化。

由于上式中各变量的数量级相差很大, 不能直接根据回归系数的大小来判定各变量贡献的大小。为此, 对

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使之变化在 0~ 1之间, 然后重新进行计算, 建立常数项为 0的回归方程如下:

lnI lbc, r = 01788lnAirr - 01026 1Pm+ 01077 9Ta (2)

上式中各变量系数绝对值的大小反映该变量对因变量贡献率的大小。由此可以求得, 当 3个变量的总贡献率为

100%时, Airr、Pm、Ta的贡献率分别为 69192%, 23117% , 6191%。由此可知, 灌溉面积变化对黄河侧支循环

相对强度指标变化的贡献最大, 年降水量变化的贡献次之, 年气温变化的贡献较小。

还建立了黄河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 I lbc, a与 Airr、Pm、Ta之间的回归方程如下:

lnI lbc, a = - 01135 + 01708 lnAirr - 01000 1214Pm+ 010993T a (3)

上式的数据组数 N= 43, 复相关系数 R= 01812, F检验结果 F = 25151, 显著性概率 p= 3136 @10- 17, 剩余标准

差 SE= 01241 8。

数据标准化之后建立的常数项为 0的回归方程如下:

lnI lbc, r = 01756 lnAirr - 01019 1P m+ 01098 3T a (4)

由此可以求得, 当 3个变量的总贡献率为 100%时, Air r、Pm、T a对 lnI lbc, r的贡献率分别为 86155%, 2118%,

11125%。

4  主干循环强度与影响因素的关系

按照本文的定义, 主干循环的绝对强度即为实测径流量, 对黄河而言即是利津站的实测径流量, 也就是黄

河的实测入海径流通量。文献[ 15]中曾系统的研究了黄河入海径流通量与影响因素的关系, 所考虑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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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年降水量、年净引水量、水土保持面积, 建立了多元回归关系式。但该研究未能考虑气温的影响。

由于主干循环除了受年降水量、年均气温和人类引水影响外, 还受到水土保持措施的影响, 故以主干循环

相对强度指标 Ims, r作为因变量, 以全流域灌溉面积 Airr(以万 hm2计)、全流域平均面雨量 Pm(以 mm计)、年均

温 Ta(以 e 计)、全流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指标 Alucc作为影响变量, 运用 1952- 1996年间的资料( 1959, 1960年

除外) , 经计算后得到如下方程:

Ims, r = 31251- 01289 lnAir r+ 01000698Pm - 010573T a- 01000 18Alucc (5)

上式的数据组数 N= 43, 复相关系数 R= 01924, F检验结果 F = 55116, 显著性概率 p= 2157 @10- 15, 剩余标准

差 SE= 01075 5。上式表明, 全流域灌溉面积越小, 全流域平均面雨量越多, 全流域平均气温越低, 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指标越小, 则黄河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越大。运用上式, 可以粗略估算未来全流域灌溉面积、全流

域平均气温、全流域平均面雨量和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指标发生变化以后, 黄河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的变化。

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使之变化在0~ 1之间, 然后重新进行回归计算, 建立了常数项为0的回归方程如下:

Ims, r = - 01647 lnAirr+ 01233Pm - 01124Ta - 01119Alucc (6)

由上式可求得, 当 4 个变量的总贡献率为 100% 时, Air r、Pm、Ta、Alucc对 Ims, r的贡献率分别为 57161%,

20178%, 11103% , 10157%。

还建立了黄河主干循环绝对强度指标 I sm, a与 Airr、Pm、Ta之间的回归方程如下:

Ims, a = 10891558 + 11467Pm - 11160Qw, div - 01013 3Atfgc - 651155Ta (7)

上式的数据组数 N= 43, 复相关系数 R= 01896, F检验结果 F = 40194, 显著性概率 p= 1123 @10- 13, 剩余标准

差 SE= 84134。

数据标准化之后建立的常数项为 0的回归方程如下:

Ims, a = 01488Pm - 01537Qw, div - 010340Atfgc - 01142Ta (8)

由上式可以求得, 当 4 个变量的总贡献率为 100% 时, P m、Qw, div、Atfgc、T a 的贡献率分别为 40163%,

44171%, 2183% , 11183%。

5  侧支循环强度与主干循环强度之比与影响因素的关系

侧支循环强度与主干循环强度之比表示流域水循环系统中侧支循环与主干循环的对比关系。从图 1( b)可

看到, 这一比值表现出随时间而迅速增大的趋势。计算得到, 20世纪 50、60、70、80、90 年代, 这一比值分

别为 01237、01299、01838、11338和 11851。到 90年代, 侧支循环的强度已经相当于主干循环强度的 1185倍,

人类活动的作用在黄河流域水循环中已占优势。

侧支循环强度与主干循环强度之比 Rlc2ms既与人类活动有关, 又与自然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为了定量表达

它们之间的关系, Rlc2ms作为因变量, 以全流域灌溉面积 Air r(以万 hm2 计)、全流域平均面雨量 Pm(以 mm计)、

年均气温 Ta(以 e 计)、全流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指标Alucc(以万 hm2计)作为影响变量, 运用1952- 1996年间的

资料( 1959, 1960年除外) , 经计算后得到如下方程:

Rlc2ms= - 21233 + 0100201Air r - 0100254Pm+ 01201Ta + 01000 704Atfgc (9)

上式的数据组数 N= 43, 复相关系数 R= 01843, F检验结果 F = 23152, 显著性概率 p= 7164 @10- 10, 剩余标准

差 SE= 01433。上式表明, 灌溉面积越大, 平均面雨量越少, 平均气温越高,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指标越大, 则

黄河侧支循环强度与主干循环强度之比越大。降雨量与 Rlc2ms呈负相关, 是由于降水量的增大会使主干循环增

强, 因而使侧支循环强度与主干循环强度之比减小; 灌溉面积与 R lc2ms呈正相关, 是由于灌溉面积的增大会使

引水量增大, 因而使侧支循环增强, 故侧支循环强度与主干循环强度之比增大; 年均气温与 R lc2ms呈正相关,

是由于气温的增高会使引水量增大, 因而使侧支循环增强, 故侧支循环强度与主干循环强度之比增大; 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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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地覆被指标与 Rlc2ms呈正相关, 是由于水土保持面积的增大会耗用一部分水量, 使得径流减少、主干循环

减弱, 故侧支循环强度与主干循环强度之比增大。运用上式, 可以粗略估算未来全流域灌溉面积、全流域平均

气温、全流域平均面雨量和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指标发生变化以后, R lc2ms的变化。

6  结   论

( 1) 人类引水、耗水构成了流域水循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即侧支循环系统。与此对应, 主干循环则是

大气降水形成径流、通过各级沟道和河道汇入干流、最后流入海洋的循环过程。

( 2) 引进了若干定量指标, 如侧支循环绝对强度指标、主干循环绝对强度指标、水循环总强度指标、侧支

循环相对强度指标、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绝对强度与主干循环绝对强度之比。研究表明, 从 20

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 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和侧支循环绝对强度与主干循环绝对强度之比呈明显

的增大趋势, 而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则表现出减小的趋势。

( 3) 黄河侧支循环指标与黄土高原人口及全流域灌溉面积之间, 表现出极为显著的正相关; 与年降水量之

间, 表现出负相关; 与年均气温之间, 表现出正相关。

( 4) 以年系列资料为基础, 建立了一系列多元回归方程, 以表达侧支循环强度指标、主干循环强度指标和

侧支循环绝对强度与主干循环绝对强度之比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这些方程表明, 全流域灌溉面积

越大, 全流域平均气温越高, 全流域平均面雨量越少, 则黄河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越大; 全流域灌溉面积越

小, 全流域平均面雨量多, 全流域平均气温越低,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指标越小, 则黄河主干循环相对强度指标

越大; 全流域灌溉面积越大, 全流域平均面雨量越少, 全流域平均气温越高,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指标越大, 则

黄河侧支循环强度与主干循环强度之比越大。

( 5) 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使之变化在 0~ 1之间, 然后重新建立回归方程, 以判断各影响变量相对贡献

率的大小。结果表明, 灌溉面积、年降水量、年均气温变化对黄河侧支循环相对强度指标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86155%, 2118% , 11125%; 灌溉面积、年降水量、年均气温变化和水土保持面积变化对黄河主干循环相对强

度指标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57161% , 20178%, 11103% , 10157%。

参考文献:

[ 1] 王  浩, 秦大庸, 王建华. 多尺度水循环过程模拟进展与二元水循环模式的研究[A] .刘昌明, 陈效国. 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化规

律与可再生性维持机理[C] .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 20021 34- 421

[ 2] 王渺林, 郭生练.基于月水量平衡模型的黄河中游径流变化分析[ J] .西北水资源与水工程, 1999, 10(2) : 1- 6.

[ 3] 吴  凯, 唐登银, 谢贤群. 黄河下游径流的变化趋势与对策[ J] . 地理研究, 2000, 19(4) : 378- 3821

[ 4] 朱晓原, 张学成.黄河水资源变化研究[M]1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91

[ 5] 陈霁巍主编. 黄河治理与水资源开发利用[M]1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81

[ 6] 张学成, 王  玲.黄河天然径流量变化分析[ J]1 水文, 2001, 30(5) : 30- 331

[ 7] 李  勇, 黎桂喜, 潘贤娣. 黄河干流径流泥沙特性变化[ J]1 泥沙研究, 2002, (4) : 1- 7.

[ 8] 王玉明, 张学成, 王  玲, 等.黄河流域 20 世纪 90 年代天然径流量变化分析[ J] . 人民黄河, 2002, 24(3) : 9- 111

[ 9] 叶青超主编. 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M]1 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1 1- 2201

[ 10] 冉大川, 等.黄河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水土保持与水沙变化[M]1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01 1- 2741

[ 11] 徐建华, 牛玉国.水利水保工程对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径流泥沙影响研究[M]1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01 1- 1151

[ 12] 许炯心. 黄河流域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径流可再生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M]1 自然科学进展, 2004, 14( 7) : 787- 7911

[ 13] 王  浩, 王成明, 王建华, 等.二元年径流演化模式及其在无定河流域的应用[ J]1 中国科学 E 辑, 2004, 34(增刊) : 42- 48.

[ 14] 刘昌明, 成  立.黄河干流下游断流的径流序列分析[ J]1 地理学报, 2000, 55( 3) : 257- 2651

[ 15] 许炯心, 孙  季.近 50 年以来降水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黄河入海径流通量的影响[ J]1 水科学进展, 2003, 14(6) : 690- 6951

654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8 卷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stream flow of Yellow River
X

XU Jiong2xin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Cycle and Related Land Surf ace Processes, Chinese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

Abstract : The man2induced water diversion and consumption constitute a sub2system of the drainage basin water cycle sys2

tem, namely, sub2system of side2branch water cycle1 In this context, the main2stem water cycle is referred to as the water cy2

cling processes including the runoff generation and movement from hill slopes and the diverse channels to the sea1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Yellow River, the man2induced side2branch water cycle and the main2stem water cycle are studied1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the late 1960s, the intensity of the side2branch water cycle and the ratio of the side2branch to the main2stem

water cycles increase markedly,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main2stem water cycle decreases1 Using the annual data, a number of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s are established to exp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de2branch and main2stem water cycl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1 The equ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variations in the irrigated land area, the annual pre2

cipitat ion and the annual temperature to the variation in the relative intensity of the side2branch water cycle are 86155%,

2118%, 11125%, respectively, an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variat ions in the irrigated land area,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the annual temperature and the area of soil2water conservation to the variation in the relative intensity of the main2stem water

cycle are 57161%, 20178% , 11103%, 10157%, respect ively1

Key words: drainage basin water cycle; side2branch water cycle; climate change; impact of human act ivities;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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