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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区域“四水”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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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天津市现状，利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近期针对强人类活动地区，尤其是复杂的农田
系统开发的分布式水文模型———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构建了天津市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并对天津市“四水”转化特征
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天津市“四水”转化过程受社会侧支水循环的影响较大，有地表产流少、土壤补给
大消耗量大、地下水超采以及入境水和外调水利用率高等特点。当地地表水已不能满足区域用水需求，现状条件下
通过消耗上游来水量和外调水量保证区域用水，未来虽然还有南水北调工程补水，但仍需要执行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才能逐步减少地下水超采，增加入海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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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转化关系是指“四水”（即大气降水、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
约、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关系［１］。大气水分通过凝结等作用，变为液态或固态降水，降水到达地表后，
转化为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而地表水、土壤水及地下水又通过蒸发回到了大气，成为大气水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此同时，地表水、土壤水与地下水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也不断产生水量交换［１］。“四水”转化
关系贯穿于流域／区域水循环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区域特性［２３］，其中降水产流、土壤水下渗、潜水蒸发、
土壤蒸发及植被蒸腾等过程是整个水循环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也是联结大气降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以
及土壤水大气水相互转化的纽带。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就意识到研究“四水”转化关系的重
要性［４６］，从１９８３年起，“四水”转化研究便被列入“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内容［１］，国内知名的水利
团队即加入到“四水”转化关系的研究中，随后“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继续完善《华北地区地表水、地下
水相互关系研究》，通过大量的观测实验和分析研究，初步探明了华北地区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
水相互转化机理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针对不同地区展开“四水”转化关系的研究，２０世纪８０ ～
９０年代对于“四水”转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依据试验站点的观测数据利用统计学方法或绘制曲线的方法对
“四水”转化量及相关转化系数的研究上，研究区主要是针对农田或灌区［７］，研究成果为应对和预防平原区
抗旱抗涝等灾害［８］、提高灌区水资源利用率［９］等问题提供了技术指导。利用模型对“四水”转化关系进行
研究始于９０年代，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一方面，实验仍然是研究“四水”转化的重要手段［１０］，另一方面，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水文模型对“四水”转化关系进行研究成为主要发展趋势［４，１１］，而对
“四水”转化的研究作为基础也逐步纳入到水资源评价及水循环演变规律等综合水资源问题的研究中。其
中，具有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水文模型能够识别和再现区域水循环过程，通过与水资源配置模型和宏观决策模
型的耦合为流域／区域的水资源评价及水资源演变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模型工具［１２１３］。

本文利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近期针对强人类活动地区，尤其是农田系统开发的分布
式水文模型（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ａ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ＣＹＣＬＥ），以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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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详细刻画区域二元水循环过程中的“四水”转化关系，以期为二元水循环模式下区域水资源评价、合
理开发利用和管理等提供新的工具和可靠的技术支撑。

１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简介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为一个全新的分布式水文模型，以Ｃ＋＋语言为基础，通过面向对象（ＯＯＰ）的方式模块

化开发，并以数据库作为输入输出数据管理平台。利用面向对象模块化良好的数据分离／保护以及模型的内
在模拟机制，该模型实现了水文模拟的并行运算，大幅提高了模型的计算效率。此外该模型还具有较为完善
的水量平衡校验机制，可为用户和模型开发者提供使用和开发上的诸多便利。
１ １　 模型结构及水循环模拟路径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是以日为计算步长的水文模型，适合于长时间尺度的区域／流域水量平衡模拟分析。模
型的模拟结构及水循环路径见图１。首先需要根据数字高程（ＤＥＭ）把区域／流域划分为不同的子流域，并形
成由各子流域主河道组成的模拟河网。子流域之间通过主河道和水库的级联关系构建全流域空间上的水分传
输关系。在各子流域内部，先按水面域和陆面域进行一级划分，除主河道和水库之外的水面域概化为子流域
内的滞蓄水体（湖泊／湿地），陆面域则根据子流域内土地利用分布、土壤分布的空间差异和土地管理方式的
不同进行归类，并按“马赛克法”二级划分为多个基础模拟单元，如裸地单元、农田单元、居工地单元、
草地／林地单元等。基础模拟单元在模型中用一维土柱进行土壤水模拟，并考虑植物生长和壤中流等过程。
在子流域的土壤层以下，将子流域的地下水系统分为潜水含水层和承压含水层进行模拟，并考虑其与滞蓄水
体、河道水、土壤水的水量交换。

图１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模拟结构及水循环路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ｐａｔｈ ｏｎ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

１ ２　 主要模拟原理概述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对水循环的模拟充分体现“自然社会”二元特性。描述的自然水循环过程中的大气过

程主要包括降水、积雪、融雪、积雪升华、冠层截留、截留蒸发等过程；地表过程主要包括地表积水、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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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地表产流、坡面汇流、河道汇流、湖泊／湿地漫溢出流、水面蒸发、河道渗漏、湖泊／湿地水体渗漏等
过程；土壤过程主要包括产流／入渗、土壤水下渗、土壤蒸发、植物蒸腾、壤中流等过程；地下过程主要包
括渗漏补给、潜水蒸发、基流、浅层／深层越流等过程。主要过程的模拟方法见表１。

模型可考虑多种人类活动对自然水循环过程的干预，主要包括：①作物的种植／收割。模型可根据不同
分区的种植结构对农作物的类型进行不限数量的细化，并模拟不同作物从种植到收割的整个生育过程。②
农业灌溉取水。农业灌溉取水在模型中具有较灵活的机制，其水源包括河道、水库、浅／深层地下水及外调
水５种类型。除可直接指定灌溉事件之外，在灌溉取水过程中还可根据土壤墒情的判断进行动态灌溉。③
水库调度。可模拟任意两个水库或河道之间的调水联系，并有多种调水方式，还可根据水库的调蓄原理对模
拟过程中水库的下泄量进行控制。④点源退水。模型可对工业／生活的退水行为进行模拟，点源的数量不受
限制，同时可指定退水位置。⑤工业／生活用水。工业／生活用水在模型中通过耗水来描述，其水源包括河
道、水库、浅／深层地下水、池塘５种类型。⑥湖泊／湿地的补水。可模拟多种水源向湖泊／湿地的补水。⑦
城市区水文过程模拟。针对不同城市透水区和不透水区面积的特征，对城市区不同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的产
／汇流过程进行模拟。

表１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中主要过程采用的模拟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

模拟过程 主要过程 模拟方法 备注
积雪／融雪 度日因子法［１４］

大气过程 冠层截留 与叶面积指数关系法
截留蒸发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１５］

地表积水 设置积水深 地表积水超过最大积水深时才产流
水面蒸发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

地表过程 地表产流／入渗 改进的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模型 具有地表积水机制
河道汇流 马斯京根法
水体渗漏 渗漏系数法
土壤水下渗 土层储量法 储流函数计算延迟下渗

土壤过程 壤中流 坡度法［１６］

土壤蒸发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 考虑土壤蒸发补偿
植被蒸腾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 考虑植被吸水补偿
潜水蒸发 阿维里扬诺夫斯基公式

地下过程 地下水补给 储流函数法
地下水基流 基流公式法
浅层／深层越流 梯度法

植物生长过程 热单位理论［１７］

２　 天津市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构建
天津市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北依燕山，东临渤海，素有“九河下梢”之称。介于３８°

３３′５７″Ｎ ～ ４０°１４′５７″Ｎ，１１６°４２′０５″Ｅ ～ １１８°０３′３１″Ｅ之间，总面积１１ ９１９ ７ ｋｍ２，其中平原占９３ ９％，山区和
丘陵占６ １％。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多年年平均气温在１２℃左右，区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７２０ ～ ５６０ ｍｍ之间，由北向南递减，多年平均蒸发能力约９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ｍ，在地区上的分布由北向南递增，
干旱指数为１ ２０ ～ ２ ０８。流经天津市行洪河道１９条，排涝河道７９条，分属海河流域的北三河（蓟运河、潮
白河、北运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大清河水系、海河干流水系、黑龙港运东水系和漳卫南运河水系。另外，
由于引滦入津工程的修建，使滦河成为天津市的重要供水水源。天津市共有大型水库３座，中型水库１２座。
２ １　 输入数据

模型模拟时间为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年，计算尺度为日。输入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１）基础空间数据　 主要包括天津市行政区划图、２０００年遥感图、９０ ｍ数字高程图（ＤＥＭ）（图２（ａ））、１∶

２５万数字河系图（图２（ａ））、１∶ １００万土壤类型图（图２（ｂ））及２０００年１∶ １０万土地利用类型图（图２（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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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水文气象数据　 １０个国家气象站点的实测逐日气象数据（包括气温、风速、太阳辐射量和相对湿
度）；２６个天津市雨量站（见图２（ｄ））的实测逐日降水资料；７个水文站的实测流量等资料。

（３）供用水数据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年天津市各区县农业、工业和生活年用水数据及取水水源等。
（４）作物相关参数　 各区县农作物种植结构、耕作制度、灌溉制度等。
（５）水库参数　 ３座大型水库和１２座中型水库（图２（ｄ））的库容、集水面积等基础参数及调度数据。
（６）其它数据　 天津市土壤数据库及各种植被参数等。

图２　 模型输入中主要的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Ｍａ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ａｐｓ ｉｎ ｉｎｐｕｔ ｄａｔａ

２ ２　 模型构建
模型构建主要分为以下５个步骤：
（１）初步生成水文响应单元　 根据天津市ＤＥＭ、数字河系图、行政区图、土地利用类型图和土壤类型

图初步将研究区分为３５６个子流域和３ ４８３个水文响应单元（ＨＲＵ）。
（２）拆分ＨＲＵ确定最小模拟单元　 先用天津市行政区边界将已生成的ＨＲＵ细化使其具有行政区县属

性，再根据天津市的种植结构将土地利用类型中的旱地和水田划分为１１种主要作物类型，使最小模拟单元
具有作物属性，最终将研究区划分为３５６个子流域和６ ３８６个最小模拟单元。

（３）用水展布　 将各区县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年各行业年用水数据展布到６ ３８６个最小模拟单元上，其中农业
用水展布到最小模拟单元上，工业和生活用水输入到子流域和水库用水数据表中。模型中的水库分为两类，
一类是天津市实有的１５座大中型水库；另一类是２５座河道水库，模拟河道上的大中型蓄水闸；模拟水库共
计４０座。

（４）输入点源数据　 将入境水量输入到入境断面上，将退水量输入到退水点。
（５）根据天津市实际情况输入各有关参数，完成地下水参数表、池塘和湿地参数表、河道水库调水数

据表、模拟参数控制表、水库参数表、植物生长数据表等模型输入表。
２ ３　 模型验证

传统水文模型一般是通过还原观测断面径流量对模拟效果进行检验，但伴随人类活动改造自然能力的增
强，水循环体现出复杂的二元特性，强烈人类活动地区人工社会侧支水循环对整个水循环的影响甚至大于自
然水循环，所以，强烈人类活动地区难以将观测径流量还原为天然状态下的径流量。因此，结合掌握的资
料，本次研究从整个区域水循环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对天津市水循环模型进行验证：①二元水循环“四水”
转化量必须平衡；②区域年出境水量及其过程与实测资料接近；③区域ＥＴ量及变化过程与遥感ＥＴ相近；
④浅层地下水位变化及过程与实测接近。

模型中涉及大量参数，率定过程中主要考虑其中对水分转化较为敏感的参数，包括地表最大积水深度、
蒸发／蒸腾补偿因子、土壤对植物可利用水量体积比、土壤饱和渗透系数、主河道及子河道渗漏系数、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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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率等，首先根据现有资料对各参数进行估算，然后再通过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的对比进行调整。以下
是参数率定完成后各检验目标的验证结果。

（１）水量平衡检验　 水量平衡检验是判断模型是否遵循区域水量平衡原理的重要依据。天津市人类活
动强烈，水循环系统涉及因素众多，不仅有自然水循环过程，还有人工水循环过程。在涉及众多自然人工
过程的整体水循环模拟中，天津市水循环结果能否在水量平衡方面严格闭合，对检验模型的正确性至关重
要。天津市全区多年平均水平衡状况见表２。

（２）年出境流量检验　 天津市出境河流中除山区?河流入北京海子水库外其它均注入渤海。将７个水
文站实测数据作为输入条件控制径流，模拟期内模型模拟与实测出境水量对比见图３。由对比图可看出，模
型模拟与实际观测出境流量的年际变化规律一致，二者相关系数达０ ９８。从整体模拟效果看，能够满足率
定要求。

表２　 天津市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年８年平均水量平衡 亿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ｐａｒｔ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９７ ａｎｄ ２００４

输出项 补给 排泄 蓄变
１ ＨＲＵ总降雨量 ４７ ６２ ＨＲＵ总植被截留蒸发量 ２ ０６ ＨＲＵ总蓄变量 ０ １０
２ ＨＲＵ总积雪升华量 ０ ０４ 池塘／湿地总蓄变量 － １ ３
３ 池塘／湿地总降雨量 ４ ４８ ＨＲＵ总土壤蒸发量 ３８ ０８ 河道总蓄变量 ０ ０３
４ 水库总降雨量 ２ ９１ ＨＲＵ总植被蒸腾量 １４ ２６ 水库总蓄变量 ０ ０１
５ 入境＆退水量 ２５ ４２ ＨＲＵ总积水蒸发量 ０ ３０ 浅层地下水总蓄变量 － ０ １６
６ 池塘／湿地总蒸发量 ５ ８６ 深层地下水总蓄变量 － ４ ５０
７ 河道总蒸发量 １ ０７
８ 水库总蒸发量 ５ ６８
９ 出境地表水量 ８ ７０
１０ 工业生活地表用水量 ６ ６３
１１ 工业生活浅层地下水用水量 ０ ３５
１２ 工业生活深层地下水用水量 ３ ２３
合计 ８０ ４２ ８６ ２４ － ５ ８２

平衡误差 ０

（３）ＥＴ检验　 遥感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蒸散发量估算方法，本文主要依据《天津市水资源与水环境综
合评价基线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基线报告》）中遥感反演蒸散发量数据作为模型检验模拟ＥＴ的参考。《基
线报告》中给出的是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年的数据，因此本次研究采用３年的数据验证模拟ＥＴ。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年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拟的天津市综合ＥＴ与遥感ＥＴ对比见图４。由图中可以看出，模拟ＥＴ与
遥感ＥＴ略有差异，遥感得到的ＥＴ的最大值发生在２００３年，而模拟的ＥＴ最大值在２００４年。分析原因，主
要是由于两者模拟降水量不同所致，由图５可以看出，遥感降水量２００３年最大，而模拟降水量与《天津市水
资源公报》中给出的降水量一致，３年中２００４年降水量最大。

图３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年模型模拟与实测出境及入海水量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ｙｅａｒｌｙ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０４

图４　 天津市模拟ＥＴ与遥感ＥＴ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ｅｄ ＥＴ

从图６可以看出，模拟与遥感ＥＴ的年内变化规律一致，二者相关系数达０ ９５，年内变化均呈双峰曲
线，从年初开始，ＥＴ量平稳增加，年内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５月和８月，８月达到年内最大值。通过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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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模型模拟Ｅ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图５　 天津市实际、模拟降水量与遥感降水量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６　 天津市模拟与遥感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年３年平均月ＥＴ量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ｅ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２００４

（４）地下水水位检验　 选用１３口浅层地下水观测井埋深数据对模型模拟浅层地下水系统进行校准和验
证。通过调整参数，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年研究区模拟与实测月平均浅水埋深对比图见图７，从实测和模拟浅层地下
水埋深过程的对比来看，在８年的模型率定期内，模拟的浅层地下水埋深变化过程与实测的数据基本一致，
变化曲线吻合较好，二者相关系数为０ ７６。

图７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年武清区模拟与实测月平均浅水埋深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２００４

３　 天津市“四水”转化过程及特征分析
３ １　 模型中“四水”转化过程描述

在水文过程模拟方面，ＭＯＤＣＹＣＬＥ模型将区域水循环分为两大过程进行模拟：陆面水循环过程和水面
水循环过程。大气降水降到陆面上，分别经历植被截留、积雪／融雪、地表积水、地表产流、入渗、土表蒸
发、植被蒸腾等过程，最后一部分形成产流转化为地表水，一部分入渗至土壤转化为土壤水，还有一部分水
分通过各种蒸发蒸腾作用又返回至大气；大气降水或灌溉水转化为土壤水资源以后，一部分被作物利用，一
部分形成壤中流流入河道转化为地表水，另一部分通过土壤层下渗转化为地下水；垂向上，地下水通过潜水
蒸发的作用将水分带入土壤补给土壤水，侧向上形成地下水基流流入河道转化为地表水。大气降水降到水面
上，直接形成地表水，同时伴随的蒸发作用，又使一部分水分返回到大气中；河道或者水库中的地表水一方
面通过水体自身的渗漏直接补给土壤水和地下水，另一方面在人工取水的过程中，通过渠系系统间接补给土
壤水和地下水。
３ ２　 天津市“四水”转化过程定量分析

天津市二元水循环路径及各分项水量见图８，括号中的数值为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年８年平均量（亿ｍ３）。天津
市水面分布较广，直接降至水面上的降水量较大，为７ ３９亿ｍ３，其中降到水库和河道上的直接产流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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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９１亿ｍ３，占总降水量的５％，池塘／湖泊／湿地上的降水量为４ ４８亿ｍ３，占总降水量的８％；除自身产流
量以外，上游入境水和外调水也是天津市的两大水资源供给量，总量达到２０亿ｍ３，而出境和入海水量只有
８ ７亿ｍ３，其余水量均消耗在区域内。

陆面降水量为４７ ６２亿ｍ３，占总降水量的８７％，其中形成地表径流量３ ０８亿ｍ３（约占陆面降水量的
７％）直接转化为地表水；２ ４０亿ｍ３ 的水分（约占陆面降水量的５％）以植被截留蒸发、积雪升华和积水蒸发
的形式返回到大气中，其余除小部分被植被截留利用外绝大部分水分（约占陆面降水量的８８％）渗入土壤转
化为土壤水；田间灌溉引地表水７ ８０亿ｍ３，其中０ ６２亿ｍ３（约占灌溉引地表水的８％）经渠系渗漏直接补给
地下水，７ １８亿ｍ３（约占灌溉引地表水的９２％）灌入田间转化为土壤水；灌溉引地下水３ ９３亿ｍ３，其中重新
回归到地下水的水量为０ ３１亿ｍ３，约占灌溉引地下水的８％，其余３ ６２亿ｍ３ 水（约占灌溉引地下水的
９２％）灌入田间转化为土壤水；土壤系统接受大气降水、田间灌溉水以及潜水蒸发补充的同时，除供生物生长
所需水分外，有５２ ３４亿ｍ３ 的水分（约占陆面降水量、田间灌溉量与潜水蒸发量总和的７５％）以植被蒸腾和
土壤棵间蒸发的形式返回至大气，１０ ３９亿ｍ３ 的水分（约占陆面降水量、田间灌溉量与潜水蒸发量总和的
１５％）下渗转化为地下水，０ ７６亿ｍ３ 形成壤中流流入河道转化为地表水；浅层地下水在接受土壤水和灌溉引
水损失补给的同时，通过潜水蒸发的作用将１０ ６７亿ｍ３ 的水分带入土壤层转化为土壤水，另外形成０ ７３亿
ｍ３ 的基流流入河道转化为地表水。

图８　 天津市二元水循环路径及各分项水量示意图
Ｆｉｇ ８ Ｐａｔｈ ｏｆ ｄ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ｅａｒｌｙ 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天津市的水循环过程非常复杂，“四水”转化关系概化为图９，转化量为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年８年平均值（亿ｍ３），其中，土壤水包含植物水。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天津市的四水转化关系：其
中大气水与地表水之间主要通过降水产流和水面蒸发进行转化；大气水与土壤水之间主要通过降水入渗和蒸
发蒸腾的形式进行转化；地表水与土壤水之间主要通过灌溉取水和壤中流的形式进行转化；土壤水和地下水
之间主要通过潜水蒸发、灌溉取水以及下渗补给的形式进行转化；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主要通过渠系渗漏和
地下水基流的形式进行转化；具体转化量如图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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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天津市“四水”转化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４　 结　 　 论
天津市“四水”转化过程复杂，受区域“供用耗排蓄”社会侧支水循环的影响较大。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年

８年平均总降水量５５ ０１亿ｍ３，仅有少部分直接转化为地表水，区域总产流系数约为１６％，陆面产流系数
仅为７％；陆面上的降水大部分进入土壤层转化为土壤水，除降水外，地表水、地下水灌溉和潜水蒸发都补
给土壤层，总补给量为６６亿ｍ３，但只有０ ７６亿ｍ３ 的壤中流转化为地表水、１０ ３６亿ｍ３ 下渗补给地下水，
大部分水分都以蒸发蒸腾的形式返回大气；地下水总体处于超采的状态；而当地地表水已不能满足区域用水
需求，现状条件下通过消耗上游来水量和外调水量保证区域用水，未来虽然还有南水北调工程补水，但仍需
执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才能逐步减少地下水超采、增加入海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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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优先数字出版
为即时确认作者科研成果、彰显论文传播利用价值，从２０１１年起，将在《水科学进展》印刷版期刊出版的定稿论文优先在

“中国知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以数字出版方式提前出版（优先数字出版）。欢迎读者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
总库”检索、引用本刊作者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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