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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传统区域蒸散计算模型中净辐射及其各组成要素的计算直接采用国外经验公式或点上观测资料空间内

插的不足， 利用基于中国气象站观测资料建立的净辐射及其各组成要素的计算公式和遥感反演的地表反照率， 以

黄河流域作为研究区域， 在考虑地形起伏和下垫面多样性等地表非均匀性因素的基础上， 实现了黄河流域净辐射

及其各组成要素的分布式模拟； 在印证流域尺度存在蒸散互补相关关系的基础上， 将净辐射、 气温、 水汽压等系

列要素分布式拟合结果与基于区域蒸散互补理论的 ＡＡ（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ｄ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模型耦合， 实现了黄河流域蒸散量

的分布式模拟。 与基于水量平衡的黄河流域多年平均蒸散量空间分布图对照表明， 二者趋势分布吻合很好， 分区

验证的最小相对偏差为 １ １４％， 最大为 ２６ ８０％， 全流域平均相对偏差为 １ ５０％， 且分布式蒸散拟合结果更加细致

地体现了蒸散量的空间变化情况。 集成的区域蒸散分布式模型， 以蒸散互补理论为基础， 考虑了区域蒸散对近地

层大气的反馈作用， 仅以数字高程模型和常规气象站观测数据为输入项， 应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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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区域）蒸散（发）是指一个区域内各种下垫面条件下的总蒸发， 又称为 “广义陆面实际蒸散” ［１］。
蒸散既是地表热量平衡的组成部分， 又是水量平衡的组成部分， 因此， 在区域水文学和全球气候学研究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２］。

黄河流域跨越青藏高原区、 西部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 流域集水面积大、 跨度长、 地理环境复杂、 气候

类型多样， 且水资源短缺、 生态环境较脆弱。 在黄河流域水循环中， 蒸散占降水的 ８０％以上［３］， 具有重要

地位。 因此， 选择黄河流域进行蒸散研究， 不仅对实现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规划和管理， 把握区域水资源

供需平衡规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而且对区域蒸散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产汇流理论相比， 流域蒸散的研究相对薄弱。 Ｂｏｕｃｈｅｔ 于 １９６３ 年提出： 在长 １ ～ １０ ｋｍ 大而均匀的表

面， 外界能量不变， 当水分充足时， 表面上的蒸散为湿润环境蒸散。 若土壤水分减少， 则实际蒸散也将减

小， 原先用于蒸散的能量过剩。 当蒸散减少时， 若无平流存在， 能量保持不变， 实际蒸散的减少将使该地区

的近地层空气温度、 湿度和湍流强度等发生变化， 因而剩余能量将增加可能蒸散， 其增加量应与剩余能量相

等。 区域陆面实际蒸散与可能蒸散之间的互补关系， 是指陆面实际蒸散量增加（或减小）的速率与相应的可

能蒸散减小（或增加）的速率相等［４］。
Ｍｏｒｔｏｎ［４］后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定义了 “湿润环境区域蒸散量” Ｅｗ（ｗ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ｌ ｅｖａｐｏ⁃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并给出蒸散互补关系为 Ｅ ＋ Ｅｐ ＝ ２Ｅｗ （Ｅ 为区域实际蒸散量； Ｅｐ表征了与实际下垫面具有相同

辐射吸收和水汽传输特性的假想湿润表面的蒸散量， 并且蒸散对上方流经的空气作用很小， 可以忽略， 即可

能蒸散； Ｅｗ为区域下垫面充分供水达到饱和状态时的蒸散量， 即湿润环境蒸散量）。
由于 “蒸散互补理论” 与 Ｐｅｎｍａｎ 的观点， 即 “当水分供应不充分时， 实际蒸散量与可能蒸散量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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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其大小取决于水分的有效性”， 存在理论上的不一致， 长期以来， 对 “蒸散互补理论” 的认识， 在学术

界也一直存在着诸多分歧。 邱新法等［５］在中国选择了 ９ 个代表性流域， 对区域蒸散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

通过数据集群技术， 充分证实了在流域尺度上存在蒸散互补相关关系。 因此， 本文应用基于区域蒸散互补理

论的蒸散计算模型来模拟黄河流域蒸散量。
建立蒸散互补相关关系的最大困难之一， 就是选择合适的 “可能蒸散量” 和 “湿润环境蒸散量” 的计

算式。 Ｍｏｒｔｏｎ 于 １９６５ 年最早给出基于蒸散互补理论的模型［６］， 并详细探讨了该方法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适

用性［４， ６⁃７］。 Ｂｒｕｔｓａｅｒｔ 和 Ｓｔｒｉｃｋｅｒ［８］于 １９７９ 年给出了 ＡＡ（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ｄ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模型。 之后其他一些学者也

相继做了一些探讨［９⁃１５］。 Ｍｏｒｔｏｎ［４］ 于 １９８３ 年给出了经过改进的用于流域蒸散研究的 ＣＲＡ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ｒｅ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模型和用于浅水湖面蒸发计算的 ＣＲ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Ｌａｋｅ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模型［１６］。 另外， 中国部分学者也做过相应的探讨研究［１７⁃１９］。 总体而言， 在诸多研究中， 应用比

较广泛的主要为 ＣＲＡＥ 模型［４］和 ＡＡ 模型［８］。
ＣＲＡＥ 模型和 ＡＡ 模型都是集总式模型， 不能充分考虑下垫面非均匀性对蒸散空间分布的影响。 区域陆

面蒸散研究中， 需要很多气象要素作为输入项， 如辐射、 气温、 湿度和风速等。 目前， 传统研究中这些要素

一般都是利用有限点上的气象站观测资料经简单内插的方法生成。 事实上， 采用这种方法生成的各要素空间

数据， 其精度很难保证， 是影响区域蒸散模拟精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 国内学者在区域蒸散研究中， 模

型的区域化方案尚不够完善， 对其中的净辐射及其各组成要素的计算一般直接采用国外的经验公式， 这显然

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针对上述不足，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 对区域蒸散模型中净辐射、 气温和水汽压等气象要素输入项， 采用

适合于研究区的、 考虑下垫面非均匀性影响的专有模型实现诸要素的分布式模拟， 之后将诸要素分布式模拟

结果与基于蒸散互补理论的区域蒸散模型耦合， 从而实现黄河流域蒸散量的分布式模拟。

１　 黄河流域蒸散量分布式模拟模型

本文应用 ＡＡ 模型对黄河流域蒸散量进行模拟。 Ｂｒｕｔｓａｅｒｔ 和 Ｓｔｒｉｃｋｅｒ［８］用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 计算式［２０］来表示

湿润环境蒸散量， 用 Ｐｅｎｍａｎ 公式来表示可能蒸散量， 则蒸散互补关系可表示为

Ｅ ＝ （２α － １） Δ
Δ ＋ γ

（Ｒｎ － Ｇ） － γ
Δ ＋ γ

Ｅａ （１）

式中　 Ｅ 为地表蒸散量， ｍｍ ／ ｄ； α 为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 公式中的常数，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 和 Ｔａｙｌｏｒ 认为， α ＝ １ ２６， 大

量研究表明［１４］， α 存在一定的变化幅度； Δ 为饱和水汽压～温度曲线斜率， ｈＰａ ／ ℃； γ 为干湿表方程中的常

数， ｈＰａ ／ ℃； Ｒｎ 为地表净辐射， ｍｍ ／ ｄ； Ｇ 为土壤热通量， ｍｍ ／ ｄ； Ｅａ 为干燥力， ｍｍ ／ ｄ。 式（１） 即为 ＡＡ
模型。

要实现区域蒸散量的分布式模拟， 必须首先获得式（１）中各分量， 即各输入要素在面域上的空间分布，
常规方法是直接将点上的观测资料或模拟数据进行空间插值的方法获取这些要素在面域上的空间分布， 受点

的分布密度和下垫面非均匀性， 如地形起伏和地表覆被多样等因素的影响， 这样获得的要素空间分布直接影

响了区域蒸散量的模拟结果。 针对此不足， 本文通过自主建模的方法， 在充分考虑地表非均匀性的基础上，
对这些要素的空间分布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模拟。
１ １　 净辐射计算

净辐射是蒸散计算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体现了影响蒸散的能量水平， 其拟合结果对蒸散量的计算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地表净辐射计算包括短波净辐射和长波净辐射（有效辐射）两部分。 其表达式为

Ｒｎ ＝ Ｑ（１ － αｓ） － Ｆ （２）
式中　 Ｑ 为太阳总辐射， ＭＪ ／ （ｍ２·ｄ）； Ｆ 为有效辐射， ＭＪ ／ （ｍ２·ｄ）； αｓ为地表反照率。 由于受研究手段和资

料获取等原因的限制。 传统净辐射的计算大多直接采用经验公式， 这类公式主要存在两点不足： ① 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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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地形因素（坡度、 坡向和地形遮蔽）对短波辐射和有效辐射空间分布的影响； ② 公式中的经验参数未经实

测观测资料的标定［２１］。 因此， 计算地表净辐射着重从以上两方面的不足入手， 为便于区分， 将地表净辐射

的表达式改为

Ｒｎ ＝ Ｑαβ（１ － αｓ） － Ｆαβ （３）
式中　 Ｑαβ为起伏地形下太阳总辐射， ＭＪ ／ （ｍ２·ｄ）； Ｆαβ为起伏地形下有效辐射， ＭＪ ／ （ｍ２·ｄ）。 “起伏地形”
的含义是考虑了地形起伏所造成的坡度、 坡向和地形遮蔽等地形因素对太阳总辐射和有效辐射的影响。
１ １ １　 总辐射计算

起伏地形中地表接收的太阳总辐射 Ｑαβ由 ３ 部分组成：
Ｑαβ ＝ Ｑｂαβ ＋ Ｑｄαβ ＋ Ｑｒαβ （４）

式中　 Ｑｂ αβ为起伏地形下太阳直接辐射， ＭＪ ／ （ｍ２·ｄ）； Ｑｄ αβ为起伏地形下太阳散射辐射， ＭＪ ／ （ｍ２·ｄ）； Ｑｒ αβ

为起伏地形下周围地形反射过来的太阳短波辐射， ＭＪ ／ （ｍ２·ｄ）。 Ｑｂ αβ、 Ｑｄ αβ和 Ｑｒ αβ的计算方法参见文献

［２２⁃２５］。
１ １ ２　 有效辐射计算

起伏地形下地表有效辐射的计算式为

Ｆαβ ＝ εｓσＴ４（ａ０ ＋ ａ１ ｅ）［ｂ０ ＋ （１ － ｂ０）Ｓ］ （５）
式中　 εｓ为地表发射率， 取 ０ ９５； Ｔ 为气温， Ｋ； σ 为 Ｓｔｅｆａ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常数， ４ ９０３×１０－９ＭＪ ／ （ｍ２·ｄ·Ｋ４）； ｅ
为实际水汽压， ｈＰａ； Ｓ 为日照百分率， 以小数形式表示； ａ０、 ａ１和 ｂ０为经验系数， 根据中国 １７ 个气象站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年逐月有效辐射实测资料拟合获得［２６］， 见表 １。

表 １　 逐月有效辐射计算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ａ０ ０ ４４７ ０ ４７３ ０ ５２２ ０ ５７７ ０ ６４２ ０ ６９１ ０ ７０５ ０ ６６１ ０ ５５４ ０ ４９７ ０ ４５０ ０ ４３８
ａ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６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４
ｂ０ ０ ２０１ ０ １６１ ０ １６１ ０ １７１ ０ １０１ ０ １５２ ０ １２３ ０ １２８ ０ ２１１ ０ １８４ ０ １７３ ０ １９９

　 　 在应用式（５）拟合有效辐射之前， 还要实现气温与实际水汽压的空间扩展， 即将点上气象站观测的气温

和水汽压结果扩展到整个流域的面域空间上。 考虑到气温与海拔高度和太阳辐射的关系最为密切， 在气温的

空间扩展上主要考虑了这两项因素。 在实现气温空间扩展的基础上， 实现实际水汽压的空间扩展， 温度与水

汽压空间扩展模型详见文献［２１， ２７］。
１ １ ３　 反照率计算

地表反照率反映了地表对太阳总辐射的反射特征， 它的变化会对陆面过程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传统蒸

散（发）模型在短波净辐射计算时， 往往简单地将地表反照率处理为常数， 事实上， 反照率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综合性参数，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不同下垫面的反照率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 将其作为常数处理非常

粗糙。 本文利用 ＮＯＡＡ ／ ＡＶＨＲＲ 资料反演获得地表反照率， 采用 Ｖａｌｉｅｎｔｅ 给出的计算公式［２８］：
αｓ ＝ ０ ５４５ρＣＨ１ ＋ ０ ３２０ρＣＨ２ ＋ ０ ０３５ （６）

式中　 ρＣＨ１ 、 ρＣＨ２ 为 ＡＶＨＲＲ 通道 １、 通道 ２ 的观测值。
利用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年逐月 ＮＯＡＡ ／ ＡＶＨＲＲ 通道 １ 和通道 ２ 观测数据， 结合公式（６）获得了黄河流域 ２０ 年

逐月气候平均地表反照率空间分布。
１ １ ４　 净辐射分布式拟合结果

在地表总辐射、 反照率和有效辐射计算结果的基础上， 可获得黄河流域地表净辐射的空间分布。 图 １ 给

出了黄河流域多年平均年净辐射的空间分布， 可以看出， 黄河流域年净辐射以兰州站以上的青海高原区最

高， 年净辐射为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ＭＪ ／ ｍ２； 鄂尔多斯高原最低， 年净辐射为 １ ０００～１ ４００ ＭＪ ／ ｍ２； 东部地区年净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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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为 １ ６００～１ ８００ ＭＪ ／ ｍ２； 流域平均年净辐射为 １ ８７４ ＭＪ ／ ｍ２。

图 １　 黄河流域多年平均年净辐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ｎｅ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１ ２　 饱和水汽压～温度曲线斜率计算

饱和水汽压～温度曲线斜率的计算式为

Δ ＝ ｄｅ∗ ／ ｄＴ ＝ ａｂｅ∗ ／ （Ｔ ＋ ｂ） ２ （７）
式中　 Δ 为饱和水汽压～温度曲线斜率， ｈＰａ ／ ℃； Ｔ 为气温，℃； ａ、 ｂ 为系数， 当 Ｔ⩾０℃ 时， ａ ＝ １７ ２７， ｂ ＝
２３７ ３℃； 当 Ｔ ＜ ０℃时， ａ ＝ ２１ ８８， ｂ ＝ ２６５ ５℃； ｅ∗为饱和水汽压， ｈＰａ， 计算式为

ｅ∗（Ｔ） ＝ ６ １０８ｅｘｐ［ａＴ ／ （Ｔ ＋ ｂ）］ （８）
１ ３　 土壤热通量计算

土壤热通量可表示为［２０］

Ｇ ＝ ０ ０７（Ｔｉ ＋１ － Ｔｉ －１） （９）
式中　 Ｇ 为土壤热通量， ＭＪ ／ （ｍ２·ｄ）； Ｔｉ ＋１、 Ｔｉ －１分别为后一个月和前一个月的月平均气温，℃。
１ ４　 干湿表常数计算

干湿表常数 γ 的计算式为

γ ＝ ０ ６６５ × １０ －３ｐ　 　 　 Ｔ ≥ ０℃
γ ＝ ０ ５７８ × １０ －３ｐ　 　 　 Ｔ ＜ ０℃{ （１０）

式中　 ｐ 为气压， ｈＰａ。 在计算中， 若没有气压资料， 可采用下式计算：

ｐ ＝ １ ０１３ ２９３ － ０ ００６ ５Ｚ
２９３

æ

è
ç

ö

ø
÷

５ ２６

（１１）

式中　 Ｚ 为海拔高度， ｍ。
１ ５　 干燥力计算

采用 Ｐｅｎｍａｎ 曾给出过 Ｅａ的计算式：
Ｅａ ＝ ０ ２６（０ ５ ＋ ０ ５４ｕ２）（ｅ∗ － ｅ） （１２）

式中　 ｕ２为距地 ２ ｍ 高处的风速， ｍ ／ ｓ， 由于气象台站观测的风速为距地面 １０ ｍ 高度处的观测值， 应用对数

风速廓线的方法将风速进行转换， 计算式为

ｕ２ ＝ ｕｚ
４ ８７

ｌｎ（６７ ８ｚ － ５ ４２）
≈ ０ ７４８ｕ１０ （１３）

式中　 ｕ１０为距地 １０ ｍ 高度处的风速， ｍ ／ ｓ； ｕｚ为距地 ｚ 高度处风速的测量值， ｍ ／ ｓ； ｚ 为距地的测量高度，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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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单位换算

在蒸散计算中， 气温、 水汽压、 日照百分率和风速等气象要素均用月平均资料带入。 另外， 辐射诸要素

和土壤热通量的能量单位 ＭＪ ／ （ｍ２·ｄ）在带入蒸散计算模型时需转化为等价蒸散量单位 ｍｍ ／ ｄ。 当 Ｔ ⩾ ０℃
时， 等价蒸散量（ｍｍ ／ ｄ）＝ ０ ４０８×能量（ＭＪ ／ （ｍ２·ｄ））； 当 Ｔ ＜ ０℃时， 等价蒸散量（ｍｍ ／ ｄ）＝ ０ ３５５×能量

（ＭＪ ／ （ｍ２·ｄ））。 将计算获得的各月平均蒸散量 ｍｍ ／ ｄ 转化为月总量累加即可获得年蒸散量。

２　 黄河流域蒸散量分布式模拟结果

黄河流域净辐射及其各分量空间分布的研究为黄河流域蒸散量的分布式模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将

上述诸要素分布式拟合结果与流域尺度蒸散模拟模型式（１）耦合集成， 就可以实现黄河流域蒸散量的分布式

模拟。 图 ２ 给出了黄河流域多年平均年蒸散量空间分布， 将计算结果与 《黄河流域地图集》 ［２９］中给出的根据

水量平衡绘制的黄河流域年蒸散量等值线图对照表明， 二者的空间分布趋势一致、 吻合好。 由于水量平衡方

法生成的蒸散量等值线受水文测站（降水站、 流量站）空间分布密度的限制， 而且这些测站都分布在人迹可

至的范围内， 因此， 根据水量平衡绘制的黄河流域蒸散量等值线图比较宏观粗略。 相比而言， 由于对太阳辐

射、 气温和水汽压等要素的空间分布作了比较细致地模拟， 根据分布式模型计算给出的黄河流域１ ｋｍ×１ ｋｍ
分辨率的蒸散量空间分布图则非常细致， 该图可作为黄河流域基础地理数据供相关研究应用。

图 ２　 黄河流域多年平均年蒸散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图 ３　 黄河流域分区

Ｆｉｇ ３ Ｓｕｂ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黄河年流域蒸散量空间分布的差异较大， 年蒸散量高值区出现中游渭汾盆地、 下游豫

鲁两省沿黄平原灌区和上游银川平原， 最高值出现在秦

岭山脉附近。 流域蒸散量低值区出现在干旱少雨的内流

区毛乌素沙漠， 其次是兰州站以上的青海高原区。 全流

域平均年蒸散量为 ３８３ ｍｍ， 不同分区（图 ３）统计结果见

表 ２ 中 “模拟年蒸散量”。 兰州至河口镇（区号 ４）年蒸散

量超过了年降水量， 主要是该区域农业以灌溉为主。
《黄河流域地图集》 ［２９］中给出了黄河流域多年平均蒸

散量的等值线空间分布图（略）， 该图是根据水量平衡原

理绘制， 由于该图为等值线形式， 比较粗糙。 为此， 采

用了折中的处理方法， 即将等值线之间区域赋予两条等

值线数值的平均值， 之后按不同蒸散量面积加权求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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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统计获得流域不同分区 “实测年蒸散量” （表 ２）， 以此数据作为流域实际蒸散量， 对模拟结果进行

验证， 可以看出， 最小相对偏差为 １ １４％， 最大为 ２６ ８％， 全流域平均相对偏差为 １ ５０％。
表 ２　 黄河流域不同分区多年平均蒸散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分区 区号 年降水量 ／ ｍｍ 模拟年蒸散量 ／ ｍｍ 实测年蒸散量 ／ ｍｍ 相对偏差 ／ ％

洮河流域 １ ５３７ ０ ３９７ ０ ４２１ ０ －５ ８

湟水流域 ２ ３８３ ０ ３４３ ０ ３０６ ０ １２ ２

兰州以上干流区间 ３ ４７８ ０ ３３４ ０ ３２６ ０ ２ ４

兰州至河口镇 ４ ２６８ ０ ３３３ ０ ２６３ ０ ２６ ８

河口镇至龙门 ５ ４４１ ０ ３６８ ０ ４１７ ０ －１１ ６

汾河流域 ６ ４８４ ０ ４５５ ０ ４６７ ０ －２ ６

泾河流域 ７ ５０８ ０ ４５１ ０ ４９８ ０ －９ ５

洛河流域（渭河支流） ８ ５４１ ０ ４４８ ０ ５１８ ０ －１３ ６

渭河流域（不含泾河、 洛河） ９ ５６０ ０ ５０３ ０ ４９７ ０ １ １

龙门至三门峡干流区间 １０ ５６６ ０ ４８５ ０ ５３５ ０ －９ ４

洛河流域 １１ ６５５ ０ ５１５ ０ ４８６ ０ ５ ９

沁河流域 １２ ５７２ ０ ４８８ ０ ５０８ ０ －３ ９

三门峡至花园口干流区间 １３ ５９１ ０ ５２４ ０ ５１３ ０ ２ １

花园口至河口 １４ ６４０ ０ ４９７ ０ ５３０ ０ －６ ２

内流区 １５ ２８３ ０ ２６０ ０ ２９０ ０ －１０ ４

另外， 为了进一步验证蒸散量计算结果， 在忽略土壤蓄水量变化的情况下， 将逐年流域平均降水量与花

园口天然径流量之差作为流域蒸散量， 与模型计算获得的黄河流域蒸散量进行对照。 统计表明， 二者之间的

相对偏差绝对值平均为 ５ ５％， 最大为 ２５ ０％， 最小为 １ ０％， 图 ４ 给出了 １９６０—１９９７ 年二者之间逐年比较

情况。 可见， 以蒸散互补理论为基础的 ＡＡ 模型在区域蒸散模拟上是比较理想的。
图 ５ 给出了通过模型计算获得的黄河流域逐年蒸散量的变化情况， 图中直线为添加的趋势线（通过了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可以看出，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黄河流域蒸散量呈略有上升趋势。 若以蒸发皿蒸

发量作为可能蒸散的参考指标， 对黄河流域蒸发皿蒸发量的气候变化趋势分析表明，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黄河流

域蒸发皿蒸发量呈明显下降趋势［３０］， 这一点进一步印证了区域蒸散互补关系理论。

图 ４　 １９６０—１９９７ 年黄河流域年蒸散量模拟相对偏差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ｂｉａｓ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０ ｔｏ １９９７

　
图 ５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黄河流域年蒸散量变化

Ｆｉｇ ５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０ ｔｏ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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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 黄河流域蒸散量分布式拟合结果更加细致地体现了蒸散量的空间变化情况， 与基于水量平衡的黄

河流域蒸散量空间分布吻合很好， 拟合获得的全流域多年平均年蒸散量为 ３８３ ｍｍ， 分区验证的最小相对偏

差为 １ １４％， 最大为 ２６ ８０％， 全流域平均相对偏差为 １ ５０％。
（２） 将逐年黄河流域平均降水量与花园口天然径流量之差作为流域蒸散量， 与模型计算获得的流域蒸

散量进行对照表明： 二者之间的相对偏差绝对值平均为 ５ ５％， 最大为 ２５ ０％， 最小为 １ ０％。
（３）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黄河流域蒸散量呈略有上升趋势， 而蒸发皿蒸发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进一步印证了

蒸散互补理论在区域尺度蒸散研究上的正确性。
（４） 运用蒸散互补关系模型模拟区域蒸散， 考虑了下垫面蒸散与近地层大气之间的反馈作用， 仅应用

常规气象观测数据， 不需要土壤湿度、 植被气孔阻力等局地标定的参数， 更符合常规应用的需要。
（５） 分布式模型因为可以考虑下垫面特性的空间变化， 是研究下垫面空间分布不均匀对地表时空多变

要素空间分布影响的有利工具。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数字高程模型的推广与应用， 为分布式模

型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数据源和数据处理平台； 结合遥感技术， 可实时、 动态地提供栅格化的地表特征参

数， 从而使分布式模型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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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水科学进展》 是以水为论述主题的学术期刊， 主要反映国内外在暴雨、 洪水、 干旱、 水资源、 水环境等领域中科学技术

的最新成果、 重要进展， 当代水平和发展趋势， 报道关于水圈研究的新事实、 新概念、 新理论和新方法， 交流新的科研成果、
技术经验和科技动态； 她涉及与水有关的所有学科， 包括水文科学、 大气科学、 海洋科学、 地质科学、 地理科学、 环境科学、
水利科学和水力学、 冰川学、 水生态学以及法学、 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中与水有关的内容。

本刊热诚欢迎广大水科学工作者踊跃投稿， 尤其欢迎以下几方面的稿件：
（１） 题材较重大， 能为国家对与水有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稿件；
（２） 反映水科学各分支学科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前沿课题的稿件；
（３） 探讨水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相互关系及水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等宏观科学问题的稿件；
（４） 报道对推动水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 新概念及新途径的稿件；
（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水科学基础理论（尤其是跨学科的生长点）与实际问题的稿件；
（６） 介绍有推广价值， 思路新颖的技术方法和经验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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