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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渭河流域２０个气象站１９５９ ～ ２００８年逐日气象资料，以ＦＡＯ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法计算的各站逐日潜在蒸
散量作为标准值，对基于气温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进行参数校正以使其适用于渭河流域。应用统计降尺度模型ＳＤＳＭ将
ＨａｄＣＭ３输出数据降尺度到各站点，生成Ａ２，Ｂ２两种情景下各站未来日最高、最低气温数据，将其输入校正参数
后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模型，从而分析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渭河流域潜在蒸散量以及最高、最低气温的时空变化趋势。结
果表明：各站校正后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可用于估算未来情景下渭河流域潜在蒸散量；两种情景下流域日最高、最低气温
和年潜在蒸散量较基准期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且Ｂ２情景低于Ａ２情景下增幅；各区域年潜在蒸散变化量在未来３
个时期均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增幅较大地区主要分布在渭河南岸，而渭河北岸大部分变幅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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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不仅影响着水文、生物和生态系统，还影响着经济、生活，因此气候变化对地区、国家甚至全
球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１］。就气候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而言，蒸散发的变化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影响因子。蒸散发是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２］，也是水文模型的关键输入因子［３］，准确地估算未来潜
在蒸散量并分析其时空变化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对未来水循环的影响，并对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气象要素估算潜在蒸散量的方法有很多，对于缺
资料地区，仅需要气温等易获取数据的气温法无疑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价值［４５］。气候变化的模拟，以大气
环流模式（ＧＣＭｓ）为代表，其中ＨａｄＣＭ模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６ ７］。目前，利用潜在蒸散量估算方法结
合ＧＣＭｓ输出结果探讨未来蒸散量的时空变化尚处于起步阶段［８９］。

渭河是黄河第一大支流，涉及甘肃、宁夏、陕西三省区，其在黄河治理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作
为西北经济发达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１０］。因此，研究渭河流
域的气候变化对保护和改善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学者就气候变化对渭河流域水文水
资源的影响进行了探索［１１１２］，但利用ＧＣＭｓ输出分析渭河流域未来情景蒸散量的研究工作尚没有见到。

本文根据渭河流域及周边２０个气象站近５０年逐日气象数据，以ＦＡＯ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简称ＦＡＯ ＰＭ）
法计算的各站逐日潜在蒸散量为参考值，对基于气温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进行参数校正以使其适用于渭河流域，
然后将ＨａｄＣＭ３输出数据降尺度生成的两种情景下各站未来日最高、最低气温数据输入到校正参数后的Ｈａｒ
ｇｒｅａｖｅｓ模型，从而预测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渭河流域潜在蒸散量的变化趋势，以期为水资源管理与决策部
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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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渭河（图１）是黄河第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三省区，在陕西省
潼关县注入黄河。流域总面积１３ ４８万ｋｍ２，位于１０４°００′Ｅ ～ １１０°２０′Ｅ，３３°５０′Ｎ ～ ３７°１８′Ｎ之间，三省区分

图１　 渭河流域及周边气象测站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ｉ

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别占４４ １％，５ ８％和５０ １％，干流全长８１８ ｋｍ。流域
西高东低，北部为黄土高原，南部为秦岭山脉。渭河两
岸支流众多，其中泾河是渭河最大支流，河长４５５ １
ｋｍ，流域面积４ ５４万ｋｍ２，占流域总面积３３ ７％。北
洛河为渭河第二大支流，河长６８０ ｋｍ，流域面积２ ６９
万ｋｍ２，占流域总面积２０％。渭河流域地处干旱和湿润
地区过渡地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干燥寒冷，降
水稀少；夏季炎热多雨。多年平均气温７ ８ ～ １３ ５℃，
降水量４００ ～ ８００ ｍｍ，水面蒸发量６６０ ～ １ ６００ ｍｍ，陆
地蒸发量５００ ｍｍ左右［１３］。
１ 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包括：气象站点实测数据，
ＧＣＭ（ＨａｄＣＭ３）输出数据以及ＮＣＥ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再分析资料数据。

（１）气象站点实测数据来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该资料已经过初步质量控制），包括渭河流
域及周边２０个气象站点１９５９ ～ ２００８年日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风速，日照时数，各气
象站点分布见图１。

（２）ＮＣＥＰ再分析数据为１９６１ ～ ２０００年日序列，共有２６个因子，包括平均海平面气压，地表平均气
温、比湿、相对湿度、地转风速、风向、纬向风速、经向风速、涡度、散度，５００ ｈＰａ和８５０ ｈＰａ位势高度
及５００ ｈＰａ和８５０ ｈＰａ高度场的相对湿度、地转风速、风向、纬向风速、经向风速、涡度、散度。ＮＣＥＰ网格
大小为１ ８７５° × １ ８７５°，与ＨａｄＣＭ３不符，因此，将ＮＣＥＰ网格数据转换成２ ５０° × ３ ７５°，以与ＨａｄＣＭ３数
据格式统一。

（３）ＧＣＭ输出数据采用英国气象局Ｈａｄｌｅｙ Ｃｅｎｔｒｅ海气耦合模式（ＨａｄＣＭ３）输出的１９６１ ～ ２０９９年逐日序
列，数据来源于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ｃｓ ｕｖｉｃ ｃａ ／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 ｉｎｄｅｘ ｃｇｉ？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网格大小为２ ５０° × ３ ７５°，包括Ａ２
（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和Ｂ２（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两种气候情景，选用的预报因子与ＮＣＥＰ相同，其覆盖
在渭河流域的６个格点如图１所示。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统计降尺度模型

统计降尺度是通过确立大尺度预报因子和区域或站点尺度预报量间的经验统计关系，从而实现尺度转
换。统计降尺度模型（ＳＤＳＭ）综合了天气发生器和多元回归法［１４］，它主要包括两部分：①建立预报量（区域
或站点气象数据）与预报因子（大气环流因子）之间的统计关系；②利用ＧＣＭ输出数据和ＳＤＳＭ模型生成预
报量的未来日序列数据。

本文在渭河流域应用ＳＤＳＭ，以日最高、最低气温为预报量，根据预报量与ＮＣＥＰ ２６个预报因子之间的
相关分析和散点图拟合效果选择各站点预报因子。利用１９６１ ～ １９９０年站点日序列实测数据（预报量）与确定
的ＮＣＥＰ预报因子序列建立统计关系，计算ＳＤＳＭ天气发生器模型参数。利用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年逐日数据对
ＳＤＳＭ进行验证，最后将ＨａｄＣＭ３输出的２０１０ ～ ２０９９年逐日数据输入到ＳＤＳＭ，从而模拟Ａ２、Ｂ２情景下各
站点日最高、最低气温序列。以ＷＭＯ推荐的１９６１ ～ １９９０年为基准期，将未来日最高、最低气温序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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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９年、２０４０ ～ ２０６９年和２０７０ ～ ２０９９年３个时期。
１ ３ ２　 潜在蒸散量估算方法

（１）ＦＡＯ ＰＭ法
ＦＡＯ ＰＭ法无论在干旱还是湿润地区计算精度都较高［１５１７］，公式如下：

ＥＴＰ ＝
０ ４０８Δ（Ｒ ｎ － Ｇ）＋ γ ９００

Ｔ ＋ ２７３
ｕ２（ｅｓ － ｅａ）

Δ ＋ γ（１ ＋ ０ ３４ｕ２） （１）
式中　 ＥＴＰ 为潜在蒸散量，ｍｍ ／ ｄ；Ｒ ｎ 为太阳净辐射，ＭＪ ／（ｍ２·ｄ）；Ｇ为土壤热通量，ＭＪ ／（ｍ２·ｄ）；Ｔ为平均
气温，℃；ｕ２ 为２ ｍ高处的风速，ｍ ／ ｓ；ｅｓ为饱和水汽压，ｋＰａ；ｅａ 为实际水汽压，ｋＰａ；ｅｓ － ｅａ 为饱和水气压
差，ｋＰａ；Δ为饱和水汽压曲线斜率，ｋＰａ ／ ℃；γ为干湿计常数，ｋＰａ ／ ℃。

（２）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只需气温和地理位置数据，且基于温差反映辐射项，因此在缺资料地区得到了广泛应

用［４ ５］，公式如下：
ＥＴＰ ＝ ａＲＡＴＤ

１ ／ ２（Ｔ ａ ＋ １７ ８） （２）
式中　 ＥＴＰ 为潜在蒸散量，ｍｍ ／ ｄ；ａ为参数，初始值为０ ００２ ３；Ｔ ａ 为平均气温（取最高、最低气温的平均
值），℃；ＴＤ为温差，℃；ＲＡ 为大气顶层辐射，ＭＪ ／（ｍ２·ｄ）。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潜在蒸散量估算方法校正

估算未来情景下潜在蒸散量需要采用输入变量较少且估算精度较高的方法。考虑到目前ＧＣＭ所有输出
中只有气温较为可靠，故本文选择基于气温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将ＦＡＯ ＰＭ法的计算结果作为标准值对Ｈａｒ
ｇｒｅａｖｅｓ法进行参数校正以使其适用于渭河流域，并用其估算未来情景下不同时期流域潜在蒸散量。

图２　 校正后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与ＦＡＯ ＰＭ法计算的流域平均日潜在蒸散量散点图及月潜在蒸散量年内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ＥＴＰ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ａｎｎｕ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Ｔ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ＡＯ ＰＭ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本文采用平均绝对误差ＥＭＡ，平均相对误差ＥＭＲ，均方误差ＥＲＭＳ以及确定性系数Ｒ２ 作为模拟效果评价
指标，ＥＭＡ，ＥＭＲ，ＥＲＭＳ越接近０，Ｒ２ 越接近１，模拟效果越好。以ＥＭＡ，ＥＭＲ，ＥＲＭＳ最小，Ｒ２ 最大为目标函数
对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在各站进行参数校正以期改进模拟效果。校正后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各站参数修正至０ ０００ ８ ～
０ ００１０之间，与ＦＡＯ ＰＭ法的ＥＭＡ在０ ２８ ～ ０ ７９之间，ＥＭＲ在１６ ５１％ ～ ３８ ２５％之间，ＥＲＭＳ在０ ３６ ～ １ ０４
之间，Ｒ２ 在０ ６４ ～ ０ ９２之间，说明校正后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在各站模拟误差均较小，模拟效果令人满意。基于
各站点在流域内的面积权重，两种方法估算流域平均日潜在蒸散量的散点图见图２（ａ），Ｒ２ 达到０ ９４，斜率
和截距分别为０ ９６和０ １５，流域平均月值年内分布较为吻合（图２（ｂ））。以上研究表明，各站点校正后Ｈａｒ
ｇｒｅａｖｅｓ法可用于估算渭河流域未来情景下潜在蒸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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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气候变化情景下潜在蒸散量时空变化
依据各站选择的预报因子分别率定ＳＤＳＭ模型参数，率定期内各站模拟的Ｔｍａｘ与实测序列的Ｒ２ 在０ ８３３

～ ０ ９２４之间，验证期为０ ７８４ ～ ０ ９２１；率定期Ｔｍｉｎ的Ｒ２ 在０ ７８９ ～ ０ ８９７之间，验证期为０ ８２５ ～ ０ ９３０，
模拟效果的详细评价可参见文献［１２］。由此可以看出，率定后ＳＤＳＭ模拟效果较好，可用于ＧＣＭ输出降尺
度应用。应用确定的ＳＤＳＭ将ＨａｄＣＭ３输出数据降尺度生成Ａ２、Ｂ２情景下各站未来日Ｔｍａｘ、Ｔｍｉｎ序列，将其
输入各站校正后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模型，从而生成两种情景下各站未来日ＥＴＰ 序列。根据各站面积权重，计算流域
平均日Ｔｍａｘ，Ｔｍｉｎ和年ＥＴＰ 序列。

基准期流域平均日Ｔｍａｘ，Ｔｍｉｎ和年ＥＴＰ 及其在两种情景下未来３个时期较基准期的变化量见表１。两种
情景下３个变量较基准期均呈较明显上升趋势，Ｂ２情景下Ｔｍａｘ在未来３个时期分别升高１ ３１℃、２ ４６℃和
３ ６０℃，除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９年与Ａ２情景上升幅度相差无几外，２０４０ ～ ２０６９年与２０７０ ～ ２０９９年均低于其上升幅
度；Ｂ２情景下Ｔｍｉｎ分别升高１ １８℃、２ ５７℃和４ ４１℃，较Ａ２情景上升幅度与Ｔｍａｘ基本一致；Ｂ２情景下ＥＴＰ
分别增大７１ ２２ ｍｍ、１０５ ３３ ｍｍ和１４３ １５ ｍｍ，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９年较Ａ２情景略有增大，但２０４０ ～ ２０６９年与
２０７０ ～ ２０９９年均低于Ａ２情景增大幅度，这与Ｔｍａｘ和Ｔｍｉｎ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表１　 流域日最高、日最低气温和年潜在蒸散量基准期平均值及两种情景下较基准期的变化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ＴＰ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气候变量 基准期 Ａ２情景下变化幅度 Ｂ２情景下变化幅度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９年２０４０ ～ ２０６９年２０７０ ～ ２０９９年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９年２０４０ ～ ２０６９年２０７０ ～ ２０９９年

日最高气温／ ℃ １５ ０９ １ ２９ ２ ８２ ５ ０４ １ ３１ ２ ４６ ３ ６０
日最低气温／ ℃ ４ １７ １ １７ ２ ６９ ４ ８３ １ １８ ２ ５７ ４ ４１
年潜在蒸散量／ ｍｍ ８９６ ９３ ６９ ６４ １２０ ４７ １９４ １６ ７１ ２２ １０５ ３３ １４３ １５

图３　 渭河流域未来最高、最低气温及潜在蒸散量月变化情景
Ｆｉｇ 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ａｎｄ ＥＴＰ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图３列出两种情景下Ｔｍａｘ、Ｔｍｉｎ和ＥＴＰ 的月变化。Ｔｍａｘ几乎均呈上升趋势，且增温幅度随时间推移逐渐增
大。Ｔｍｉｎ除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９年时期４月和５月略微下降外，变化趋势与Ｔｍａｘ基本一致。ＥＴＰ 在５ ～ １０月均呈明显
增大趋势，７月最为显著，增幅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１１月～翌年４月变化趋势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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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所限，图４仅列出Ｂ２情景下日Ｔｍａｘ、Ｔｍｉｎ和年ＥＴＰ 变化量空间分布，Ａ２情景除变化量大小不同
外，空间分布规律基本一致。渭河和北洛河上游是Ｔｍａｘ增幅较大区域，流域中下游大部增幅较小。增温较大
区域随时间推移由渭河上游逐渐扩大至中上游，其最大值分别为３ ３７℃、４ ５８℃和５ ７５℃，呈明显递增趋
势，而北洛河上游增温区域则逐渐缩小，增温较小区域相对较为稳定。Ｔｍｉｎ增幅较大区域集中在渭河、泾河
和北洛河上游，增温较小区域主要分布在渭河下游西安附近。增温较大区域随时间推移逐渐向中下游延伸，
最大值分别为３ ０２℃、４ １４℃和５ ９３℃，增温趋势明显，增温较小区域由渭河中下游逐渐萎缩至西安附近。
ＥＴＰ 不同变幅区域空间分布较稳定，增幅较大地区分布在渭河南岸，北洛河上游和泾河中游地区，最大增幅
分别为１９０ ４２ ｍｍ、２３６ ８２ ｍｍ和２９４ １２ ｍｍ，随时间推移增大趋势显著。渭河北岸大部变幅较小，主要分
布在泾河中下游地区。

图４　 Ｂ２情景下渭河流域未来３个时期日最高、最低气温及年潜在蒸散变化量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ａｎｄ ＥＴＰ ｕｎｄｅｒ Ｂ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结　 　 论
（１）各站校正参数后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法可用于估算渭河流域未来情景下潜在蒸散量。
（２）两种情景下流域日最高、最低气温和年潜在蒸散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且Ｂ２情景低于Ａ２情景下增

幅。潜在蒸散量增幅较大月份为５ ～ １０月，其中７月最为显著。
（３）日最高、最低气温增幅较大区域逐渐扩大，增幅较小区域逐渐萎缩。年潜在蒸散量不同变幅区域

均成明显增大趋势，增幅较大地区为渭河南岸，渭河北岸大部变幅较小。
气温、蒸散量是影响径流、泥沙等过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流域水循环对其的响应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９５４　 第４期 左德鹏，等：气候变化情景下渭河流域潜在蒸散量时空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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