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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国家气象站 1956- 2000 年逐日气象资料, 采用 Penman2Monteith 公式和灵敏指数法, 分析了海河流域潜在

蒸发蒸腾( ET0 )的演变规律及与气象要素的灵敏关系。结果表明: 全流域 45年 ET0 呈下降趋势, 但年际间呈现 4 个

阶段; 逐旬呈倒 / V0 字型, 6116%集中于4 月中旬到 8月上旬。在空间上, 年和旬值呈现上游小下游大。通过 ET0

与气象要素演变的比较及灵敏性分析发现, 全流域年 ET0 演变与年均风速、日照时数以及短波辐射相似, 与温度

相反。旬 ET0演变与旬平均温度、实际水汽压、日照时数以及短波辐射相似, 但对各要素的灵敏系数以短波辐射

最大, 其它要素则随时空变化, 且彼此的灵敏系数相差较大。分析表明在气象要素的综合作用下, 造成全流域 ET0

降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短波辐射、日照时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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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蒸发蒸腾量( ET0)作为实际蒸发蒸腾量的最大值
[ 1]
受到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近 50年来, 随着气候变化

的加剧, 为揭示区域蒸发量与温度演变规律间的相悖关系[ 2, 3] , 出现了大量有关研究成果[4~ 11]。然而, 由于气

候、水热状况的空间异质性, 使得不同区域 ET0的演变及其与气象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不尽相同, 且在全球气候

变暖的情势下, 各区域 ET0 也必将发生改变, 从而影响区域水资源的消耗。为此, 本文以海河流域为研究区,

对其 ET0 及隐伏于其中的气象因素(包括温度、风速、实际水汽压、日照时数、短波辐射)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分

析, 以便为进一步分析实际蒸发蒸腾量提供依据。

1  流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111  流域概况

海河流域位于中国的东部, 介于 112b~ 120bE, 35b~ 43bN之间, 流域总面积 3210万 km2, 其中平原区 1311

万km2, 山丘区 1819万 km2。流域内人口密集, 经济发达。然而, 水资源状况甚为堪忧, 是中国十大流域片水

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 且具有降水少、时空分布不均等特点。据统计全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35mm, 6814%

~ 8411%集中于汛期( 6~ 9月份) [12] ,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293m3; 再加上天然来水与作物生理需水不相耦合使得

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对于影响水资源消耗的主要气象要素, 经距离加权反比插值和面积加权后, 在

全流域和水资源二级区上, 除温度外, 其它各气象要素在 45年中均呈下降趋势, 但空间的差异较大。在逐旬

演变中, 除风速以外, 其它要素均呈倒 /V0 字型变化, 风速则呈正弦波动, 仍具有空间变化大的特点, 且以

日照时数的变化最为频繁。其演变过程见图 1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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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河流域 45 年系列 ET0及五大气象要素的演变规律

Fig1 1 Evolution rule of the 452year annual ET0 and five climatic variables in Haihe River basin

112  资料与计算方法

本文数据采用国家气象站1956- 2000年日系列气象观测资料(其中1956- 1990年 47个站点、1991- 2000年

32个站点) , 主要包括: 2m高处最大、最小温度和平均气温; 10m高处的风速; 2m高处的相对湿度( 1956- 1990

年)、实际水汽压( 1991- 2000年) ; 日照时数和站点经纬度及高程值。对于短波辐射, 文中利用太阳总辐射, 由

式( 1)计算获得。对于时段内缺测的要素采用长系列相应时段实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替代。

Rs = as + bs
n
N

Ra (1)

式中  Ra 为碧空太阳总辐射; as、bs 为线性参数, 本文采用 FAO 推荐值( as= 0125, bs= 015) ; n 为日照时数;

N 为最大天文日照时数。

在 ET 0及其与气象要素作用关系的计算中, 首先采用 Penman2Monteith公式[13]和距离加权反比法计算全流

域及水资源二级区逐日 ET0, 并将其汇总到旬和年; 然后通过灵敏度指数分析法[14, 15] , 在保持其它气象要素

不变的情况下, 仅将其中一个变化+ 20%后, 计算逐日 ET 0与相关气象要素的灵敏关系, 并采用平均日灵敏系

数法分析了月、年尺度的灵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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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河流域 ET0 与五大气象要素逐旬演变规律

Fig12 Evolution rule of the ten2day ET0 and five climatic variables in Haihe River basin

2  结果分析

211  流域潜在蒸发蒸腾量( ET0)的演变规律分析

21111  系列年演变规律

由图 1( a)可见, 全流域 ET 0在 45年的演变过程中呈现 4个阶段, 即平稳变化阶段( 1956- 1964年) , 其均值

为 1291134 mm, 时段内变化不明显; 快速上升阶段( 1965- 1972年) , 其均值为 1276196mm, 在 1972年达到最大

值, 为1391161mm; 缓慢下降阶段( 1972- 1990年) , 其均值为1242180mm; 和缓慢增加阶段( 1991- 2000年) , 其

均值为 96718mm, 且本阶段相对之前各阶段出现一个突变下降。这使系列年 ET0呈总体下降趋势, 与中国大部

分地区通过表面皿观测到的蒸发量的变化相一致
[9]
, 且 45年均值仅为 1 195122mm。

不同水资源二级区 ET0的演化规律(图 1( a) )与全流域相似。其中徒骇马颊河变化最为剧烈, 20世纪 50年

代末期到 60年代中期均值( 1 655115mm)较 1990- 2000年的平均值( 1 209100mm)大 446115mm; 海河北系的变化

最为缓慢, 其第一阶段与第四阶段的均值相差223115mm (1175140~ 952125mm)。在空间上, ET0 呈现从上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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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递增, 即山丘区较小, 滨海平原区较大的分布。

与相应时段气象要素相比, ET0 的演变与年均风速、日照时数及短波辐射较为相似, 呈下降趋势, 但降

幅、年际变化和空间分布明显不同; 与温度和实际水汽压相反。特别是与温度变化不同, 集中表现为 ET0 随

温度的升高而下降。这主要出现在 20世纪 70年代到 90年代间。不同水资源二级区也表现出相似的规律。此

变化与其他相关研究[9~ 11, 16]基本一致, 特别是温度, 海河流域与中国北方其它地区呈相似变化, 即温度升高,

区域 ET0 明显降低。

21112  45年平均逐旬演变规律

由图 2可见, 在全流域, 45年平均逐旬 ET0呈倒 /V0 字型, 以 5月下旬最大, 为 63127mm, 1月中上旬

和 12月最小, 其值不足 12mm, 其中 4月中旬到8月下旬是区域 ET0 较为集中的时段, 逐旬均维持在44mm以

上, 累计达736132mm, 占全年总 ET 0的 6116%。

不同水资源二级区也表现出相似的规律, 出现在 5月下旬的最大值与出现在 1月上旬和 12月下旬的最小

值之差维持在 4919~ 6210mm, 其中以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最小, 徒骇马颊河最大。在空间上, 逐旬 ET 0从上

游向下游递增, 以徒骇马颊河最大, 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最小, 但区域间差异最为明显的是徒骇马颊河与海河

南系, 两者全年逐旬的差异维持在 416~ 1315mm; 其它区域间相差较小, 基本维持在 110~ 610 mm。

与相应气象要素相比, 全流域逐旬 ET0 的演变与温度、实际水汽压、日照时数及短波辐射相似, 但逐旬

间的变幅和最大值出现的时间却不同。不同水资源二级区也有相似的变化。

总之, 近 45年海河流域 ET0 呈下降趋势, 且主要集中于 1970- 1990年间。与造成其变化的气象要素相

比, 尽管 ET0 与一些气象要素有相似的演变趋势, 但变化强度和幅度差异较大。这说明不同气象要素对 ET0

的作用程度不同。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区域 ET0与气象要素的作用关系, 下面以旬尺度为例, 定量分析 45年旬

气象要素对 ET0的影响。

212  潜在蒸发蒸腾量( ET0)与对应气象要素间的灵敏性分析

(1)对温度的灵敏性  由图 3( a)可见, 全流域逐旬 ET0对温度的敏感性变化较大。从 12月上旬到翌年 2月

下旬, 灵敏系数维持在- 0126~ - 0102之间, 即说明此时段逐旬温度每降低 20% , ET0 将减少 1% ~ 5%, 但随

温度升高, 此变幅减少; 从 3月上旬到 11月下旬均为正值, 且以 4~ 9月份较大, 6月上旬达到最大。纵观 1年

灵敏系数的变化说明, 春末秋初 ET0 受温度的影响较大, 其它季节相对较小。在空间上(图 3( b) ) , 不同水资源

二级区也呈相似变化, 但区域间差异较大, 以徒骇马颊河最大, 最小值则随季节在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和海河

北系间变化, 其中冬春季以海河北系最小, 春末秋初以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最小。

(2) 对风速的灵敏性  由图 3( a)可见, 全流域 ET0 与风速的敏感系数均为正值, 且逐旬间变化较小, 整体

上表现为 4月中旬之前和 8月中旬之后较大, 其它季节则较少。这说明, 一年中从秋季到翌年春季 ET0 受风速

的影响较大, 当逐旬风速增加20%时, ET0 将增加 10%左右。在空间上(图 3( c) ) , 不同水资源二级区也呈相似

变化, 但灵敏系数的变幅和持续时间不同, 表现为春末到秋末从上游到下游逐渐增加, 其它季节相反。这说明

在冬季, 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 ET 0受风速影响较大, 在春夏季较小; 而徒骇马颊河则相反。

(3) 对实际水汽压的灵敏性  由图3( a)可见, 全流域 ET0与实际水汽压间呈负相关关系, 灵敏系数在- 011~

- 0104之间平缓变化, 即说明当逐旬实际水汽压增加 20% , 相应 ET0将减少 1%~ 2%。在空间上(见图 3( d) ) , 不

同水资源二级区也呈相似变化, 但其数值和变幅则受区域影响, 前者从上游向下游减少, 后者在滦河及冀东沿海

诸河和徒骇马颊河较大, 在其它区域较小。在夏秋两季徒骇马颊河灵敏系数的变化与其它区域相反, 呈快速下降

趋势。这说明徒骇马颊河 ET0受实际水汽压的影响比其它区域大, 且在此时段受水汽压的影响明显。

(4) 对日照时数的灵敏性  由图 3( a)可见, 全流域 ET0对日照时数的灵敏系数随季节变化较大, 冬季为负,

春末以后为正, 且最大值出现在 6月中旬, 为 0117, 最小值出现在 12月上旬, 为- 0113。在空间上(见图3( e) ) , 不

同水资源二级区也呈相似变化, 但是随季节变化区域间差异较大。在冬季和初春, 灵敏系数从上游向下游递增,

其它季节相反。这说明日照时数对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 ET0的影响最大, 对徒骇马颊河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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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海河流域逐旬 ET0 与五大气象要素之间的灵敏系数

Fig13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of the ten2day ET0 and relative five climatic variables in Haihe River basin

(5) 对短波辐射的灵敏性  由图 3( a)可见, 全流域 ET0 对短波辐射的灵敏系数均为正值, 且呈波浪式变

化, 即在初秋到翌年春末呈下降趋势, 之后逐渐增加, 到 8月下旬达到最大, 对应的灵敏系数维持在 016~ 019

之间。这说明短波辐射与 ET 0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且当短波辐射增加20% , 相应 ET0将增加 12%~ 1816%。在

空间上(图 3( f) ) , 不同水资源二级区也有相似的变化, 但区域间灵敏系数从上游向下游递减。这说明在滦河及

冀东沿海诸河 ET0 对短波辐射变化的灵敏性最大而徒骇马颊河最小。

比较 ET0 与以上各气象要素间的灵敏系数可见, 尽管五大气象要素在区域 ET 0的变化中均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 但其敏感性却受时空影响。在冬春季节, 全流域和水资源二级区 ET 0对风速和短波辐射的敏感性较大;

在其它季节, 全流域以对短波辐射和温度的敏感性最大; 徒骇马颊河区域的灵敏系数则从大到小依次为风速、

短波辐射、温度、日照时数以及实际水汽压, 其它区域则均表现出以短波辐射和风速较大; 且不同区域的灵敏

系数随季节的变化不同, 以徒骇马颊河区域最大, 其它区域较小。

由此可见, 区域 ET 0对气象要素的响应受时空影响较大。但造成海河流域 ET0 减少的主要因素与中国大

多数地区相似[ 9, 17]集中于短波辐射、温度和风速三大要素的变化。因此, 要更加有效准确的计算区域蒸发蒸腾

量, 应结合区域蒸发蒸腾与气象要素的灵敏关系, 在计算和监测中要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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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讨论

ET0 是一个受众多因素综合作用, 用来衡量区域蒸发能力的指标。文中利用 Penman2Monteith公式和灵敏度指

数法定量分析了海河流域 ET0的演变规律及其对气象要素的灵敏关系, 这对认识气象要素与 ET0的关系具有重要

的作用。但是, 目前采用的Penman2Monteith公式需要众多参数, 而在海河流域又缺乏相应实测资料的情况下采用

FAO推荐的一些参数, 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区域 ET0的计算精度。同时, 由于本次计算建立在两个气象系列的基

础上, 基础气象资料的监测方法和缺测资料的空间插补方法也将影响 ET0的精度。此外, 仅改变一个参数来进行

灵敏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影响区域 ET0对气象要素灵敏性的全面反映。因为, 在现实中任何因素都不可能独

立存在而不受其它成分的影响。但鉴于文章的篇幅和求解方法的工作量具大, 在此没有进一步讨论。

3  结   论

为揭示海河流域 ET0 的演变规律及其与气象要素间的相关关系, 文中采用Penman2Monteith公式和灵敏指数法

计算了 ET0及 ET 0与气象要素的灵敏关系。结果表明: 海河流域 ET0 的演变随时空变化。在时间上, 近 45年

ET0 呈下降趋势, 多年平均值为1195122mm, 逐旬呈现倒 /V0 字型, 且6116%集中于4月中旬到8月上旬。在空

间上, 不同区域旬和年 ET0值均从上游向下游递增, 以徒骇马颊河最大, 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最小, 但区域间差

异最为明显的是徒骇马颊河与海河南系。与气象要素的演变相比, 全流域 ET0 的变化与年平均风速、日照时数、

短波辐射相似, 与温度和实际水汽压的变化相反。旬平均 ET0的演变与旬平均温度、实际水汽压、日照时数及短

波辐射相似, 但变幅和最大值出现的时间却不同。不同水资源二级区也表现出相似的变化。

由旬平均 ET0 与气象要素的灵敏分析发现, 尽管五大气象要素在区域 ET0 的变化中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基本上以短波辐射最大, 实际水汽压最小; 其它要素对 ET0 的影响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在冬春季节, 全

流域和水资源二级区对风速敏感性较大; 其他季节, 则在温度和风速间变化, 且彼此的灵敏系数相差较大。

总之, 海河流域 ET 0演变规律受气象要素的影响较大, 且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结合不同时间尺度下 ET0

的变化以及灵敏度分析可见, 造成全流域 ET0 降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短波辐射和日照时数的下降。但鉴于

对各种气象要素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 应结合灵敏关系, 在实际监测中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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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evolution rule and its sensitivity
analysis in Haihe River basin

X

YANG Gui2yu1, WANG Zhi2sheng2, WANG Hao1, JIA Yang2wen1

( 11I nstit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44, China ;

21Hydrology Survey Bureau of Chif eng, Chif eng 024000, 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daily climatic data from the nationweather station in 1956- 2000, the paper employs the P2M equa2

tion and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method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rule of the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ET0) and the sensi2

tivity relation of ET0 to climatic variables in Haihe River basin1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nnual ET0 series appears decreas2

ing trendwith four different sub2stages in the recent 45 years1Themulti2annual ten2day average ET0 shows inverse / V0 shape,

and 6116% of the whole ET0 amount occurs in the middle2April to the up2August1 In space, the mult i2annual ten2day average

and the annual ET0 have an increasing trend from the upstream to the downstream1 Comparedwith the evolution rule of the cli2

matic variables and the sensitivity of ET0 to them, the evolut ion rule of the annual ET0 in the whole basin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multi2annual average wind speed, sunshine time and short wave radiat ion, and inverses to that of the multi2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1 The evolution rule of the multi2annual ten2day average ET0 has same trend to that of the temperature, actual va2

por, and sunshine t ime, as well as the short wave radiation1However, in all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of ET0 to these climat ic

variables, that ofET0 to short wave radiation is maximum in the whole year and the second water resources districts1 The sensi2

tivity of the ET0 to any other climat ic variables is different in time and space, and the values of sensit ivity coefficients vary

greatly1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bove, the ET0cs decreasing trend in the whole basin may be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short

wave radiation and sunshine time1

Key words: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 ion(ET0) ; climat ic elements; evolution rul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Haih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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