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实验流域降雨径流现象发生的悖论

顾慰祖1，尚熳廷1，翟劭燚1，陆家驹1，

Frentress Jason2，Jeffrey McDonnell1，2，Carol Kendall3

( 1.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9; 2. Oregon State University，Corvallis，OR 97331，USA;

3.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Menlo Park，CA 94025，USA)

摘要: 作为滁州水文实验系统一部分的 1 号天然实验流域，面积 7 897 m2，以安山岩为基底，上覆平均厚度 2. 46 m
的第四系沉积物。实测了包括地面径流和地面下径流的各种降雨径流响应，后者包括来自非饱和带的壤中流和饱

和带的地下水径流。表明这些径流成分有着复杂的组合类型，主要是以地面径流为主的 SR 型和以地面下径流为主

的 SSR 型，以及中间的和演化的类型。SR 型实例中的地面径流量可占总径流的 65%，而 SSR 实例中的地面下径流

量可有 90%。主要降水的 7 月，地面下贡献占 54. 5%，其中地下水径流即占 33%。大部分地面径流与降水的18O 组

成有不小的差异，比较了同时进行测验的 3 个实验流域，在 1 400 min 的降水径流过程中，降水的平均 δ18 O 为

－ 1. 210%，而同期地面径流的平均 δ18O，2 号水文山流域( 512 m2 ) 为 － 1. 132%，1 号南大洼天然流域为 － 1. 065%，

3 号只有薄层风化碎屑的牵牛花流域( 4 573 m2 ) 为 － 0. 801%。这质疑了现行同位素流量过程线划分方法 8 个假定中

的两个: 地面径流的同位素组成不同于降水，天然流域尤其如此; 各种水源在汇集过程中的同位素分馏影响并非都

可忽略不计。实验流域因降水而产生径流，但所产生的径流却有着非本次降水的组分，这一降水径流悖论发生于各

个实验流域。SR 型和 SSR 型总的非本次降水组分分别达 16%和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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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水文实验基地 1 号实验流域，始建于 1978 年，为一天然小流域，坐落在中生代安山岩组成的二级

阶地上，名为南大洼是纪念与南京大学地理系的合作。基底为安山岩、凝灰岩，主沟右侧中、下游局部有安

山岩出露。通过 69 个钻孔对基底探查并测出基岩地形图，求得基底分水线与地面分水线大体相符( 图 1 ) 。
通过深度 20 m 的钻孔钻取岩芯，见基岩只有很薄的风化破碎层，以下即为安山岩整合岩层，且很少裂隙，

的确是实验流域很难得的天然条件。基岩上复 1 ～ 7 m 不等的第四系堆积物，上游厚，向下游趋薄。土壤为

棕壤，以重壤土至中壤、粘壤土为主，土壤结构以块状、棱柱状为主，有相当发育的水平和垂直裂隙。
流域为典型的低丘陵地貌，最大高差 12. 91 m，流域内各方向有 6. 7% ～ 17. 1% 不同的地面坡度，相应

约 4° ～ 10°，集水沟平均坡度 6. 7%。地面集水面积 7 897 m2 ( 图 1) 。当时植被主要是天然草皮和低灌木丛，

有少量树龄 5 ～ 6 年的马尾松。
对流域原有深度不超过 1 m 的集水沟，改建为总深度为 1 m 的分层集流槽，不改变流域内特别是地面下

水流的天然流线，只当其在不同深度泄入集水沟时将其拦截并计量，包括地面径流槽和地面下径流槽，以及

置于地面径流槽之上的降水集流槽，以防止降水进入。地面下径流槽用以测定各种地面下径流组分，包括相

当于土壤剖面 A 层、深度 0 ～ 0. 3 m 的槽，以及相当于土壤剖面 B 层、深度 1 m 的槽。流域内设有深度到达

基岩的 34 个地下水测孔和相同数量的合金铝导管供中子测土壤水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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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7 月，对流域地面和地面下 3 种径流组分以及降水、地下水及土壤水，在水文测验的同时采集

了为分析环境同位素18O 的水样。所有近 200 个水样均在美国地质调查局 Menlo Park 同位素实验室由 Carol
Kendall 主持分析。当时对集水面积 512 m2 的 2 号实验流域水文山也有同步工作，得到了一些结果［2-4］，但这

是人工模拟流域［5］，因而作为天然流域的南大洼在同期所进行的工作显然就很重要。然而此后对此所进行

的研究中却发生了一个悬疑，即流域基底裂隙问题。前已说明，通过岩芯采集已判断为很少裂隙的整合岩

层，虽然考虑了在流域面上的分布，但毕竟只有几组岩芯，抽样误差很大，对于流域整个基底，严格而言尚

难定论。设如深循环地下水裂隙补给存在，那就在流域同位素水文循环中缺失了一环，结论就可疑，因此在

未能确定之前，毋宁将其搁置。直到 2009 年，重新对此流域整修、观测，终于发生了 30 年来所未有的条

件: 6 月起到 7 月 20 日止只分别有日降水量为 3. 1 mm、1. 6 mm、8. 3 mm、16. 2 mm、21. 2 mm 5 场降雨; 直

到 7 月 22 日，除西北角个别井外，所有到达基岩的 28 个地下水测井均干涸，地面面积 7 897 m2、覆盖层平

均厚度 2. 46 m 的流域地块几乎都成为了非饱和带，证明了本流域不存在地下水深循环裂隙补给。这才有可

能对 1989 年的测验结果重新进行讨论。

图 1 南大洼实验流域的地面地形、安山岩基岩地形、土壤层和新近系堆积厚度分布( 从左至右)

Fig. 1 Surface and andesite bedrock topographic map and the depth of Neogene deposit ( from left to right) ，Experimental Ba-
sin No. 1，Nandadish

1 实测降雨径流组成

1. 1 两种极端类型

流域的流量过程线是流域内不同水源以不同时序出流的组合，也是不同径流成分的组合。但迄今对此多

半只是推理或实际上多半是猜测。只有实测才能使之露出真容，才能对此有真实的了解和探讨，因而才有实验

流域上述实测径流组成的分层。但由于测验设计如集水沟深度、分层设置等有一定主观性，因此严格而言，实

测所得到的径流组成只是在设计概念条件下的结果，但由此可开始对天然流域径流组成有实质性的探索。与

水文山实验流域同期工作测得的径流成分组合及 3 种分类类型［6］类似，南大洼天然流域的组合也变化多端，以

下讨论以地面径流为主和地面下径流为主的两种极端类型。
地面径流( SR) 为主的类型见图 2，其地面贡献约为总径流的 65%。SR 为进入地面集流槽的水流，

SSR30 是在集水沟两侧界面上从地面到地面下 30 cm 范围内进入集流槽的水流，SSR100 则相应是地面下 30
到 100 cm 进入的水流。它们表现为在集水沟不同界面位置上进入的水流，但在流域内的流线为未知，可表

现为非饱和带的壤中流或是从饱和带来的地下水径流［5］，取决于当时流域地下水位位置。图 2 ( a) 中 SSR30
为非饱和带壤中流，SSR100 则主要是地下水径流。这两次径流过程降水量相近( 28. 0 mm 和 24. 4 mm) ，包括

地面和地面下径流的径流系数差别很大( 88. 9%和 24. 5% ) ，地面径流却都占约 65% ( 65. 8% 和 64. 7% ) 。天

然流域地面径流的产生较之模拟流域，前者有更为复杂的方式［7］。值得注意的是，图 2 ( b) 在 28 140 min 后，

就几乎只有地面下径流成分，这正是径流组成的演化，从 SR 为主的类型转化为 SSR 为主的类型，这里在低

强度条件下发生的产流方式即是在水文山产流研究中建议的所谓驱替型( 置换型) 壤中流( E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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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面径流为主类型的实测径流组分:

Fig. 2 Measured runoff components of SR type from natural EB No. 1 SR type-surface runoff dominated

地面下径流( SSR) 为主的类型见图 3，其地面下贡献高达总径流的约 90%。两例都以 SSR100 贡献为最

高，分别达 75%和 65%，大部分由发生在全流域的地下水径流组成。从已有实测径流过程统计，SSR 为主

的类型，都发生在低降雨强度条件( 如 10 mm /h) 。
7 月为本地区主要降水月份，本年 7 月相应于降水量 233. 4 mm 所产生的径流总量 134. 6 mm 中，实测地

面下径流占 54. 5%而超过地面径流，而且包括有地下水径流的 SSR100 就占有总径流量的约 33. 0%，也都大

于水文山模拟流域的地面下径流组成。这一方面是天然流域有更长的坡面和更复杂的坡面形态，更难以达到

产生地面径流的充分条件即形成地面饱和薄层［7］; 另一方面，天然流域中有更多机会产生大孔隙流，地面

下径流机制也相对会发生更大作用，本流域曾测得在 900 cm2 范围内就有总长 60 cm 的水平裂隙、60 ～ 100
cm 的垂向裂隙。

图 3 地面下径流为主类型的实测径流组分

Fig. 3 Measured runoff components of SSR type from natural EB No. 1 SSR type -subsurface runoff dominated

1. 2 与流量过程线图解划分方法的比对

实测径流组成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变化，但大体上介于上述两种极端类型之间。小流域这样的径流组成肯

定因尺度影响而与大流域的会有不小的差异，但是作为流域实测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可对流量过程线的图解

划分有所比对。
图解划分本来就是因为“没有实在的根据来区分河道中任何时刻的直接径流和地下径流”［8］而产生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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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此具有任意性本不足为怪。现时常用斜线法( 或称直线斜割法［9］，图 4 ( a) ［10］中 ac) ，由于 c 点的任意

性，而有一些不同类型的方法，试图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加以规范。另有曲线法( 图 4( b) ［8］中 ABC) ，我国早期

在水文分析中曾有广泛应用［11］。比照以上实测径流组成可见，对于小流域以地面径流为主的降雨径流类型，

曲线法似较优。斜线法意味着流域地下径流渐次增大，而天然小流域则否。林斯雷等则认为 “在地下水比

较丰富，而且到达河流比较快的地方”，曲线法有其优点［8］。而对于小流域以地面下径流为主的降雨径流类

型，由于其产流机制与图解法所依据的流量过程线各种拐点的概念不符，两种方法与之都相去甚远，虽然曲

线法看来还有点形似。

图 4 流量过程线图解划分方法

Fig. 4 Graphical methods for hydrograph separation

SR-I 为 1 号实验流域( 南大洼) ; SR-II 为 2 号实验流域( 水文山) ; SR-III 为 3 号实验流域( 牵牛花)

图 5 不同实验流域降水中和地面径流中 δ18O 的时程变化过程

Fig. 5 Temporal variations of δ18O in precipitation and that in surface runoff ( SR) from different experimental basins

2 径流组成中的非本次降水组分

2. 1 地面径流与本次降雨

观测期间对降水( P) 和流域地面径流的18 O 组成，有接近于同步的测验，对南大洼流域其时程变化相应

于图 5 中 P 和 SR-I。以两者采样时间差在 10 min 左右的为一对，则 17 对中有 15 对其18O 均是地面径流富于

降水。图 5 也包括了同期进行工作的其他实验流域，不同流域的基本情况和在研究期间其地面径流平均和降

水中平均 δ18O 的比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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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实验流域同期降水和地面径流平均 δ18O 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for the temporally average δ18O in precipitation and in surface runoff from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atchments sampled simultaneously

内容
集水面
积 /m2 下垫面

平均厚度
/m 1 400 min 降水径流过程中平均 δ18O /%

P － 1. 210

SR-I 7 897 重壤土、粘壤土，第四系沉积物，杂草、灌木、少量
小树

2. 46 － 1. 065

SR-II 512 壤土，30 年前人工填土，草地 1. 00 － 1. 132
SR-III 4573 安山岩风化碎屑 0. 20 － 0. 801

由表 1 可见，3 个流域的平均 δ18O 有明显的规律性变化，且均较降水同位素为富，这明显说明了实验流

域地面径流的产流机制，是以饱和混溶地面径流( MS) 为主［7］。虽然如此，还反映了两类现象: 一是 1 号流

域南大洼和 2 号流域水文山的差别，主要是反映了形成地面径流的流域坡面条件特别是尺度的影响。二是 3
号流域与 1 号、2 号两流域有非常突出的差别。3 号是为产流研究专设的不发生饱和带的实验流域，当时其

主体是基岩面上的风化碎屑，降雨径流主要是地面径流，其特富的 δ18 O 与其他实验流域不同，并非由于在

产流过程中与地面孔隙水的混溶，而是由于下垫面高温而在降雨径流过程中发生强烈的分馏所致。

图 6 1 号天然实验流域( 南大洼) 降水和地面下径流中

δ18O 的时程变化

Fig. 6 Temporal δ18 O variations of precipitation and subsur-
face runoff from No. 1 natural experimental basin，

Nandadish

现行流量过程线同位素划分方法，实际上包含了多

达 8 项的基本假定［12］。将地面径流的同位素组成等同

于本次降雨的组成［13-14］是其中之一，以上结果否定了其

合理性。另一个假定则是各种水源在汇集过程中的同位

素分馏影响可忽略不计，3 号流域的现象正好也对此提

出异议，虽然对一般流域而言这并不如前一假定那么会

对划分结果有严重影响。
2. 2 地面下径流与本次降雨

图 6 为南大洼流域在较长时段内降水中 δ18 O 和同

期流域地面下径流中相应 δ18O 的时程变化过程，这包括

了从地面下 30 cm 和 100 cm 集流槽的径流，本例前者是

非饱和壤中流，而后者则是壤中流和地下水径流的混合

而以地下水径流为主。由图明显可见地面下径流与降水

两者的同位素差异。
2. 3 径流组成中的非本次降水组分

图 5 和图 6 所表明的事实，即天然流域中无论是地面径流或是地面下径流其同位素组成往往与降水不同，

除了 3 号流域是蒸发分馏机制之外，其它地面径流和地面下径流都是因其多种产流机制，或混溶，或驱替所形

成［7］。其结果是在各种径流成分中或多或少将含有非本次降水的组分，来自前次或历次降水，其强度和水量

则取决于流域和雨型的各种条件。可由降水同位素组成和相应的地面或地面下一定深度非饱和带孔隙水同位

素组成估算。图 7、图 8 两例分属地面径流为主和地面下径流为主的类型，图中标出了不同径流组成中非本次

组分的过程以及总的非本次组分过程。一般而言，地面径流为主和地面下径流为主的两种类型，非本次组分均

在地面径流中最小甚或为零，而其地面下径流中的非本次组分则随深度而增大。地面下径流为主的类型则有

更多的非本次组分。
对于降雨径流中地面径流为主的类型，Kendall 估算水文山实验流域的地面径流和地面下径流中的本次降

水组分约为 100%和 84%［15］，图 7 则相应为 91%和 76%，但对于地面下径流为主的类型( 图 8) ，相应为 89%
和 11%，表明了天然流域地面下径流有大得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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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面积为非本次降水组分

图 7 1 号天然实验流域非本次降水组分在各种径流组成中的过程和总过程( 地面径流为主的类型)

Fig. 7 Processes of the pre-event component in various runoff components and in total runoff，natural EB No. 1

阴影面积为非本次降水组分

图 8 1 号天然实验流域非本次降水组分在各种径流组成中的过程和总过程( 地面下径流为主的类型)

Fig. Processes of the pre-event component in various runoff components and in total runoff，natural EB No. 1( SSR Type)

3 结 论

McDonnell 在其准备参照水文山实验流域建立 OSU 野外实验室的可行性研究中，讨论了一个基本事实，

即各种水文模型都难以与其 20 年来包括在水文山的实验结果相容或匹配( McDONNELL J J. personal commu-
nication，2004) 。之所以是这样，关键是实验流域往往不能实测径流组成，因而设法进行实测，但由环境同

位素却识别出了降雨-径流中有相当部分是非本次降水所构成。这成为了一个降雨径流现象发生的悖论［16-17］:

因发生降水而产生径流，但这径流的一部分却不是来自本次降水。然而水文山毕竟是一个模拟流域，土层厚

仅 1 m，重要的是天然流域南大洼的实验结果。在天然流域截获不同径流组分并不是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

674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21 卷

8



探明其地下部分的闭合性，为此而使这一天然流域的分析延迟到现在。
对于天然流域水文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径流成分，即地面径流和地面下径流包括来自非饱和带的壤中流

和饱和带的地下水径流，终于由实测显示了它们的实际组成和变化。降水最大的 7 月份，实测地面下径流占

54. 5%大于地面径流，而包括有地下水径流的 SSR100 就占有总径流量的 33%。
从几种径流组成类型中的两个极端类型即地面径流为主的 SR 型和地面下径流为主的 SSR 型实例，表明

了非本次降水组分有与水文山类似的结果，且天然实验流域有较之更为深刻的变化。例中 SR 型和 SSR 型总

的非本次降水组分分别达 16%和 64%。
看来，需要弥合野外水文实验的尺度问题和水文模型的物理基础问题。前者需要从个别流域的工作转化

为水文实验系统，后者需要从模型率定转化为理论识别。水文学终将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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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fall-runoff paradox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al catchment*

GU Wei-zu1，SHANG Man-ting1，ZHAI Shao-yi1，LU Jia-ju1，Frentress Jason2，

Jeffrey McDonnell1，2，Carol Kendall3

( 1.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Nanjing 210029，China;

2. Oregon State University，Corvallis，OR 97331，USA; 3. USGS，Menlo Park，CA 94025，USA)

Abstract: As a part of the Chuzhou hydrological experimental system，the No. 1 experimental catchment，Nanda-
dish，with drainage area of 7897 m2 sits on the andesite bedrock with Quaternary deposit of 2. 46 m in average. Vari-
ous runoff components，surface runoff and subsurface runoff including interflow from unsaturated zone，groundwater
flow from saturated zone are physically measured using special designed troughs. Several combined types of runoff
components are identified as the SR type with surface runoff dominated，SSR type with subsurface runoff dominated
and other intermediate types. Examples show that surface runoff accounts for 65% of total runoff for SR type，while
the subsurface runoff accounts for 90% in SSR type. In July，the main rainy season，in total，the subsurface runoff
contributes an amount of 54. 5% of total runoff while groundwater flow accounts for 33. 0%. Most 18O data of surface
runoff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recipitation. Within the rainfall-runoff process with duration of about 1 400 mi-
nutes，averaged 18O of precipitation is － 1. 210%，while that of surface runoff is -1. 132% for Hydrohill catchment
( 512 m2 ) ，－ 1. 065% for Nandadish catchment and － 0. 801% for Morningflower ( 4 573 m2 ) which is a catchment
with thin layer of rock debris on bedrock. It challenges the assumptions involved in current isotopic hydrograph sepa-
ration，i. e. ，the 18O of surface runoff will not always equal to that of event precipitation and，the evaporation fraction-
ation during the pathway of runoff components could not always be ignored. Event rainfall produces runoff but such
runoff contains an amount of water not from the event rainfall，such a paradox exists in all of our experimental catch-
ments. The total old water involved in event runoff accounts for 16% for the SR type while 64% for SSR type.

Key words: hydrological experiment; environmental isotope; runoff components; relationship between rainfall and
runoff; hydrograph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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