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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数据对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模拟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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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空间半分布式的ＳＷＡＴ模型和全分布式的ＷｅｔＳｐａ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模型，分析了高分辨率的ＳｏＬＩＭ数字土壤数
据和美国ＳＳＵＲＧＯ传统土壤数据对流域径流空间分布式模拟和总量模拟的影响。结果显示：利用不同土壤数据得
到的产水模拟结果在空间上差别明显，但模拟径流总量的差别随着模拟面积的增大而逐渐减小。根据实验结果，对
于注重空间分布的模拟目的，需要较详细输入数据的支持；对于总量模拟，则可随模拟面积的增大而适当放宽对输
入数据分辨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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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水文模型能为真实地描述和科学地揭示实际降雨径流形成机理提供有力工具［１］，并将得到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２］。但是，模型的应用受限于水文系统的可用资料［３］。由于详细输入数据的应用必然增加建
模成本，因此许多学者探讨了各种输入数据的分辨率对流域模拟的影响，如ＤＥＭ［４５］、土壤数据［６９］及多种
输入数据分辨率同时变化的影响［１０１１］。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探讨流域出口模拟总量对输入数据的响应方面，
关于分布式模拟结果的响应及模拟尺度的影响则较少讨论。分布式模拟和出口流量模拟对输入数据详细程度
的要求应有所不同，如何针对不同模拟目标选取适当详细程度的输入数据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土壤数据为例，采用当前广泛应用的半分布式ＳＷＡＴ（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模型［１２］和实
用的空间全分布式ＷｅｔＳｐａ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模型［１３］，
探讨空间分布模拟和总量模拟对输入土壤数据详细程度的要求。

１　 研究区及模型介绍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ｒｅｅｋ流域地处美国威斯康星州Ｄａｎｅ县的西北部，位于４３°０７′Ｎ ～ ４３°１１′Ｎ，８９°３４′Ｗ ～ ８９°４０′
Ｗ，有效汇流面积约１９ ５ ｋｍ２（图１）。当地年均气温７℃，年均降水量约８５０ ｍｍ，年均降雪深度约９１４ ｍｍ。
研究区中，农业用地占５２％，其中分布面积最广的用地类型是人工牧草，占３０％，玉米用地占１８％，混合
中耕作物用地占４％。另外，落叶林地占２２％，草地占１６％，其余的主要为常绿林地、湿地以及居民地。
土壤质地主要为粉沙壤土。
１ ２　 数据

收集了模型所需的气象数据、ＤＥＭ、土壤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和水文观测数据。其中包括美国地质调
查局（ＵＳＧＳ）提供的１０ ｍ分辨率ＤＥＭ、在流域内布设的气象站（编号４３０９０００８９３５５４００）的降雨数据（降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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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测）及位于流域出口的水文站点（ＵＳＧＳ ０５４０６４７０）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４年的日观测径流量；流域附近站点Ｃｈａｒｍａｎｙ
Ｆａｒｍ Ｓｔａｔｉｏｎ的日气温、多年气候统计数据及流域内出现降雪时对应的日降水数据；威斯康星州自然资源部
（ＷＤＮＲ）提供的由ＴＭ数据解译的土地利用图。

图１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采用的两种土壤图分别为１∶ ２４ ０００比例尺的美国土壤调查地理数据库（ＳＳＵＲＧＯ）和ＳｏＬＩＭ方法获得的１０
ｍ分辨率的数字土壤数据。传统制图方法框架下生产的ＳＳＵＲＧＯ土壤图采用人工勾画的多边形来表示土壤
类型的分布范围，受上图单元的限制（最小约２０ ０００ ｍ２），不能显示面积较小的土壤斑块，对土壤空间分布有
一定的综合。朱阿兴等建立的ＳｏＬＩＭ方法［１４］以高分辨率地理数据为基础，通过空间推测生成土壤数据，能
很好地表达土壤空间变异。与ＳＳＵＲＧＯ土壤图相比，ＳｏＬＩＭ土壤数据精度在空间分布和属性信息上均有明显
提高［１５］。本研究区两种土壤图见图２。

图２　 研究区的不同土壤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 ３　 ＳＷＡＴ及ＷｅｔＳｐａ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模型简介
ＳＷＡＴ模型是由美国农业部开发的空间半分布式模型，用以预测土地管理措施对于具有多种土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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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和管理措施的复杂流域径流、泥沙负荷及营养物质流失的长期影响。由于具有强大的模拟功能及方
便的操作环境，ＳＷＡＴ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应用，是当前水文产沙农业非点源污染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关于模型的详细介绍参见模型手册［１６］以及Ｇａｓｓｍａｎ等［１７］的综述。

ＷｅｔＳｐａ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模型是以ＧＩＳ平台为基础的空间全分布式水文模型，它以流域内划分的栅格单元为空
间单位，计算包括截留、填洼、入渗、产流、渗漏、基流等在内的水文过程，根据ＤＥＭ生成汇流路径，再
基于扩散波方程计算汇流［１８］。该模型可同时得到基流量、壤中流、地表径流量、流速以及土壤含水量等各
种水文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由于所需参数少，操作方便，且能达到较好的预测效果，是非常实用的
流域水文模型，近年来逐渐得到了推广应用［１８］。

２　 研究方法
土壤对流域水文模型分布式模拟和总量模拟的影响可能受参数环境设置和流域面积大小的潜在作用。为

此，设置了多套参数环境，在每套参数环境下，生成不同土壤数据的模拟结果。同时，将流域划分为不同面
积水平的子流域，在每个子流域内，依据所建立的定量指标来描述不同土壤数据模拟结果的差别，以此得到
模拟结果差别随模拟面积的变化，以分析面积对模型响应的潜在影响。
２ １　 模型参数率定及不同参数集的获取

共设置了模型率定前后的３套参数集：①在模型默认参数状态下，生成未对模型进行参数率定时的初
始参数集；②以ＳＳＵＲＧＯ土壤图和模型所需其它数据作为输入，率定模型参数，得到基于ＳＳＵＲＧＯ率定的
参数集；③获取基于ＳｏＬＩＭ率定的参数集。其中，土壤属性参数不参与率定。

将１９９２年作为模型初始化阶段，采用发生洪水的１９９３年（降水１ ０７９ ｍｍ）和降水偏少的１９９４年（降水
７７０ ｍｍ）对模型进行率定，以期使率定所得参数对不同降水年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对于ＳＷＡＴ模型，在参
数率定前，基于ＳｏＬＩＭ和ＳＳＵＲＧＯ的日模拟径流的效率系数［１９］分别为－ ５ ８０和－ ４ ８９，基于ＳｏＬＩＭ率定后
的效率系数为０ ６０，基于ＳＳＵＲＧＯ率定后的效率系数为０ ５８；对于ＷｅｔＳｐａ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模型，在参数率定前，
基于ＳｏＬＩＭ和ＳＳＵＲＧＯ的日模拟径流效率系数分别为－ ０ ４６和－ ０ ２１，基于ＳｏＬＩＭ率定后的效率系数为
０ ６６，基于ＳＳＵＲＧＯ率定后的效率系数为０ ７０。参数率定前后，模型效率系数由负到正的显著提高，表明
率定后的模拟效果比采用模型默认参数的模拟效果有较大改善。
２ ２　 模拟结果的空间差别及总量差别的评价

通过模型模拟，生成了ＳＷＡＴ和ＷｅｔＳｐａ模型基于ＳＳＵＲＧＯ和ＳｏＬＩＭ土壤数据在每种参数环境下模拟的
年均产流栅格分布图，其中，ＳＷＡＴ模型的空间模拟结果是通过将ＨＲＵ的空间分布与其模拟输出进行链接
后栅格化获得，ＷｅｔＳｐａ模型的产流分布图即是各栅格的模拟产流。然后，采用详细程度不同的子流域划分
方案，将流域空间划分成具有多级面积水平的子流域。在每种划分方案下的每一个子流域内，定量评价基于
不同土壤数据模拟的产流分布图的差别。除定量评价以上获取的３套参数环境下不同土壤数据模拟结果间的
差别外，还定量评价了基于ＳＳＵＲＧＯ和ＳｏＬＩＭ对模型参数进行独立率定后模拟结果的差别，以便分析单独
使用某一土壤数据模拟时可能导致的模拟效果的变化。所采用定量评价指标如下：

（１）总量差　 以基于ＳｏＬＩＭ模拟的产流图减去基于ＳＳＵＲＧＯ模拟的产流图，获取某子流域内每点产水
的差值，统计这些差值的总和，以总量差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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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为子流域范围上模拟总量的相对差别，％；Ｐ１ ｉ和Ｐ２ ｉ分别代表子流域内第ｉ个象元上基于ＳＳＵＲＧＯ和
ＳｏＬＩＭ模拟的年均产流量，ｍｍ ／ ａ；Ｎ为子流域范围内的总象元数。总量差描述了模拟总量系统性的差别，
其值可正可负，若接近０则代表总量较接近。

（２）空间平均差　 为了度量模拟产水图之间的平均空间差别，采用考虑空间计算范围内各点正负差异
的空间平均差，用来描述包括正负双向差别的平均空间差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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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 
Ｎ

ｉ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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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为空间平均差，也即子流域范围上的空间平均相对差别，％。
总量差（Ｔ）和空间平均差（Ｓ）的区别在于，总量差表达了区域内模拟总量间的差别大小，是综合了空间

正负差后的整体差别，而空间平均差则表达了“局部空间”的平均差别大小，代表了未受抵消作用的空间
单点差的平均状况。当基于ＳＳＵＲＧＯ和ＳｏＬＩＭ的空间模拟结果相同时，空间平均差为０。只要模拟结果存在
不同，空间平均差就大于０，而总量差可正可负，还可能因局部正负差别相互抵消，出现０值。

（３）局部空间差的抵消率　 为了度量总量差计算过程中局部空间正负差的抵消程度，建立了局部差别
的抵消率指标：

Ｃ ＝
（１ － ｜ Ｔ ｜ ／ Ｓ）× １００％{ ０ 　 　 　

Ｓ ＞ ０
Ｓ ＝ ０

（３ ）

式中　 Ｃ为计算范围内差别的抵消率，变化范围为［０，１］。Ｃ ＝ ０表示局部不存在差别或差别为同正或同负，
从而不存在统计总量时的局部抵消作用；Ｃ ＝ １表示局部差被全部抵消。当Ｓ≠０（有局部差）且Ｔ ＝ ０（总量相
等）时，Ｃ ＝ １，表明局部差被完全抵消掉；当｜ Ｔ ｜ ＝ Ｓ时（局部差均为同向），Ｃ ＝ ０，表明不存在差被正负抵消
的情况。 ｜ Ｔ ｜ ／ Ｓ表示总量上能够显示的差占局部实际差别的比例，而Ｃ表示总量差未能体现出的那部分局部
差的比例，也即局部差的抵消率。

图３　 ＳＷＡＴ模型基于不同土壤图模拟的年均产流量的相对差随统计面积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ＷＡ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ｗａｔｅｒｙｉｅｌｄ ｂｙ ＳｏＬＩＭ ａｎｄ ＳＳＵＲＧＯ

３　 结果及分析
对ＳＷＡＴ和ＷｅｔＳｐａ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模型各自分别输入ＳＳＵＲＧＯ和ＳｏＬＩＭ土壤数据，所得不同土壤数据模拟产

流图之间差的定量评价结果及其随子流域面积的变化如图３和图４。从图３和图４可见，无论是半分布式的
ＳＷＡＴ模型还是全分布式的ＷａｔＳｐａ模型，对于面积较小的子流域，不同土壤数据导致的模拟产水差别在某
些子流域较大而某些子流域较小，子流域间变幅较大；随着子流域面积的增大，基于两种土壤数据模拟的子
流域产流总量的差别Ｔ逐渐变小并趋于０，而空间平均差Ｓ随着计算子流域面积的增大逐渐趋于稳定，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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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较大值。该现象表明，在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ｒｅｅｋ流域水平上，基于ＳｏＬＩＭ和ＳＳＵＲＧＯ模拟的产水空间分布图之
间存在较大差别，而总量相对差则随着计算面积增大而整体逐渐变小。

图４　 ＷｅｔＳｐａ基于不同土壤图模拟的年均产流量的相对差随统计面积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ｅｔＳｐ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ｗａｔｅｒｙｉｅｌｄ ｂｙ ＳｏＬＩＭ ａｎｄ ＳＳＵＲＧＯ

这种随着计算面积增大，总量差逐渐减小而空间平均差逐渐稳定在较大值的现象表明，采用不同详细程
度的土壤数据进行模拟将可能导致显著的空间产水差异，但对径流总量的影响随汇流面积增大而减弱。尤其
在模拟面积大于１０ ｋｍ２ 时，基于ＳｏＬＩＭ和ＳＳＵＲＧＯ模拟的产流总量的相对差较小，表明在这个面积之上，
采用两种土壤数据模拟的产流总量相当，但空间差异在该空间水平上基本保持稳定在较大水平。

在同一面积水平上，总量差与空间平均差之间的差，则代表了在统计总量差时对空间局部正负差的抵消
强度，两者的值差别越大，表明该水平上局部差的正负抵消作用越明显。在模拟面积大于１０ ｋｍ２ 时，空间
平均差明显大于总量差的现象表明了产流的局部差在计算总量时经历了显著抵消作用。

图５显示了这种抵消作用随面积的变化。从图中可知，对于ＳＷＡＴ和ＷｅｔＳｐａ模型，抵消率存在同样的
趋势：对于面积较小的子流域，差别抵消率变幅较大，不同子流域的抵消率在０到１００％都有分布，说明不
同的子流域内部的差别构成不同，有的子流域内部各点差别为单向或没有差别，有的差别为正负双向，随着
子流域面积的增大，抵消率处于较高的水平，在子流域面积大于１０ ｋｍ２ 时，模型率定前的抵消率保持在
６０％左右，而模型率定后的抵消率则达到８０％以上。说明随着计算范围的扩大，正负差在子流域内部的整
体抵消作用逐渐增强。

另外，从图３和图４可见，不同的水文模型和参数环境对模拟结果间的差会产生一定影响。尤其在模拟
面积大于１０ ｋｍ２ 时，ＳＷＡＴ和ＷｅｔＳｐａ模型基于ＳｏＬＩＭ和ＳＳＵＲＧＯ模拟产流的空间平均差分别在１０％和２０％
上下，表明不同水文模型对土壤信息的响应大小存在一定差异。ＳＷＡＴ和ＷｅｔＳｐａ模型对土壤信息响应的不
同，主要由模型对模拟单元的划分、土壤数据的参数化过程及产流计算公式的不同等方面所引起。ＳＷＡＴ模
型将水文响应单元作为模拟的基本单元，每个水文响应单元内采用均一的参数，从各土壤类型提供的分层土
壤属性中提取模型参数，以ＳＣＳＣＮ径流公式计算地表径流；而ＷｅｔＳｐａ模型以流域内划分的栅格单元计算
水文过程，各栅格内采用均一的参数，土壤不分层并且从土壤所属的质地类型中提取土壤参数，基于霍顿地
表径流方程计算径流。这些处理方式上的不同都将引起模型对土壤信息响应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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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于不同土壤图模拟的年均产流量空间差的抵消率随计算面积的变化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 ａｒｅａ

４　 结　 　 论
以ＳｏＬＩＭ和ＳＳＵＲＧＯ土壤数据为例，利用半分布式的ＳＷＡＴ模型和全分布式的ＷｅｔＳｐａ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模型，在

一个小流域中探讨了不同土壤数据对模拟产水的空间分布和流域总量的影响。土壤数据的不同将引起模拟产水
在空间上的明显差别，而总量相对差则随计算面积的增大而逐渐减小。模拟总量的相对差随着汇流面积增大而
减小的现象，主要由不同土壤数据模拟产水在局部空间上正负差的抵消所造成。以上结果显示，对于注重空间
分布的模拟，需要较详细的输入数据，而对于总量模拟，则可随模拟面积的增大而适当放宽数据要求。

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本研究仅在美国的一个小流域进行了分析，在中国的实用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今后需要收集中国不同流域的数据对结论进行验证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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