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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能精确识别降水和开采对石家庄地下水流场影响强度， 应用小波变换和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 对区域平

均地下水位、 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及中心水位与降水和开采变化之间的互动特征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①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 年期间， 平均地下水位随降水量增大呈幂函数递减趋势； １９７４—２０１０ 年期间， 降水量每减小

１００ ｍｍ， 漏斗中心水位下降速率增大 ７ ３５ ｍ， 平均地下水位下降速率增大 ２ １５ ｍ； ②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 年期间， 开采量

每增加 １ 亿 ｍ３， 平均地下水位下降 ０ ２８ ｍ， 漏斗面积扩大 １１ ７４ ｋｍ２， 中心水位下降 ０ ５２ ｍ， １９７４ 年以来累计超采

量每增加 １ 亿 ｍ３， 漏斗面积增幅 １ ５２ ｋｍ２， 中心水位降幅 ０ １８ ｍ； ③ 降水量每减小 １００ ｍｍ， 降水贡献度减弱

３ ０％，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增大 ２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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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５０ 年来石家庄平原区地下水位不断大幅下降， 地下水位降落漏斗规模不断扩大， 地下水流场发生了

异常变化。 与此同时， 据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实测资料统计， 该区多年平均气温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１２ ９℃， 增加至目前（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４ ９℃， 降水量总体上呈减小趋势， 区内主要河流滹沱河河道径流

量急剧减少， 地下水开采量不断增大， 连续枯水年份开采量高达 ３２ 亿 ｍ３［１］。 开展降水与人类开采活动对该

区地下水流场异变影响程度的研究， 对于解决该区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 已有许多学者对石家庄地区地下水流场发生异变的量化问题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 刘艳丽等［２］

建立了气候自然变异对水资源影响贡献度的模型方法体系； Ａｈｍｅｄ 和 Ｕｍａｒ［３］认为开采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是

导致地下水疏干的主要原因； Ｘｕ 等［４］认为在渠道衬砌达 ６０％或实施节水灌溉达 ５０％的灌区， 地下水平均开采

量可减少 ４３ ｍｍ； 张光辉等［５］指出开采量是滹沱河流域平原区地下水流场发生异变的主导因素， 随降水量减增，
同期地下水补给量与开采量呈互逆变化规律［６］， 滹滏平原地下水位下降与农业灌溉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７］， 华

北平原中部地区地下水开采处于严重不适应状态， 河北平原处于极严重不适应状态［８］。 Ｈｕ 等［９］ 也认为农业灌

溉是引起石家庄平原区地下水位下降的主要原因， 农业用水量减少 ３９ ２％， 到 ２０７４ 年可使地下水位恢复到

１９５６ 年的水平。 Ｔｉｍｏｔｈｙ 等［１０］认为气候变化对地下水水质和水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中培等［１１］认为影响石家

庄平原区地下水位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开采和降水。 综上可知， 该区地下水流场异变动因已有大量研究， 但是针

对异变动因贡献度的精确描述相对较少， 如何更进一步定量认识降水和开采变化对地下水流场的影响程度， 从

而为该区地下水资源有序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从降水变化、 人类开采和地下水流场异变三者关系入手， 采用小波变换、 水量平衡原理和相关回归

分析等方法， 对影响地下水流场异变各要素的贡献度进行了精确分解， 并对各要素对地下水流场的影响程度

进行了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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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及资料情况

石家庄平原区（研究区， 见图 １）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 总面积为 ６ ９７６ ４ ｋｍ２，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５３４ ５ ｍｍ， 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１ ６１６ ６ ｍｍ， 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３ ４℃。 区内主要河流为滹沱河， 为该区地下

水重要补给来源， 黄壁庄水库修建之后， 仅丰水年水库弃水， 河道行洪才有过水。 研究区上游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修建了很多大小水利工程， 其中影响最大的为岗南和黄壁庄水库， 总控制流域面积为 ３ ９３ 万 ｋｍ２，
占滹沱河总流域面积的 ９４ ８％。

图 １　 研究区域

Ｆｉｇ 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研究区位于滹沱河冲洪积扇群带， 包气带岩性为粉细砂和砂砾石层， 从扇轴部向两侧及下游砂层厚度逐

渐变薄， 颗粒逐渐变细， 垂向渗透性较强， 第一含水层和第二含水层之间具有较强的水力联系， 大气降水入

渗是浅层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 占总补给量的 ４４ ８５％ ～６３ ６７％。 人工开采是主要排泄方式， 多年平均开

采量为 ２４ ６７ 亿 ｍ３。
本文气象、 水文和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源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历年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地下

水环境监测报告、 石家庄市地下水位动态年鉴（１９６１—１９８０ 年）和近几年来本项目监测、 统测及试验数据，
主要为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系列， 其中地下水位监测点 １５７ 眼。

２　 研究方法

采用小波变换法分析近 ５０ 年来研究区降水序列演变趋势。 选择 ｄｂ３ 小波函数［１２］对降水序列进行 １～５ 年

尺度离散小波变换， 对各尺度低频逼近信号进行单支重构， 选择合适尺度的重构序列， 研判近 ５０ 年大气降

水演变趋势； 采用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函数对降水序列进行连续小波变换， 通过比较小波方差大小识别降水序列演化

周期， 并将降水序列在主周期尺度上进行连续小波变换， 根据小波系数在时间尺度上正负相位的变化过程，



４２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５ 卷　

判断丰水周期和枯水周期时段结点。
采用相关回归分析法分析降水和人类开采变化对研究区平均地下水位、 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及

面积的影响。 采用如下方法， 研究降水和人类开采贡献度。
对研究区由水量平衡方程：

∑Ｑｓｔ ＝ ∑Ｑｒｅ － ∑Ｑｄｉ （１）

式中　 ∑Ｑｓｔ为地下水蓄变量； ∑Ｑｒｅ为地下水总补给量； ∑Ｑｄｉ为地下水总排泄量。

∑Ｑｒｅ ＝ Ｑｐｒｅ ＋ Ｑｗｒｅ ＋ Ｑｆｒｅ ＋ Ｑｒｒｅ ＋ Ｑｌｒｅ ＋ Ｑｌｅｒｅ （２）

式中　 Ｑｐｒｅ为降水入渗补给量； Ｑｗｒｅ为井灌回归入渗补给量； Ｑｆｒｅ为渠灌田间渗漏补给量； Ｑｒｒｅ为河道渗漏补给

量； Ｑｌｒｅ为侧向流入补给量； Ｑｌｅｒｅ为越流流入补给量。

∑Ｑｄｉ ＝ Ｑｅｘ ＋ Ｑｅｖ ＋ Ｑｌｄｉ ＋ Ｑｌｅｄｉ （３）

式中　 Ｑｅｘ为地下水开采量； Ｑｅｖ为潜水蒸发量； Ｑｌｄｉ为侧向流出量； Ｑｌｅｄｉ为越流流出排泄量。
由水位动态法计算模型：

∑Ｑｓｔ ＝ ΔＨμＦ （４）

式中　 △Ｈ 为地下水水位位移； μ 为水位变幅带含水层给水度； Ｆ 为研究区面积。
联立式 （１）、 式（４）， 可得下式：

ΔＨ ＝ １
μＦ ∑Ｑｒｅ － ∑Ｑｄｉ( ) （５）

记△Ｈ 为地下水位产生的位移， 取向上方向为正。 由式（５）可以看出， 补给项使地下水位产生的总位移为

∑Ｑｒｅ ／ （ｕＦ）， 排泄项使地下水位产生的总位移为－∑Ｑｄｉ ／ （ｕＦ）， 地下水位总移动路程为（∑Ｑｒｅ＋∑Ｑｄｉ） ／ （ｕＦ）。
于是， 补给项∑Ｑｒｅ和排泄项∑Ｑｄｉ对地下水位总移动路程的贡献度可分别用式（４）、 式（５）计算， 其中补给项使

地下水位上升为正贡献度， 排泄项使地下水位下降为负贡献度。

α ＝

１
μＦ∑Ｑｒｅ

１
μＦ ∑Ｑｒｅ ＋ ∑Ｑｄｉ( )

＝
∑Ｑｒｅ

∑Ｑｒｅ ＋ ∑Ｑｄｉ

（６）

β ＝

１
μＦ∑Ｑｄｉ

１
μＦ ∑Ｑｒｅ ＋ ∑Ｑｄｉ( )

＝
∑Ｑｄｉ

∑Ｑｒｅ ＋ ∑Ｑｄｉ

（７）

式中　 α、 β 分别为总补给量、 总排泄量对地下水位变动的贡献度。
因此， 各补给及排泄分项对地下水位变动的贡献度可用下式计算：

αｉ ＝ α
Ｑｉ

∑Ｑｒｅ

（８）

β ｊ ＝ β
Ｑ ｊ

∑Ｑｄｉ

（９）

式中　 ｉ 为补给因子的序号， Ｑｉ为第 ｉ 项补给因子的补给分量， αｉ为第 ｉ 项补给因子的贡献度； ｊ 为排泄因子

的序号， Ｑ ｊ为第 ｊ 项排泄因子的排泄分量， α ｊ为第 ｊ 项排泄因子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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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分析

３ １　 降水变化影响程度识别

采用 ｄｂ３ 小波函数对降水序列进行 １～５ 年尺度离散小波变换， 对 ３ 年尺度的低频信号进行单支重构（图
２（ａ））。 采用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函数对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降水序列进行 １～４５ 年尺度小波变换， 进而计算各尺度年份的

小波方差， 通过比较小波方差大小可知降水序列存在 ５ 年、 １２ 年和 ２４ 年左右的降水周期。 对降水序列进行

５ 年尺度连续小波变换， 得小波变换系数图（图 ２（ｂ））。
图 ２（ａ）表明， 近 ５０ 年来石家庄平原区年降水序列总体呈减小趋势（３ 年尺度上），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 年大气降

水量持续大幅下降， 从 １９７４ 年开始有所回升； 根据 ５ 年尺度上小波系数在时间尺度上正负相位的变化过程

（图 ２（ ｂ））， 将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６９—１９７１ 年、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划分为丰水周期（正位相）； 将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年、 １９７２—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７９—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５—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时段划分为枯水周期（负位

相）。

图 ２　 １９６１ 年以来石家庄平原区降水序列小波分析特征

Ｆｉｇ ２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６１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通过相关分析， 研究区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 年期间， 区域平均地下水位与降水量相关性较强（图 ３（ａ））， 呈幂函

数递减关系， 此阶段排泄量均小于补给量， 地下水流场尚处于天然阶段； 在 １９７４—２０１０ 年期间， 地下水位

变化与对应年降水量序列相关性不明显， 这恰与 １９７４ 年研究区地下水总排泄量开始超过当地地下水补给量

的起始时点对应。 地下水排泄量超过补给量之后， 超采便成为地下水位下降的主导因素， 尤其在连续枯水年

份期间， 开采对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更为显著。 即使在丰水年份， 例如 ２００８ 年研究区年均降水量达

６１４ ｍｍ， 由于地下水超采量仍达 ４ ７３ 亿 ｍ３ （补给量 １５ ７２ 亿 ｍ３， 排泄量 ２０ ４５ 亿 ｍ３， 人类开采量

１８ ４１ 亿 ｍ３）， 当年区域平均地下水位仍由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３３ ８７ ｍ 下降到 ３４ ０１ ｍ。
以大气降水丰、 枯周期平均降水量与多年平均降水量的距平作为横坐标， 以区域平均地下水位和地

下水降落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变量作为纵坐标， 建立相关关系（图 ３（ ｂ）、 图 ３（ ｃ））。 可以看出， 石家庄平

原区平均地下水位和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水位埋深的变化速率与降水量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 在补给量

远小于排泄量情况下， 年降水量减小， 漏斗区中心水位埋深和区域平均地下水位下降的变化速率明显增

大； 反之， 年降水量增大， 漏斗区中心水位埋深和区域平均水位下降的变化速率明显变小， 甚至改变方

向。 例如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发生流域暴雨洪水， 平原区地下水补给量达 ２９ ０６ 亿 ｍ３， 排泄量为 １９ ８５ 亿 ｍ３，
净补给量达 ８ ００ 亿 ｍ３， 导致区域平均地下水位由 ２１ ９４ ｍ 上升到 ２１ ６７ ｍ， 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水位由

４３ ４７ ｍ 上升到 ３８ ９２ ｍ。
降水量增加， 不仅有效增大地下水补给量， 还促使农业开采量显著减少； 反之， 降水量减少， 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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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石家庄平原区降水量与地下水流场异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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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地下水补给量， 还促使农业开采量大幅增大（图 ３（ｄ））， 农业开采量随降水量增加以幂函数特征呈减

少趋势（选取灌溉面积变化相对较小的 １９８６—２０１０ 年序列）。 由图 ３（ｂ）、 图 ３（ ｃ）还可以看出， 在降水周

期尺度上， 降落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和区域平均地下水位变化速率随降水量的增大均呈直线减小趋势， 年

均降水量每减小 １００ ｍｍ， 降落漏斗中心水位埋深的下降速率增大 ７ ３５ ｍ， 区域平均地下水位的下降速率

增大 ２ １５ ｍ。
３ ２　 人类开采影响程度识别

根据式（１） ～式（９）计算结果， 得到人类开采影响强度演变特征图（图 ４）。 从图 ４ 可见， 近 ５０ 年来研究

区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呈增大趋势。 在 １９７４ 年之前，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均小于 ５０％， 说明该阶段地下水流场

图 ４　 石家庄平原区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变化

Ｆｉｇ ４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变化以气候变化影响为主导； １９７４ 年以来， 除去少量丰水年

份外，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均大于 ５０％， 说明该阶段地下水流

场变化以人类开采影响为主导， 尤其在连续枯水年份人类开

采影响更为显著， 而在丰水年份人类开采影响强度明显减

弱。 例 如 １９７６—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和 ２０００ 年都为丰水年份，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

均小于 ５０％， 表明人类开采影响强度与降水变化之间具有一

定相关性。 气候旱化加剧，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增大； 相反，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减弱。 由此可见， 连续枯水年份， 石家庄

平原区地下水流场异变加剧。
以人类开采影响强度为横坐标， 以研究区平均地下水位、 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及面积作为纵坐

标， 获得相关关系（图 ５）。 从图 ５ 可见， 随着人类开采强度增大， 区域平均地下水位、 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

和中心水位埋深呈指数函数形式增大趋势。 由各关系式的一阶导数或曲线斜率可以看出， 随着人类开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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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增大， 地下水流场异变幅度的变化量愈大。 即随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增大， 单位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引起的

地下水位和漏斗面积的变化幅度愈大。

图 ５　 石家庄平原区地下水流场变化与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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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６ 可以看出，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 年期间， 地下水开采量每增加 １ ０ 亿 ｍ３， 地下水漏斗中心水位埋深下降

０ ５２ ｍ， 漏斗面积扩大 １１ ７４ ｋｍ２， 区域平均地下水位下降 ０ ２８ ｍ。 从地下水超采角度分析， 研究区平均地

下水位、 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及面积变化与区内地下水累计超采量之间呈直线增大趋势（图 ７）。 累

计超采量每增加 １ ０ 亿 ｍ３， 区域平均地下水位下降 ０ １５ ｍ， 漏斗面积扩大 １ ５２ ｋｍ２和漏斗中心水位下降

０ １８ ｍ。

图 ６　 石家庄平原区地下水流场异变与开采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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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石家庄平原区地下水流场异变与累计超采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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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降水变化与人类开采耦合影响特征识别

在石家庄平原区地下水流场异变过程中， 降水变化与人类开采是耦合作用于地下水流场变化的， 随

着降水贡献度增大，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减小（图 ８（ｂ））。 降水贡献度每增加 １ ０％，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减

小 ０ ９２％。 而降水贡献度随着降水量增大而增大（图 ８（ ａ））， 降水量每增大 １００ ｍｍ， 降水贡献度增大

３ ０％。 即降水量每减少 １００ ｍｍ， 降水贡献度减弱 ３ ０％，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增大 ２ ７６％， 带入图 ５ 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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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人类开 采 影 响 强 度 与 地 下 水 流 场 异 变 关 系 式 一 阶 导 数 可 得， 研 究 区 平 均 地 下 水 位 降 幅 呈

△Ｈ＝ ０ ２１ｅ４ ２６９ｘ形式变化， 地下水漏斗面积变幅呈△Ｓ ＝ ２ ８７ｅ４ ８７２ｘ 形式扩展和漏斗中心水位降幅呈

△Ｈ＝ ０ ３８ｅ４ ２９７ｘ形式加剧。

图 ８　 石家庄平原区降水与人类开采变化对地下水影响程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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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 降水变化对石家庄平原区地下水流场异变产生重大影响，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 年期间， 区域平均地下水位

随降水量增大呈幂函数特征减小趋势， １９７４—２０１０ 年期间， 降水量每减少 １００ ｍｍ， 区域平均地下水位和地

下水降落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变化速率分别增大 ２ １５ ｍ 和 ７ ３５ ｍ。
（２）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增大， 区域平均地下水位、 漏斗区中心水位埋深及面积均迅速增大， 增大趋势

符合指数函数关系， １９６１—１９７４ 年期间， 地下水开采量每增加 １ ０ 亿 ｍ３， 区域平均地下水位下降 ０ ２８ ｍ，
漏斗面积扩大 １１ ７４ ｋｍ２， 漏斗区中心水位埋深下降 ０ ５２ ｍ； 在上述开采强度基础上， 累计超采量每增加

１ ０ 亿 ｍ３， 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增幅 １ ５２ ｋｍ２， 漏斗区中心水位埋深降幅 ０ １８ ｍ。
（３） 人类开采活动与降水变化存在耦合作用， 降水贡献度每增加 １ ０％，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减小

０ ９２％； 降水量减小 １００ ｍｍ， 降水贡献度减弱 ３ ０％， 人类开采影响强度增大 ２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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