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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目前长期径流预报中物理成因考虑较少的问题, 以丹江口水库为例, 在分析影响径流物理背景的基础

上, 研究前期气象因子与水库秋汛期入库径流过程的相关关系, 识别影响径流的大气环流与海温等物理因子, 利用

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要预报信息, 建立了包含大气环流因子、海温因子等气象物理信息以及前期降雨、径流等水文

信息作为预报因子集的三层 BP神经网络预报模型。利用 1956~ 2008年秋汛期 9、 10月入库径流量进行模拟与试

报, 并与仅采用前期降雨径流的预测模型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基于物理成因分析的预测模型稳定性良好, 模拟及

试报精度较高, 9、10月试报精度平均提高约 30% , 分别达到 871 5%和 75% , 并对预报年份中的丰枯特征有较好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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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及时的长期径流预报, 对于争取防汛、抗旱的主动权, 制定科学的水资源调度方案, 确保水利设施

的安全和发挥其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1-11]
。长期径流预报方法

包括基于数理统计的回归分析
[ 5 ]
和时间序列分析

[ 6]
、以及基于智能计算的神经网络技术

[ 7 ]
、支持向量机

[ 8 ]
、

模糊集理论
[ 9]
、混沌理论

[ 10]
和贝叶斯理论

[ 11]
等。这些方法主要针对径流时间序列本身进行研究, 对影响径

流形成的物理因素考虑较少, 所建预报模型稳健性与物理解释能力较弱。由于目前对于影响径流的物理机制

尚未明了, 建立完全的物理过程驱动模型尚需假以时日, 因此, 基于物理成因背景分析建立长期径流预报模

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如何识别影响径流的物理因子是建立长期径流预报模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Tyrel
[ 12 ]

, Gut ierrez等
[ 13]
已经在影响长期径流过程的海气因子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文从影响径流的物理成因出发, 通过建立前期大气环流和海温与丹江口水库秋汛期径流量的相关关

系, 识别影响径流形成的气象、海温因子, 结合前期降雨和径流信息, 对丹江口水库秋汛期径流量进行长期

预报, 与仅采用降雨径流因子的预测模型进行了对比, 以验证新方法的优越性。

1 研究区概况

丹江口水库位于中国著名的华西秋雨区湖北省均县境内,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 地理位置处于

东经 106b12c~ 111b26c, 北纬 31b24c~ 34b11c之间。大坝加高后水库总库容约 300亿 m
3
, 控制流域面积约为

9152万 km
2
, 占汉江流域集水面积的 60%。丹江口水库流域地形复杂, 高山丘陵面积占全部面积的 97% ,

平原只占 3%, 整个流域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流域气候温和湿润, 是南北气候分界的过渡地带。每年 9、

10月份, 在盛夏向初冬转变的秋季, 丹江口水库流域常出现持续阴雨天气, 形成秋汛。秋汛期降雨具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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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1956~ 2008年丹江口水库多年平均逐月入库径流量

 F ig11 Average monthly runoff in Dang jiangkou Reser-

vo ir from 1956 to 2008

度大, 雨区集中的特点, 如果调度不当, 会对水库安

全、汉江中下游防洪以及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正常

运行造成威胁。

根据 1956~ 2008年共 53年的实测入库径流资料分

析, 丹江口水库多年平均入库径流量为 360121亿 m
3
,

多年平均逐月入库径流量见图 1。由图可见: 径流量的

年内分配极不均衡, 汛期 4~ 10月占年平均径流量的

8314%, 主汛期 7 ~ 10月占年平均径流量的 5914% ,

丹江口水库流域秋汛期 9、10月总径流量在整个汛期中

占据重要比例, 达到主汛期径流量的 4717%。因此,

秋汛期的径流预报显得尤为重要。

2 影响秋汛期径流的物理因子识别

如何识别影响径流的物理因子是建立长期径流预报模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前期降雨和径流是长期径

流预报中常用的预报因子, 这两个因子的物理意义较为明显, 降雨是产生径流的直接原因, 前期径流则是水

文现象连续性的体现。但是, 由于受到流域控制范围和地形的影响, 丹江口水库流域降雨对径流的影响时间

较短, 其长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而天气系统、海洋等气象物理信息具有影响尺度大, 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为此, 本文在分析丹江口秋汛期径流形成物理背景的基础上, 研究前期气象背景与历史径流过程的相关关

系, 识别影响径流的大气环流与海温等物理因子。

211 大气环流因子分析

大尺度的大气环流和大尺度降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旱涝过程主要是发生在异常大气环流具有明显持续性

和长期维持的时期。其中, 500hPa高度场上的长波系统演变对中国长江中下游汛期降水有很大影响
[ 14 ]
。为

此, 本文利用北半球 500hPa高度距平场资料, 从丹江口秋汛期的同期环流特征出发, 分析影响径流丰枯的

大气环流变化关键区域, 再根据相关分析, 研究其关键区域在前期时段上的持续性, 得出丹江口秋汛期径流

的长期预报因子。

( 1) 秋汛期同期环流特征分析  图 2是相应的 9月径流丰枯年份平均高度距平场, 以下主要对比分析丰

枯年份距平中心的变化情况。

图 2 9月径流丰枯年份同期 500hPa高度距平对比

F ig12 Contrast o f correspond ing 500hPa geopo tential height anom a lies in year of drought and flood in Septem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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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水库秋汛期径流丰、枯年的北半球 500hPa高度距平场存在着明显相异的特征: ¹ 大气环流关键

区域基本分布在对中国天气有重大影响的西风带、东亚大槽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等区域, 主要包括贝加

尔湖 ) 巴尔喀什湖一带、日本列岛以东以及欧洲 ) 乌拉尔山一带、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丰、枯年份正负距平
中心相异。 º 当乌拉尔山高压脊增强、东亚大槽不发展、西风带环流平直, 巴尔喀什湖附近多低槽活动,

不断造成小股弱冷空气分离南下, 同时西太平洋副高势力居高不下, 冷暖气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 造成

丹江口水库流域降水异常偏多。» 当乌拉尔山高压势力很弱, 贝加尔湖-巴尔喀什湖一带的低槽变成了高压

脊, 阻挡了冷空气的南下, 加之西太平洋副高较弱, 造成丹江口水库秋雨不明显。

( 2) 秋汛期环流因子分析  影响丹江口水库流域秋汛期径流丰枯的同期环流关键区域是否在影响时间

上具有持续性? 能否作为径流预报的因子? 为此, 本文建立了上一年 9月 ~当年 8月 500hPa高度场与 9、 10

月径流量的相关关系, 分析相关系数超过 0127( 95%的置信度 )的成片区域的变化特征。图 3为其中上一年

9、 10月的高度场与 9月径流量相关图。

图 3 前期 500hPa高度场与 9月径流相关图

F ig13 Correlation coeffic ients of runoffs in September and preced ing 500hPa geopotential he ight

从图 3分析得出: ¹ 随着时间的演变, 相关区域的分布和显著程度也在不断变化, 但部分关键影响区

域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 且与同期影响丹江口秋汛期径流丰枯的大气环流的关键区域基本一致; º 正相

关区域主要包括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欧洲-乌拉尔山地区, 日本列岛附近地区, 其中西伯利亚-贝加尔湖

地区的正相关区域影响时间较长, 从上一年 11月开始持续到当年 2月, 2月份之后, 欧洲-乌拉尔山地区的

正相关区域继续发展, 一直维持到 6月才结束, 日本列岛附近地区的正相关区域影响时间为当年 4月 ~ 6

月, 并在 4月尤为显著。» 负相关区域主要包括日本列岛附近地区, 中国南方地区, 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

区, 菲律宾群岛以东太平洋地区, 地中海-里海地区, 并且在时间分布上具有前后承替性。上一年 9月 ~ 11

月, 日本列岛附近地区高度环流与 9月径流持续负相关关系; 12月份之后, 中国南方地区的大气环流影响

开始显现; 进入春季 3月, 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高压活动影响开始增强, 并且逐渐向蒙古高原移动; 6月

~ 8月, 地中海-里海地区的负相关较为显著。

根据同期及前期的大气环流背景分析, 结合因子的相关性显著水平及相同因子不同月份之间的相关性,

本文选择以下月份的 500hPa高度场关键区作为影响丹江口水库秋汛期径流的大气环流因子: ¹ 上一年 11

月日本列岛附近地区; º 上一年 12月中国南方地区; » 当年 3月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 ¼当年 5月欧

洲-乌拉尔山地区; ½ 当年 5月菲律宾以东太平洋地区; ¾当年 8月地中海-里海地区。具体量化指标为显著

相关区域范围内的 500hPa格点高度均值。

212 海温因子特征分析

海洋不仅是驱动大气运动的能量直接供应者和调节器, 还是大气中水汽的主要源地。海洋的热力和动力

特性对大气变化具有独特的 /记忆功能0 和 /低通滤波 0 作用, 因此, 海温一直被认为是引起环流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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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中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洋表面热力状况

与中国天气气候的关系尤为密切
[ 15-16]
。本文建立了前期太平洋和印度洋海温与丹江口水库秋汛期 9、10月径

流的相关关系, 分析前期海温场的关键影响时段与影响区域, 从中寻找影响丹江口秋汛期径流的海温因子。

( 1) 北太平洋海温因子分析  图 4为当年 3月和 7月北太平洋海温场与 9月丹江口径流的相关图。以下

主要分析相关系数超过 0127( 95%的置信度 )的成片区域变化特征。

图 4 9月径流与前期北太平洋海温相关图

F ig14 Corre la tion coe ffic ients of runoffs in September and preced ing SST in No rth Pac ific

从图 4分析得出: ¹ 从相关区域的分布来看, 高相关区域主要位于北太平洋的环流带上, 且暖流带 (主

要为暖池区, 黑潮区, 北太平洋西风漂流区 )与丹江口秋汛期径流呈正相关关系, 寒流带 (主要为千岛寒流

区 )则呈负相关关系; º 在整个时间范围内, 正相关区域主要分布在北纬 20b~ 30b之间的北太平洋地区, 其

中以西经 140b~ 160b的区域最为稳定, 相关关系从上一年 12月一直持续到当年 8月份, 另外, 日本列岛以

南的西太平洋地区以及 180b经线左右北太平洋地区也呈较强的相关性, 相关时间分别为上一年 9月和上一

年 11月; » 负相关区域包括日本列岛附近的北太平洋地区, 北纬 40b附近、西经 160b~ 180b的北太平洋地

区, 墨西哥附近的东太平洋地区以及赤道中太平洋地区, 上述区域中, 日本列岛附近的北太平洋地区影响时

间最长, 从上一年 9月持续到当年 4月, 北纬 40b、西经 160b~ 180b的北太平洋地区影响时间为上一年 11月

~ 12月, 墨西哥附近的东太平洋地区影响时间则从当年 5月持续到 8月, 而赤道中太平洋地区的相关时间

为当年 4月 ~ 8月。

通过以上分析, 选择以下海温关键区作为影响丹江口水库秋汛期径流的北太平洋海温因子: ¹ 上一年 9

月日本列岛以南太平洋地区; º 上一年 11月 180b经线附近北太平洋地区; » 当年 3月北纬 20b~ 30b、西

经 140b~ 160b太平洋地区; ¼上一年 12月北纬 40b、西经 160b~ 180b的北太平洋地区; ½ 当年 3月日本列

岛附近西太平洋地区; ¾当年 6月墨西哥附近太平洋地区; ¿ 当年 8月的赤道中太平洋地区。具体量化指

标为显著相关区域范围内的格点海温均值。

( 2) 印度洋海温因子分析  图 5为上一年 10月和当年 8月印度洋海温场与 9月丹江口径流的相关图。

以下同样主要分析相关系数超过 0127( 95%的置信度 )的成片区域变化特征。

其变化特征为: ¹ 正相关区域主要分布在赤道以南印度洋上, 其中南纬 5b~ 15b、东经 60b~ 70b的地区
影响较为显著, 相关时间为上一年 9~ 11月, 另一相关区域为南纬 10b~ 15b、东经 90b~ 100b的地区, 影响

时间为冬季上一年 12月 ~当年 3月。 º 负相关区域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亚以西的印度洋, 赤道附近、东经

60b~ 70b的地区, 印度尼西亚以西的印度洋相关时段为上一年 9月 ~ 11月, 赤道附近、东经 60b~ 70b的地
区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为当年 4~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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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9月径流与前期印度洋海温相关图

F ig1 5 Co rre lation coe fficien ts o f runo ff in September and preced ing SST in Indian Ocean

通过以上分析, 选择以下海温关键区作为影响丹江口水库秋汛期径流的印度洋海温因子: ¹ 上一年 10

月南纬 5b~ 15b、东经 60b~ 70b地区; º 当年 2月南纬 10b~ 15b、东经 90b~ 100b地区; » 上一年 10月印

度尼西亚以西的地区; ¼当年 8月赤道附近、东经 60b~ 70b的地区。具体量化指标同样为显著相关区域范

围内的格点海温均值。

3 预报模型建立与检验

311 预报因子处理

通过上述分析, 本文共识别出 17个影响丹江口秋汛期径流的气象因子, 这些因子具有同时满足数理统

计性特征和一定物理成因背景相关的特点。为避免各因子之间高相关性 (即复共线性 )导致无法有效预报, 本

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 17]
对初选预报因子进行降维处理, 以达到浓缩预报信息、减少复共线性噪声影响的

目的, 从而提高预报模型的预报能力。

主成分分析是数理统计学中多变量分析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线性变换将多个变量的大部分信息最大限

度的集中到少数独立变量的主成分上, 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越大, 表明该主成分占原变量的信息越大。

经计算, 前 4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就已经达到了 9111% , 且综合因子与预报对象的相关性均达到 95%的

显著性水平以上, 基本能够代表原有 17个物理因子的预报信息。表 1为主成分分析得到的前 4个综合预报

因子的方差贡献及其与预报对象的相关系数。

表 1 9月径流前 4个综合预报因子的方差贡献及其与预报对象的相关系数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 icien t and variance con tr ibu tion of the first four comprehensive predictors for runoff in Sep tem ber

综合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 /% 累积方差贡献 /% 相关系数

1 586316 4513 4513 - 0159
2 250217 1913 6416 - 0145
3 190117 1417 7913 - 0139
4 152618 1118 9111 - 0133

另外, 选择 8月份的丹江口入库径流量以及上游安康站降雨量作为预报因子, 与主成分分析筛选的因子

共同组成了包含降雨、径流、气象物理信息的预报因子集, 来预报丹江口秋汛期的入库径流量。

312 模型建立及结果分析

由于预报因子与预报对象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关系, 传统的线性模型无法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复杂

关系, 因此本文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建立模型。神经网络的模型很多, BP神经网络模型是目前应用最广泛、

且最具成效的一种
[ 18]
。本文采用 3层 BP神经网络, 输入为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综合因子和前期月份的降雨量

和径流量, 输出为秋汛期 ( 9月、10月 )径流量, 利用 1956~ 2000年数据建立模型, 预留 2001~ 2008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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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报。

根据建立的模型, 分别对 1956~ 2000年 9月、 10月径流进行了模拟, 同时与仅采用降雨径流作为输入

的预测模型进行了对比, 见图 6。图中方法 1为采用预报因子集作为输入的预测模型, 方法 2为采用降雨径

流作为输入的预测模型。

图 6 1956~ 2000年秋汛期径流拟合曲线

F ig16 F itting curves for runo ff in autumn flood season from 1956 to 2000

从结果可知, 对于 1956~ 2000年 9月、 10月径流, 加入气象、海温等物理因子后预测效果有了明显的

提高。根据 5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6 (GB /T22482- 2008)
[ 19]
中评定长期预报精度的方案作为预报模型预报的评

价标准: 对于定量预报, 水位 (流量 )按多年变幅的 10%、其它要素按多年变幅的 20%, 要素极值的出现时间

按多年变幅的 30%作为许可误差。表 2为径流量的模拟精度统计。

表 2 1956~ 2000年秋汛期径流模拟精度统计 %

Tab le 2 S tatistics of sim ulation accuracy of runoff in au tum n f lood season from 1956 to 2000

预报标准
9月 10月

方法 1合格率 方法 2合格率 方法 1合格率 方法 2合格率

合格率 (变幅 10% ) 9019 6812 7217 6519
合格率 (变幅 20% ) 10010 8816 9516 9312

不同变幅标准的合格率均显示出采用气象、海洋物理因子的预测模型模拟精度优于采用前期降雨径流作

为因子的预测模型。

进一步利用预报模型对 2001~ 2008年共 8年独立样本进行了试报, 试报结果及精度分析见表 3。

表 3 2001~ 2008年秋汛期径流试报结果及精度分析 亿 m3

Tab le 3 Statistics of predict ion accuracy of runoff in au tumn flood season from 2001 to 2008

年份 实际值

9月

方法 1 方法 2

预报值 误差值 预报值 误差值

实际值

10月

方法 1 方法 2

预报值 误差值 预报值 误差值

2001 2517 1318 1119 312 2215 2513 710 1813 812 1711
2002 1117 510 617 1116 011 817 1213 - 316 3017 - 2210
2003 17012 15110 1912 12310 4712 8617 7212 1415 3210 5417
2004 6015 5317 618 2914 3111 4014 3919 015 518 3416
2005 5116 6517 - 1411 7312 - 2116 11716 9611 2115 6411 5315
2006 2718 2916 - 118 4418 - 1710 2611 2011 610 2118 413
2007 3516 1219 2217 812 2714 1512 1417 015 2417 - 915
2008 4011 2811 1210 1015 2916 4017 3617 410 5312 - 1215

从试报结果来看, 仍是采用气象物理成因的预测方法效果较好, 按照多年变幅 10%的标准来看, 对于 9

月径流的预测, 许可误差为 ? 2216亿 m
3
, 基于气象物理成因分析的预测模型试报 8年中有 7年合格, 合格

率达到 8715% , 仅采用降雨径流的预测模型合格率只有 50%, 对于 10月径流, 许可误差为 ? 1812亿 m
3
,

两者合格率分别为 75%和 50%。总体来看, 建立的模型稳定性良好, 不论模拟还是试报精度均令人满意,

对预报年份中的丰枯特征都能有较好的体现。

776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21卷



4 结   论

本文结合丹江口水库秋汛期长期径流预报实例, 初步建立了具有一定物理成因背景分析的长期径流预报

模型。在分析影响丹江口秋汛期径流的大气环流背景基础上, 通过建立前期 500hPa高度环流场、北太平洋

海温场、印度洋海温场与径流过程的相关关系, 识别出影响径流的大气环流与海温等物理因子, 同时利用前

期的降雨径流资料共同组成了包含降雨、径流、气象信息的预报因子集, 采用 3层 BP神经网络建立模型,

来预报丹江口秋汛期的入库径流量, 并与仅采用降雨径流的预测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出基于物理

成因分析的预测模型稳定性良好, 不论模拟还是试报精度均优于后者, 对预报年份中的丰枯特征均具有较好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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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runoff forecasting for autumn flooding seasons in

Danjiangkou reservoir based on analyzing the physical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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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y Laboratory of H ydro logy-W ater R esources and H ydraulic E ngineer, N anj ing H yd rau lic R esearch Ins titute, N 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A im ing at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using the physical cause approach to forecast ing long- term runof,f a

BP ( Back Propagation) neura l netw ork model is deve loped fo r autumn season runo ff forecasts. The model considers

those physical facto rs affecting the runo ff process. The factors inc lude the preced ing atmospheric c irculat ion, ocean

and h istorical runo f.f U 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autumn runo ff can be quantitative ly re lated to a set

of physica l predictors includ ing atmospheric c ircu latio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antecedent precipitation and

runo f.f The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Dan jiangkou Reservo ir. Observed September and October runoff during the period

1956-2000 are used fo r the model ca libration, w hile observation o f 2001-2008 are used for themode l validat ion. The

resu lts show that the stability o f the model utilizing the physical pred ictors is generally favorab le. On average, a 30%

improvement can be achieved in September andOctober runo ff fo recasting comparing to themethod o f using on ly ante-

cedent precipitation especially during the drought and flood ing years.

Key words: physical causes ana lysis; long-term runo ff forecast ing; autumn flood ing season; sea-surface tempera-

ture; 500hPa geoptential he igh;t Danjiangkou Reservo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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