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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中国高寒区水文数据和参数缺乏、 机理不清的现状， 应用祁连山葫芦沟寒区水文小流域观测数据及相

关研究成果， 率定并获取了高寒区水文模拟中的几个关键参数： ① 降水观测误差校正系数及公式； ② 固液态降水

分离的临界气温； ③ 高寒灌丛降水截留参数； ④ 土壤完全冻结温度； ⑤ 积雪消融的临界气温。 认识到若全球变暖

引起植被带上移， 则山区流域蒸散 ／降水比例增大、 径流系数必然减小； 现有降水数据难以满足高寒区水文模拟的

需要， 降水截留模拟有待改进， 冰川、 积雪消融缺乏高精度简单估算方法； 长时间水文模拟中必须考虑风吹雪、
冻土类型演替及冻结深度变化， 以及冰川运动和体积变化； 需加强冻结层下水、 积雪升华和冰川汇流观测试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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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寒区陆地面积 ４１７ ４ 万 ｋｍ２［１］， 是中国主要大江、 大河的发源地及半干旱区的主要地表水源， 更是

干旱区的水塔。 高海拔（约占寒区面积的 ７０％）是中国寒区的特色， 高寒山区水文过程研究是中国西部水资

源预估及水源地保护的基础， 是了解内陆河流域水循环过程的关键。 中国高寒区与北半球高纬寒区具有较大

的差异， 国外高纬寒区水文过程的研究结果难以反映中国高寒区水文循环的特征。 目前中国高寒区流域水文

的研究重点主要是针对冰冻圈、 特别是冻土水文过程， 高海拔山区降水时空分布以及高寒区典型植被在流域

水文循环中的作用及其和环境要素的相互关系， 其主要限制因素是缺乏全面、 同步的观测数据。 针对中国高

寒山区特有水循环规律认识不足以及高精度驱动数据和多变量验证数据缺乏的研究现状， 结合高纬寒区相关

研究结果及传统物理水文学规律， 通过观测试验和模型模拟， 获取中国高寒区水文过程的基本规律、 经验公

式和关键参数是当前中国高寒区水文学领域的关键课题， 这也正是建立高寒区观测试验的主要科学目的之

一［２］。 本文拟依据祁连山葫芦沟寒区水文试验小流域观测资料［３］ 及寒区水文相关研究结果， 初步总结中国

高寒区水循环的若干认识， 以及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部分问题、 遗漏点及难点， 并对几个关键参数进行率定，
以期提高中国高寒区水文过程的模拟能力。

１　 寒区降水参数的确定

１ １　 降水时空分布

精确降水输入是寒区流域水量平衡估算及水文过程模拟的前提， 但高寒区降水资料稀少， 特别是高海拔

山区。 为此在祁连山葫芦沟小流域（海拔 ２ ９６０～４ ８２０ ｍ， 面积 ２３ １ ｋｍ２）陆续布设了 ８ 套称重式雨雪量计和

１４ 个总雨量筒［３］。 ４ 套称重式雨雪量计 ２００９ 年以来的数据表明（总雨量筒数据为月尺度； 其他 ４ 套数据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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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短）， 受内循环及局地降水影响， 在较短时间尺度上（小时、 日尺度）， 还不能描述降水时空分布的统

计规律。 这对于需要短时间尺度的寒区水文物理过程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也是水文模拟的较大误差源。
在月尺度上， 葫芦沟及所在的黑河祁连山区海拔 ４ ２００ ｍ 以下， 湿季月降水量基本与海拔呈正线性或微弱 Ｓ
型关系， 但在干季无规律可循［３］； 在年尺度上， 降水量 ～ 海拔为正线性关系， 多年平均海拔梯度约为

２００ ｍｍ ／ ｋｍ（图 １）。

图 １　 黑河山区年降水量海拔梯度

Ｆｉｇ 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ｉ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ｂａｓｉｎ

１ ２　 降水观测误差校正

寒区固态降水占较大比例， 观测精度受风的扰动较大（动力损失）， 并存在蒸发损失和湿润损失［４⁃５］， 在

水文模拟中需做校正。 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曾组织了 ４ 次大规模的降水观测对比计划［６］； 早期以杨大庆为

代表的中国学者主要参与了第 ３ 次计划， 在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开展了降水对比观测工作［７］； 该计划以双层防

风栅栏（ＤＦＩＲ）为标准， 综合考虑降水观测误差的 ３ 大损失［６］。 同期， 中国气象局等在 ３０ 个气象站布设了降

水对比观测， 但其主要针对降雨观测校正， 观测标准为 ＷＭＯ 第 ２ 次对比计划的观测标准 Ｐｉｔ 雨量筒［８］。 此

后 Ｓｕｇｉｕｒａ 等［９］、 Ｆｏｒｔｉｎ 等［１０］利用 ＷＭＯ 降水对比观测数据， 提出了许多校准方法。 但在当前中国寒区水文

研究中， 降水观测误差校正［１１⁃１２］依然主要采用杨大庆等［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观测结果， 而受当时条件限制，
观测主要集中在暖季； 且在其他寒区缺乏系统的观测。 受资料限制及方便应用， 过去在中国高寒区水文模型

中主要采用简单的校正比例关系［１３］， 降雨以 １ １、 降雪以 １ ３ 为修正系数并结合模型水量平衡调整。
为获取祁连山区的校正参数，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 在葫芦沟小流域布设了 ４ 种降水对比观测试验

（中国标准雨量筒、 标准雨量筒加 Ａｌｔｅｒ 防风罩［１４］、 Ｐｉｔ 地面标准雨量筒［１５］ 和 ＤＦＩＲ 标准降水观测场［１６］； 其

中 ＤＦＩＲ 布设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底； 数据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每天观测 ３ 次。 日尺度观测结果： ① 中国标

准雨量筒、 Ｐｉｔ 地面标准雨量筒和 ＤＦＩＲ 之间线性关系明显（Ｒ２＞０ ９９）； ② ＤＦＩＲ 观测结果总体略低于 Ｐｉｔ 雨
量筒， 但在雪季 ＤＦＩＲ 略高。 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短期同步数据， 雨季 ＤＦＩＲ 约为中国雨量筒结果的

１ ０４ 倍， 雪季为 １ ３３ 倍。 建议： ① 若简单应用， 研究区雨、 雪可选统一动力损失校正系数： １ ０３ ～ １ ０５；
② 若雨、 雪分别校正： 降雨动力损失校正系数 １ ０４， 降雪 １ ３３； ③ ＷＭＯ 曾根据全球观测数据给出了两个

基于风速和气温的校正公式［１６］， 本文统计参数与其略有差异。
Ｃｓｎｏｗ ＝ ９２ ３５ － ８ ６３Ｗｓ ＋ ０ ３９Ｔｍａｘ 　 　 　 （ｎ ＝ １９， Ｒ２ ＝ ０ ６３） （１）

Ｃｒａｉｎ ＝ １００ ５０ － １ ３５Ｗｓ 　 　 （ｎ ＝ ３９， Ｒ２ ＝ ０ ０３） （２）
式中　 Ｃｓｎｏｗ和 Ｃｒａｉｎ为降雪、 雨捕捉率，％； Ｗｓ为中国标准雨量筒高度处的风速， ｍ ／ ｓ； Ｔｍａｘ为日最高气温，℃；
ｎ 为降水次数。 式（１）Ｒ２值与 ＷＭＯ 公式接近， 但式（２）差异较大。 该结果尚需根据后续数据校正。
１ ３　 固液态降水分离方法及其临界气温 ／露点温度

西部高寒区地形复杂、 降水类型多变， 而降雨与降雪径流过程明显不同， 但靠常规气象观测难以描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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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点 ／区块的降水类型。 为较为精确地模拟高寒区水文过程并考虑到气温的良好空间分布规律性， 基于临

界气温 ／露点温度的参数化方法被广泛应用［１３］， 但中国高寒区缺乏系统观测和统计结果。 ２０１０ 年韩春坛

等［１７］根据中国气象局基本 ／基准气象站资料， 获取了中国陆地范围内固液态降水分离的单临界日平均气温。
鉴于该结果主要基于散点图人工判读， ２０１３ 年陈仁升等［１８］又利用概率统计进行了校准， 并补充了中国固液

态降水分离的临界日平均露点温度。
在日尺度上， 受气候差异及日内气温波动影响， 固液态降水分离的单临界气温存在一定区域性及跳跃

性［１８］。 总体而言， 中国中东部低海拔地区、 北疆低海拔干旱区， 雨雪分离的单临界气温（雨夹雪时日平均气

温波动剧烈， 未考虑）为 １ ５～２ ５℃， 中东部山区波动于 ２ ５～３ ５℃之间， 而在西部高寒区， 为 ３ ５～５ ５℃，
特别是藏西南地区， 大于 ５ ５℃ ［１８］。

鉴于寒区水文物理过程的研究需要较短的时间尺度， 根据葫芦沟小流域 １ ～ ３ 号综合环境观测系统气象

图 ２　 固液态降水分离的 ０ ５ ｈ 平均临界气温

（数据来源： 祁连山葫芦沟小流域）
Ｆｉｇ 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ｈａｌｆ⁃ｈｏｕｒｌｙ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ｒａｉｎ， ｓｎｏｗ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ｔ

数据［３］、 人工每天 ３ 次的天气现象记录、 自动雪深数据

及同期部分照片（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９２２ 个降

水数据）综合判别， 发现在 ０ ５ ｈ 尺度上， 研究区降雪的

临界平均气温基本为 ０℃， 而降雨对应的临界气温约为

３℃， 发生雨夹雪的气温区间为 ０ ～ ３℃（图 ２）。 该结果的

不确定性在于缺乏降水类型观测仪器， 今后将结合相机

自动拍摄结果［１９］或补充雨滴谱仪等仪器进一步校核。
１ ４　 寒区植被降水截留及参数

中国高寒区降水截留的特色： ① 森林以常绿针叶林

为主； ② 植被以灌木和草甸 ／草原为主 （总约 ７０％）；
③ 占高寒区面积约 １２％的高山寒漠带及 ２％的冰川区不

考虑植被截留； ④ 固态降水 ／雨夹雪截留占较大比例。 现

有水文模拟中， 草甸 ／草原降水截留一般未考虑， 而面积相对较少的森林相关研究则较多［２０］， 但约占高寒区

面积 ７％的高寒灌丛降水截留国内研究较少［２１］。 为此在葫芦沟小流域布设了相关观测试验， 获取了 ４ 种典型

灌丛（高山柳、 金露梅、 鬼箭锦鸡儿和沙棘）的降水截留参数［２１］： ① 各种灌丛穿透水、 茎杆流出现的单次临

界降水量均约为 ２ ０ ｍｍ； ② 穿透率： 高山柳＞金露梅＞鬼箭锦鸡儿＞沙棘； 茎杆流： 沙棘＞鬼箭锦鸡儿＞金露

梅＞高山柳； 年平均截留率： 沙棘（３９ ７％）＞鬼箭锦鸡儿（３５ ６％）＞金露梅（３４ ６％）＞高山柳（３３ ３％）； ③ 稳

定截留率及其临界降雨量： 金露梅单次降水量（Ｐ）＞１０ ｍｍ 时， 截留率稳定在 ２５％； 高山柳稳定截留率 ２０％
（Ｐ＞１０ ｍｍ）； 锦鸡儿为 １８％（Ｐ＞１５ ｍｍ）； 沙棘为 ２０％（Ｐ＞２５ ｍｍ）。 青海云杉为高寒区典型树种， 来自祁连

山西水林区排露沟流域的报道表明［２０］， 其林冠截留率、 茎流率和穿透率分别为 ３５ ３％、 ０ ５％和 ６４ ２％； 当

林外降水量＞０ ８ ｍｍ 时出现林内穿透雨， 而大于 １３ ６ ｍｍ 时， 才观测到茎杆流。 这与灌丛结果有较大差异。
青海云杉林冠的几何形态结构不利于形成茎杆流。

现有水文模型中的降水截留模块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① 未考虑截留后风的扰动。 不管是降雨还是降雪，
在风速超过一定临界值后， 绝大多数截留降水会降落， 特别是高寒区风速较大； ② 在考虑截留量多寡并随

植被生长而变化时， 一般引用叶面积指数（ＬＡＩ）作为代用指标［１３，２２］。 对于常绿针叶林来讲， 影响不大， 但对

于落叶林或者灌丛来讲， 冬季 ＬＡＩ 基本为 ０， 但树干 ／枝以及附着枯叶等， 还是有较大的截留能力。 这个问

题也存在于较高的草甸 ／草原， 建议在高寒区水文模型中尽可能补充相应模块。

２　 寒区能量输入估算的误差问题

太阳辐射是寒区冰冻圈消融、 流域蒸散等过程的首要驱动因子， 贯穿于其中的能量 ／物质平衡则是寒区

水文过程研究的基本准则。 但能量平衡法在高寒区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① 观测资料少， 在绝大多数流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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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用或缺乏验证数据； ② 估算误差足以掩盖众多实际过程， 最终结果缺乏可信度。 误差主要来源于单分

量估算误差的叠加： ① 短波辐射。 高寒区流域高时空分辨率的总辐射估算， 建议采用太阳辐射传输简化参

数化方法［２３］并结合中国 ＦＹ 系列卫星资料（１ ｈ） ［２４］， 估算精度约 ９０％。 反射辐射估算建议结合遥感资料和下

垫面类型估算， ＦＹ 卫星资料仍然是首选， 估算精度约 ９０％。 ② 净辐射。 净长波辐射估算精度取决于地表温

度和大气发射率资料的时空精度， 高寒区地形复杂， 天气多变， 净长波辐射估算精度相对较低。 总体来讲，
叠加短波辐射误差后， 高时空分辨率的净辐射估算精度一般低于 ８０％［２５⁃２６］。 ③ 感热和潜热。 常用估算方法

有基于空气动力学原理的梯度法、 基于陆面能量平衡的波文比法， 以及涡动相关法、 涡旋累积法、 通量方差

法等［２７］。 在试验点尺度上， 感热估算精度较高（Ｒ２ ＝ ０ ９）， 但潜热估算精度偏低（Ｒ２ ＝ ０ ６） ［２７］。 这些方法需

求驱动资料较多， 较适用于大尺度陆面过程模拟［２８］， 而高寒区地形复杂， 观测资料稀少， 在水文模拟较佳

的时空尺度上（１ ｈ 或 １ ｄ， ＜１ ｋｍ １ ｋｍ）， 驱动资料的获取本身就存在很大误差， 最终获取的结果也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２９］。 在高寒区水文模型中， 有时只能采用简单经验方法［３０］， 估算精度更是难以评估。 感热和

潜热的计算方法仍需在实际应用中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 ④ 消融热。 消融热是高寒区冰川、 积雪消融最

终的驱动因子。 其估算精度为上述各热量分量误差的叠加 ／消减， 并缺乏实测资料验证， 据此估算的冰川、
积雪消融量精度难以评估， 尽管有一些实测冰川和积雪消融数据。

建议在当前高寒区水文过程模拟中， 冰冻圈消融尽可能选用估算精度较高的短波辐射、 气温作为驱动指

标并结合经验公式开展［３０］。 实际蒸散 ／潜热是潜在蒸散、 土壤未冻水含量以及植被类型等的函数， 为避免中

间环节的误差叠加， 可用气象站 ／水文站蒸发皿资料作为潜在蒸散量来估算蒸散发［１３］。

３　 冰冻圈水文过程的若干认识

３ １　 冻土水文

多年和季节冻土广布于寒区， 其水热传输贯穿于寒区流域的产流、 入渗和蒸散发过程中， 是寒区水文过

程的核心环节； 多年冻土活动层以及季节冻土中固态含水量的存在以及复杂的水热传输 ／转换过程， 改变了

寒区土壤的实际孔隙度、 饱和导水率、 导热系数、 导水率和水分运移途径及运移量， 最终影响了流域的产汇

流过程以及径流的年内、 年际变化［１３］， 具体表现与流域下垫面类型也有很大关系， 而这种冻土⁃生态⁃水文相

互作用关系目前还不很清楚［３１］， 从而影响流域尺度水文过程模拟及综合分析。
（１） 下垫面对水热传输的影响　 为初步探讨冻土⁃生态⁃水文相互作用关系，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在葫芦沟小

流域开展了 ４ 种寒区典型下垫面（高寒草原、 高寒草甸、 沼泽化草甸和高山寒漠， 分属于季节冻土和多年冻

土）冻土⁃植被⁃大气一维水热传输过程（ＳＶＡＴｓ）同步观测和模拟工作。 结果表明， ＣｏｕｐＭｏｄｅｌ［３２］能够较好地估

算不同深度层的地温、 土壤含水量和冻结深度［３３］。 模拟发现， 地表水汽交换量： 沼泽＞草甸＞草原＞寒漠；
地表热量交换剧烈程度： 寒漠＞沼泽＞草甸＞草原； 波文比： 草原＞草甸＞沼泽＞寒漠； 蒸散发： 沼泽＞草甸＞草
原＞寒漠； 蒸散降水比率： 草原＞草甸＞沼泽＞寒漠； 调蓄能力： 沼泽＞草甸＞草原＞寒漠； 推算的径流系数：
寒漠＞沼泽＞草甸＞草原［３３］。 据此推断， 若全球变暖引起植被带上移， 则山区流域蒸散 ／降水比例增大、 径流

系数必然减小。
（２） 水热耦合模型参数的确定　 为更好地了解冻土水热传输过程， 当前需要获取的经验公式和参数包

括： ① 改进冻土实时导热系数、 导水率与土壤基本物理参数、 未冻水含量和含冰量等因子的经验关系； 当

前所用公式多来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９０ 年代的室内实验结果［１３］； 还需要开展较多的室内控制实验［３４］； ② 高精

度、 简单地表温度估算方法： 地表温度是积雪消融和冻土水热传输的直接驱动因子， 但高寒地形复杂区目前

缺乏高时空分辨率的数据； 阳勇［３５］根据葫芦沟小流域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数据， 获取了小时尺度灌丛、 草甸和裸

土表面温度的估算经验公式， 该公式仅以气温和地形作为驱动要素， 易于应用且精度较高（Ｒ２＞０ ９７）； ③ 土

壤完全冻结临界温度的确定。 完全冻结温度指土壤含水量仅为残余含水量时所对应的温度［１３，３２，３５］， 高于该临界

值时土壤水仍然会运移。 Ｊａｎｓｓｏｎ 和 Ｍｏｏｎ［３２］ 建议该临界地温取－６℃， 在黑河山区发现－７℃ 时模拟结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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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１３，２５］。 根据葫芦沟小流域 １～３ 号综合环境观测系统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０ ５ ｈ 观测数据［３］（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层， 约

１ ０５ １０６个数据； 剔除 ０℃以上数据）， 各试验点地温～土壤未冻水含量关系总体一致： ０℃是一个明显拐点，
土壤完全冻结临界地温则为－１０～－６℃（图 ３）， 其与土壤颗粒大小及物质成分有一定关系。 可根据土壤性质粗略

估计不同土壤完全冻结的临界温度（表 １）。 总体来讲， 土壤残余含水量越小， 该临界温度越低。

图 ３　 葫芦沟典型土壤（０～１００ ｃｍ， ５ 层）０ ５ ｈ 平均未冻水含量与地温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ｌｆ⁃ｈｏｕｒｌｙ ｓｏｉ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ｇｉｏｎｓ

表 １　 不同土壤类型的完全冻结临界温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ｆｒｏｚｅｎ

土壤类型 砾 粗砂土 壤质砂土 壤土 砂壤土 粘壤土 粘土 砂质粘土

残余含水量 ／ ％ ２ ３ ２ ０ ３ ５ ２ ７ ４ １ ７ ５ ９ ０ １０ ９

临界地温 ／ ℃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８ ０ －８ ５ －７ ５ －７ ０ －６ ０ －７ ０

（３） 难点及薄弱点　 除冻土⁃生态⁃水文相互作用关系［３１］ 以外， 仍需关注冻结层下水在流域产汇流过程

中的作用， 特别是中国高温多年冻土较多， 冻结层上、 下水垂向交换量还不清楚。 此外， 在长时间水文模拟

和预估中， 需考虑冻土类型、 厚度以及温度等的时空变化， 这对模拟和预估精度的影响较大。
３ ２　 冰川水文

（１） 度日因子在冰川融水资源估算中的作用　 大尺度冰川融水资源变化及其对海平面的影响是国际关

注的焦点。 中国冰川 ４ ６ 万多条， 但系统监测有限。 如何应用有限观测资料探讨中国冰川融水资源估算的简

单方法备受关注［３６］。 鉴于能量平衡方法的复杂性、 驱动资料少以及误差较大的缘故， 目前应用最多的还是

各种度日因子法［３７］， 但度日因子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参数， 随气候、 地形、 海拔、 冰川类型等变化而变化，
中国高寒区单条平川平均值波动于 ２ ３～１３ ８ ｍｍ ／ （℃·ｄ）之间， 总体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大。 从冰川类型来

看， 海洋型冰川的度日因子相对较大［３８］。 但同一条冰川的度日因子变化也很明显， 例如， 唐古拉山小冬克

玛底冰川为 ４ ４～１６ １ ｍｍ ／ （℃·ｄ） ［３９］， 纳木错流域扎当冰川介于 ４ ０～１４ ０ ｍｍ ／ （℃·ｄ）之间， 随海拔升高度

日因子有所降低［４０］， 这可能因为研究区海拔较高（＞５ ５００ ｍ）的缘故； 而天山科其喀尔巴西冰川波动于０ ３～
１４ ０ ｍｍ ／ （℃·ｄ）之间， 度日因子与海拔有一定指数统计关系（图 ４）， 若再考虑经度、 纬度、 坡向和坡度等

因素， 其 Ｒ２ ＝ ０ ８６（式（３））。 但这种统计关系具有一定的局地性， 难以推广。 冰川度日因子的这种剧烈变

化， 是高精度冰川消融估算的难题。 近年来， 卿文武等［４１］ 提出了一种考虑地形遮蔽效应的简单改进度日因

子模型， 能够提高冰川消融估算能力， 但仍然是局地性的。 Ｚｈａｎｇ 等［４２］提出了一种月尺度的改进度日因子模

型， 主要是分海拔带考虑了降水补给等水量平衡因子， 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度日因子的冰川水文模型； 该模型

能够较好地模拟月尺度冰川面积及融水径流变化。
Ｄ ＝－ １０５ ７ϕ ＋ ９６ ８λ ＋ ０ ０３ｈ － ０ ８ｃｏｓ（ω － １８０） ＋ ２０ ３ｓｉｎα － ３ ４４７ ４ （Ｒ２ ＝ ０ ８６，ｐ ＜ ０ ０１） （３）
式中　 Ｄ 为度日因子， ｍｍ ／ （℃·ｄ）； ϕ为纬度， （°）； l为经度， （°）； ω为坡向， （° ）； a为坡度， （°）。

（２） 地温在冰川消融和融水径流估算中的作用　 基于天山科其喀尔巴西、 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和长江源

冬克玛底冰川长期观测资料， 发现冰川径流与地温比与气温具有更好的统计关系， 土壤温度传导的 “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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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天山科其喀尔巴西冰川度日因子随海拔变化及其与准度日因子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Ｄｅｇｒｅｅ⁃ｄａ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ｆｏｒｍ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ｘｋａｒ Ｇｌａｃｉｅｒ

效应” 与冰川内部热传导有一定的同步性， 由此出现一个所谓的 “最佳土壤深度” 的地温与冰川径流统计

关系最好； 甚至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径流与乌鲁木齐、 达板城、 巴音布鲁克甚至吐鲁番的地温都有良好指

数关系［４３］。 尽管还需要深入研究， 但为目前区域冰川径流估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可能的高精度简单方

法。 该方法的难点在于如何确定标准的、 具有普适性的地温～冰川径流关系。
鉴于地形对冰川消融有较大影响， 尝试在度日因子模型中以地表温度代替百叶窗气温。 相对于气温来

讲， 地表温度受湍流影响较慢， 而且裸土与冰川均为固态， 与空气相比， 在导热性能方面更为接近。 理论上

讲， 采用地表温度所获取的度日因子（下称准度日因子）时空变化应该要平缓。 由于冰川表面一直维持在

０℃， 拟采用阳勇［３５］提出的裸土表面温度估算方法。 该方法很好地考虑了地形遮蔽效应， 并在气温与裸土地

表温度之间建了良好的统计关系。 实际结果表明， ２００８ 年 ７～８ 月科其喀尔巴西冰川准度日因子波动于 ０ ４ ～
７ ８ ｍｍ ／ （℃·ｄ）， ８～９ 月为 ０ ２～４ ３ ｍｍ ／ （℃·ｄ）（图 ４）。 当度日因子大于 ８～１０ ｍｍ ／ （℃·ｄ）时， 准度日因子

基本在某一固定值附近波动（图 ４）。 该类方法为可能的改进方向， 尚需深入探讨。
（３） 热点及难点　 在长时间冰川水文过程模拟中， 必需考虑冰川运动， 才能可靠预估未来冰川及其径

流的变化。 Ｌｉ 等［４４］提出的冰川主流线模型是中国山地冰川消融估算研究的重要进展。 获取不同类型、 不同

地区冰川的运动速度及其时空分布规律是该方向的工作重点， 研究［４５⁃４７］ 表明， 在不同区域冰川运动速度的

分布与大小都有一定差异， 海洋性冰川运动速率是同规模大陆性冰川的 ６ ～ １０ 倍； 近 ５０ 年来各大山系的冰

川运动速度都在逐渐减小； 冰川运动的监测范围依然有限。 此外， 如何描述冰川的汇流过程， 特别是大型托

木尔峰型冰川和海洋性冰川［３７］， 依然是难点。
３ ３　 积雪水文

（１） 雪水当量的时空分布　 积雪水文学最大的难点仍然是如何获取高精度的雪水当量空间分布及其变

化数据： ① 观测精度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 等［４８］ 曾经报道， 常用 ５ 种雪水当量估测方法差别 ２０％ ～ ３０％， 最近 Ｄａｉ
等［４９］提出了一种基于被动微波遥感的雪深和雪水当量算法， 精度明显高于美国冰雪数据中心（ＮＳＤＩＣ）的数

据产品， 但在中国西部高山及无人区实测验证资料较为缺乏。 此外， 在山区流域水文模拟中需要更高空间分

辨率的资料； ② 雪升华的影响　 雪升华观测及估算是高寒区雪水文学中的另一难点， 各地报道结果差异较

大。 南极雪升华约占降雪量的 １２ ５％［５０］， 北极为 １９ ５％［５１］， 阿拉斯加北向山坡观测结果为 ３２％［５２］。 Ａｉｚｅｎ
等［５３］报道中亚天山地区升华率为 ３０％。 加拿大普列利草原 １９９５ 年结果为 １５％ ～ ４０％， 加拿大极地西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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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４］； Ｐｏｍｅｒｏｙ 和 Ｌｉ［５５］报道普列利草原为 ２９％， 极地冻原为 ２２％。 美国科罗拉多亚高山森林区最大升华

率约为 ２０％［５６］， Ｐｏｍｅｒｏｙ 和 Ｇｒａｙ［５７］指出植被会降低升华速率。 Ｌｉｓｔｏｎ 和 Ｓｔｕｒｍ［５８］ 认为， 导致上述差异的原

因在于地区下垫面湿润状况的差异。 ＤｅＷａｌｌｅ 和 Ａｌｂｅｒｔ［５９］ 总结指出温暖多风地点， 升华量约占降雪量的

４０％， 而在寒冷和 ／无风地点则占 １０％～１５％。 中国高寒区雪升华系统观测和研究目前报道较少； ③ 风吹雪

的影响　 风吹雪造成积雪 ／降雪的空间分布差异， 由此引起消融差异及产汇流过程变更， 从而影响寒区径流

的年内年际变化， 在流域径流模型中必须考虑这种现象［６０］。 李弘毅等［６１］在祁连山的观测表明， 风吹雪主要

发生在流域分水岭附近， 且主要发生于冬季及初春融雪未发生时。

图 ５　 祁连山葫芦沟小流域单场积雪消融、 压缩、
再冻结及升华过程（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Ｆｉｇ ５ Ｓｎｏｗ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ｌ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２） 积雪消融过程　 为探讨积雪融水过程及其在高

寒区流域水文过程中的作用，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在葫芦沟小

流域陆续布设了试验点、 测线、 观测场和子流域等不同

空间尺度的降雪、 积雪消融及风吹雪观测场［３］， 初步开

展了积雪消融物理过程及风吹雪模拟和估算研究。 图 ５
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单场积雪消融过程［６２］。 １０：３０ ～ １６：
３０， 积雪消融发生， 积雪含水量增大， 积雪压缩伴随着

密度增大， 最高接近 ０ ４ ｇ ／ ｃｍ３。 １６：３０ 开始， 再冻结过

程发生， 积雪含水量逐渐降低到 ０， 雪密度基本不变； ２４
日 ８：３０～ １０：３０， 含水量不变但雪密度降低， 升华发生；
１０：３０ 以后， 开始消融。

监测场雪温自 ３ 月份开始持续升高（图 ６）， 积雪厚度

波动变薄， ４ 月初， 日平均气温在 ０℃附近上下波动， 消融加速； ６ 月 １ 日左右， 日平均气温均高于 ０℃， 此

时两层仪器所处位置雪深分别为 ５０ ｃｍ 和 ９０ ｃｍ， ９０ ｃｍ 以上雪温都稳定在 ０ ℃， 并一直保持到积雪完全消融

（７ 月初； 图 ６）。

图 ６　 祁连山葫芦沟小流域雪温、 厚度变化及消融的临界日平均气温

Ｆｉｇ ６ Ｓｎｏｗ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ｎｏｗ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ｌ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积雪消融的瞬时临界气温约为 ０℃， 在日尺度上最低约为－４℃， 但在 ０℃特别是－２℃以下消融较少（图
６）， 主要发生在气温高于 ０℃的时段。 建议研究区积雪消融的临界日平均气温： －２ ～ ０℃， 对应的积雪消融

度日因子约为 ５ ６ ｍｍ ／ （℃·ｄ）， 该数值与十一冰川［３］ 的平均度日因子 ５ ９ ｍｍ ／ （℃·ｄ）相当。 十一冰川现面

积为 ０ ５４ ｋｍ２， 在海拔 ４ ３７２～４ ６０１ ｍ 之间布设了 １５ 个花杆， 度日因子波动于 ４ ０～７ ２ ｍｍ ／ （℃·ｄ）之间。
鉴于西部高寒区气象资料较少、 风吹雪主要发生在降雪过程的现状， 利用葫芦沟资料还构建了简单、 静

态的风吹雪模式； 并解决了照片自动摄影技术， 提出了依据照片 ＲＧＢ 之和是否大于 ４５０ 的积雪面积自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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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算法， 由此可以连续获取积雪面积的变化。 此外还构建了包含风吹雪过程的积雪消融能量平衡模式， 单

点、 面上验证结果均较好［６２］。 今后应根据现状着重发展积雪消融估算的简单、 实用方法。

４　 结　 　 论

中国高寒降水资料难以满足水文模拟的需要， 黑河祁连山区 ４ ２００ ｍ 以下年降水量随海拔呈线性增长

（约 ２００ ｍｍ ／ ｋｍ）， 风扰动使降水少观测约 ４％， 其中降雪约 ３０％； 降雪、 降雨和雨夹雪小时临界气温约为

０℃、 ３℃和 ０～３℃， 而日尺度雨雪分离的单临界气温则为 ３ ５ ～ ５ ５℃。 积雪消融的瞬时临界气温约为 ０℃，
临界日平均气温： －２～０℃； 在初春积雪压缩、 消融、 升华和再冻结过程伴随发生， 在主要消融期， 研究区

整个雪层温度基本为 ０℃。 高寒灌丛穿透水、 茎杆流出现的单次临界降水量均约为 ２ ０ ｍｍ； 灌丛年均截留率

为 ３３％～４０％， 与青海云杉相当。 土壤完全冻结临界地温为－１０ ～ －６℃， 总体讲土壤残余含水量越小， 该临

界温度越低。 若全球变暖引起植被带上移， 则山区流域蒸散 ／降水比例增大、 径流系数必然减小。 因此， 在

相关水文模拟中应补充、 更新相关参数， 并需考虑降水截留后风的扰动、 植被类型演替、 冻土类型及冻结深

度变化以及冰川运动和体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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