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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小流域夏季枯水径流对覆被变化的响应
姚月锋，满秀玲，蔡体久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要：根据枯水径流在流量过程曲线上的定义，绘制枯水径流流量过程曲线（Ｌｏｗ Ｆｌｏｗ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ＬＦＤＣ），分
析１９７３ ～ ２００４年间东北地区育林沟流域夏季枯水径流对造林引起覆被变化的响应规律。结果表明，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年
相对于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流域森林覆被增加了１５％，多年平均夏季枯水径流相对增加１１ ８４ ％，各年夏季枯水径流
增加值却随着森林覆被的增加整体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流域覆被的增加对ＬＦＤＣ曲线上０ ～ ５０％频率的夏季枯
水径流增加尤为显著。ＬＦＤＣ曲线能够更好地体现超过某一频率的枯水径流对覆被变化的响应规律，对于枯水季节
水文水资源的利用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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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引起森林覆被变化对水文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林冠截流和林地蒸散发从而减少年径流［１］、洪峰径
流［２］以及枯水径流［３］，但不同地区其影响规律不一［２］。虽然过去几十年森林覆被变化对水文影响的研究取
得了显著成效［４］，但对于不同气候、不同地形区域内特定枯水径流产生机制以及相对枯水径流增加、减少
过程的了解十分有限［５］。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定义，枯水径流为长时间干旱条件下的河川径流［６］，然而，这样的定义相对含糊。
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学者对枯水径流有不同的理解［５，７］，其中流量过程曲线（Ｆｌｏｗ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ＦＤＣ）上超过７０％ ～ ９９％频率的径流则通常被广泛用来定义为枯水径流［５］。枯水径流主要来源于流域地下水
以及河岸、湖泊和湿地的地下渗流［９］，其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性［１０］。东
北地区夏季枯水径流常发生在春季融雪径流消退而雨水相对缺乏的初夏时期，而此时期则为东北地区农业生
长需水期。水资源安全已成为影响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子［１１］，而夏季枯水径流的发生，将严
重影响着区域的农业发展。同时，２０世纪，中国的覆被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水资源产生重要的
影响［１２］。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已占世界造林面积１ ／ ４，属世界最大［１３］；特别在东北地区，由于长期受人为活
动影响，原有的原始森林绝大部分已更替为天然次生林或人工林，虽然森林群落已向着正向演替方向发
展［１４］，但对森林植被变化和水文关系却缺乏流域尺度上的长期研究［１３］。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造林幅度的增
加，由此引起流域的高蒸散发有可能导致更低枯水径流和干旱现象的频繁出现［８］。特别夏季长时期枯水径
流的发生，对于农业以及生态系统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势必影响长期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１５］。

本研究根据枯水径流在流量过程曲线上的定义，绘制枯水径流流量过程曲线（Ｌｏｗ Ｆｌｏｗ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ＬＦＤＣ），同时利用双累积曲线（Ｄｏｕｂｌｅ Ｍａｓｓ Ｃｕｒｖｅ，ＤＭＣ），分析１９７３ ～ ２００４年间东北地区育林沟流域夏季枯
水径流对造林引起森林覆被变化的响应规律，以期为枯水时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森林合理经营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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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地区，海拔２８０ ００ ～ ７０７ ００ ｍ。年均降水量为６７６ ００ ｍｍ，年均气温为

－ １ ００ °Ｃ，相对湿度为７８％，蒸发量为８０５ ００ ｍｍ。地带性植被为以红松（Ｐｉｎｕｓ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为主的针阔混交
林，相伴着云杉、落叶松林等。地带性土壤为暗棕壤，伴随着沼泽土和草甸土。

育林沟流域位于黑龙江省带岭试验局寒月林场（４７°１４′ Ｎ，１２８°４９′ Ｅ）（图１（ａ）），集水面积为８ ２８ ｋｍ２。
土壤类型为典型森林暗棕壤，总孔隙度为６２ ８４ ％。森林类型以人工落叶松林与天然次生林为主。其中天然
林主要树种有红松、白桦（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春榆（Ｕｌ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毛赤杨（Ａｌｎｕｓ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紫椴（Ｔｉｌｉａ ａｍｕ
ｒｅｎｓｉｓ）。由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进行大量砍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营造兴安岭落叶松林实施人工林恢复
更新［１６］。１９７３年，育林沟流域森林覆被（有林地面积占流域面积百分比）约为２０％ ［１７］；从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森
林覆被急剧增加（从２０增至７０％左右）；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０年，森林覆被增加相对缓慢（从７０增至８５％）；自１９９０
年后，流域森林覆被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图１（ｂ））。

图１育林沟流域地理位置及其森林覆被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 Ｙｕｌｉｎｇ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ｖ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数据收集

降雨量取自流域内两个气象哨１９７３ ～ ２００４年逐日数据，将逐日数据进行累加后算两气象哨的加权平均
值。夏季径流来自流域内水文站水文年鉴所记载的１９７３年至２００４年各年６ ～ ８月份逐日径流值。根据流域
集水区面积大小，把１９７３ ～ ２００４年夏季逐日径流转换为流域径流深。对于枯水径流采用Ｓｍａｋｈｔｉｎ［５］所定义
的，即在某一时期内流量过程曲线上等于或超过７０％ ～ ９９ ％频率总径流深的平均值。以１９７３年至２００４年
各年夏季逐日径流深做流量过程曲线，将各年流量过程曲线上等于或超过７０ ～ ９９％径流深提出算其算术平
均值即为该年夏季枯水径流。
２ ２　 双累积曲线

双累积曲线方法用来检测水文数据的不一致性，可以用来检验配对流域间植被变化前后对水文产生显著
影响［１８］，也可以分析单个流域内植被变化前后对水文变化的显著影响［１９］。本文利用双累积曲线分析单一流
域森林覆被变化对夏季枯水径流的影响，以排除气候变化对夏季枯水径流的影响作用［１９］。通过建立夏季累
积枯水径流和累积降雨量的双累积曲线，利用线性回归对森林覆被变化引起夏季枯水径流显著变化（突变点
（年））前的流域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和累积降雨量进行线性拟合，模拟显著突变点后的夏季累积枯水径流，

０９７ 水科学进展 第２２卷



分析模拟值与观测值间的差值，即为流域森林覆被变化对夏季枯水径流产生影响的大小。
２ ３　 突变点识别

ＡＲＩＭＡ（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模型能够分析存在空间自相关的水文数据，分析其本
身存在的变化模式以及预测其未来变化趋势［２０］，同时可以通过其干预分析功能（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分析
ＤＭＣ曲线上突变点的显著性［１９，２１］。通过ＡＲＩＭＡ干预分析功能分析夏季累积枯水径流和累积降雨量双累积曲
线上突变点的显著性，探讨流域覆被变化对夏季枯水径流的影响规律。
２ ４　 枯水径流流量过程曲线

流量过程曲线表示某一时期内等于或超过某一特定径流值的累积频率曲线，已被广泛应用于森林植被变
化与水文关系研究中［４，２２］。其可以通过比较森林植被变化前后的流量过程曲线来确定森林植被变化对径流
的影响［４］。本文引进枯水径流流量过程曲线（ＬＦＤＣ），通过从各年夏季逐日径流流量过程曲线中提取枯水径
流，再绘制夏季枯水径流的ＬＦＤＣ曲线，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ＬＦＤＣ曲线分析育林沟流域夏季枯水径流对森
林覆被变化的响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夏季枯水径流的响应

从育林沟流域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和累积降雨量双累积曲线（图２）可以看出，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间，流域夏
季累积枯水径流深与累积降雨量为线性关系，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约占夏季累积降雨量０ １０ ％。１９８２年
后，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与累积降雨量间偏离原来线性关系，夏季累积枯水径流呈现增加的趋势。以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为参照，即假设，在此时间段内，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和累积降雨量之间为自然响应关系，流域
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没有受到流域覆被变化的显著影响，从１９８３年以后，流域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偏离参
照线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观测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值即为流域覆被变化对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的影响，森林
覆被变化增加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

图２　 育林沟流域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和累积降雨量双累积曲线
Ｆｉｇ ２ ＤＭＣ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ｌｏｗ ｆｌｏｗ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由图２可知，１９８２年为该曲线上的突变点，通过ＡＲＩＭＡ突变分析模型对此突变点分析可以看出，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与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间夏季累积枯水径流差异显著（ω ＝ ０ ８２２（ｐ ＜ ０ ００１）），且此显著差异有扩大的趋
势（δ ＝ ０ ９６８ （ｐ ＜ ０ ００１））。突变点前后流域覆被变化对夏季枯水径流的影响存在显著性，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年间
流域覆被相对于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间增加了１５％，其多年平均夏季枯水径流深相应增加１１ ８４％。因此，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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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为夏季累积枯水径流深与累积降雨量的自然响应关系成立，可以通过分析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年间夏
季枯水径流深实测值与预测值的差值即为夏季枯水径流深对覆被变化的响应。

图３表示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年间，各年夏季枯水径流对于流域森林覆被变化的响应趋势。从１９８３年至２００４
年，流域夏季枯水径流增加值随着流域森林覆被的增加整体呈现减少的趋势。当流域覆被达到７０％以后，
随着流域覆被的不断增加并保持稳定，流域覆被变化对径流增加影响的贡献在逐渐减少，并有出现负增加趋
势。因此提出，在小兴安岭地区面积相对较小的流域，有林地面积应该控制在７０％左右，这样保持流域覆
被对夏季枯水径流的最大贡献，有利于枯水季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管理和森林合理经营。但影响流域径流
变化的因子是多方面的，７０％的森林覆被不一定适合其它流域，这需要在其它流域进一步研究进行验证。

增加的森林覆被对流域穿透雨量和时滞的影响以及森林土壤对特定时间（春季融雪径流）地表径流的下
渗作用同样影响着夏季枯水径流［２］。本研究中，对于育林沟流域地理状况及造林斑块空间分布的了解还有
所欠缺，对于探讨流域夏季枯水径流对覆被变化的响应规律还存一定的不确定性。然而，仍需不断面对在有
限水文资料的特定流域，如何分析和预测流域径流对造林所引起覆被变化的响应规律所带来的挑战［２４］。
３ ２　 夏季枯水径流流量过程曲线（ＬＦＤＣ）

本研究以造林引起森林覆被变化对夏季枯水径流无显著影响的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ＬＦＤＣ曲线为参考线，分
析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年间森林覆被变化对夏季枯水径流的影响。从图４中可看出，育林沟流域森林覆被的增加对
夏季枯水径流ＬＦＤＣ曲线上频率在０ ～ ５０％的枯水径流增加影响尤为显著。但两时期多年平均降雨量不一致，
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年间ＬＦＤＣ曲线上０ ～ ５０％频率夏季枯水径流的增加也有可能是由于降雨量的增加而引起。为了
进一步探讨流域夏季枯水径流深的增加是否与降雨量增加相关，对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年两个不同
时期降雨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两时期内降雨量差异不显著（ｐ ＝ ０ ６０）。因此，可以推断育林沟流域
ＬＦＤＣ曲线上０ ～ ５０％频率夏季枯水径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流域覆被变化而引起。

图３　 育林沟流域森林覆被变化对夏季枯水径流深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ｌｏｗ ｆｌｏｗ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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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时期育林沟流域夏季枯水径流流量过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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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ａｋｈｔｉｎ［５］提到虽然ＦＤＣ方法近来在水文、水资源应用得越来越广，但其潜在的功能还没有被完全开发
应用。本文引进的ＬＦＤＣ曲线能够更完整的体现某一频率枯水径流对覆被变化的响应规律，对于枯水季节水
资源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需要足够长的枯水径流序列才能在ＬＦＤＣ曲线上完全反映０ ～ １００％不同频
率枯水径流的分布特征，对于缺乏完整数据的流域适用性不强。如在分析以年为单位的枯水径流短时间序列
时会有所限制，无法完全反应出现在高频率和低频率的枯水径流对流域干扰的响应规律。ＬＦＤＣ曲线是在原
有每单一ＦＤＣ曲线上提取７０％ ～ ９９％频率的径流（枯水径流）数据再进行一次ＦＤＣ曲线拟合，从而延长了
原有的径流序列，其对于以季节或月为时间单位的枯水径流序列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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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年相对于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年间森林覆被增加１５％，多年平均夏季枯水径流深相对增加

１２％。
（２）从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４年，流域森林覆被变化从７０％增加到８５％并保持相对稳定，夏季枯水径流增加值随

着流域森林覆被的增加整体呈现减少的趋势。同时提出，在小兴安岭地区面积相对较小的流域，有林地面积
应该控制在７０％左右，保持流域植被变化对夏季枯水径流的最大贡献，有利于森林合理经营和枯水季节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管理。

（３）流域森林覆被增加对ＬＦＤＣ曲线上０ ～ ５０％频率的夏季枯水径流增加尤为显著。本文利用ＬＦＤＣ曲
线能够更完整的体现某一频率枯水径流对覆被变化的响应规律，对于枯水季节水资源的利用管理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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