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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可变下渗容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ＶＩＣ）模型， 在海河流域选取了 ６ 个典型流域来率定 ＶＩＣ 模

型的参数。 通过模型参数移植技术， 建立了全流域的径流模拟平台。 根据假定的气候变化情景， 分析了海河流域

河川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理。 结果表明： 在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时， 海河流域的径流量将减少 ６ ５％； 当年降

水量增加或者减少 １０％时， 海河流域的径流量将分别增加 ２６％和减少 ２３％； 当汛期降水占年降水量的比例分别增

加或者减少 １０％时， 全流域的径流量将会增加 １２％或者减少 ７％； 在空间上， 在年平均气温升高和年降水量变化的

情景下， 海河流域西北部的河川径流比东南部更敏感； 在降水年内分配变化的情景下， 海河流域东南部的河川径

流比西北部更敏感。 总体上， 年降水量越大， 径流量对降水量的敏感性越小， 对平均气温的敏感性也越小， 而对

降水年内分配的敏感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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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气温升高和降水变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水文过程是受气

候变化影响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领域之一［１⁃２］。 气候变暖将加剧水文循环过程， 影响降水、 蒸散发、 土壤含水

量和河川径流等的时空分布特征， 并且影响区域水资源的状况， 从而影响到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海河流域

经济发达， 人口众多， 水资源短缺， 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人水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３］。 更为严峻的是，
近几十年来， 在气候变化与下垫面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 观测到海河流域的河川径流量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

势［４⁃５］。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需要， 而研究河川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理

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基础工作， 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对海河流域水文循环过程机理的认识， 同

时对于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资源规划及管理等具有重要意义， 从而能够促进海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利用。

河川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是指流域的径流对可能的气候变化情景或者设定的气候变化情景的响应程

度， 即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在相同的气候变化情景下， 响应的程度越大， 河川径流越敏感， 反之则不敏

感。 根据响应机理的定义， 水文学者在全球很多典型流域中研究了水文要素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例如 Ｌｏｐｅｚ
等［６］利用原型流域模拟方法， 分别在城市覆盖、 植被覆盖以及混合区域的 ３ 种下垫面条件下， 研究了径流和

泥沙对气候变化敏感性的差异。 Ｊｏｎｅｓ 等［７］利用了 ＳＩＭＨＹＤ 模型、 ＡＷＢＭ 模型和一个经验的水文模型估计了

澳大利亚 ２２ 个流域的年径流对降水和潜在蒸发变化的敏感性， 结果表明降水变化 １％会导致径流变化

２ １％～２ ５％， 而潜在蒸发变化 １％会引起径流变化 ０ ５％ ～ １ ０％。 Ｌｅｇｅｓｓｅ 等［８］ 利用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降水

径流模拟系统分析了埃塞俄比亚 Ｍｅｋｉ 河的径流对气温和降水的敏感性， 结果表明降水增加或者减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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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径流增加 ８０％或者减少 ６０％； 而气温增加 １ ５℃会引起蒸散发增加 ６％， 径流减少 １３％。 贾仰文等［９］

利用 ＷＥＰ⁃Ｌ 模型分析了黄河源区径流对气温和降水的敏感性， 指出气温升高会导致年径流减少， 尤其以 ５～
１０ 月份最明显， 但是 １１ 月～次年的 ４ 月份由于融雪的影响， 径流会增加， 同时由降水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

幅度大于降水本身变化的幅度。 王国庆等［１０］利用月水量平衡模型分析了位于中国不同气候区的河川径流量

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结果表明： 黄河以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径流量对气温和降水变化最敏感， 其次为华

中、 华南半湿润区和湿润区， 而西部高寒山区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最弱。 Ｄａｎ 等［１１］ 利用 ＶＩＣ 模型分析了

黄淮海平原区径流、 蒸散发和土壤含水量对平均气温和降水变化的响应， 结果表明气温升高导致径流下降的

程度从南到北依次递减， 并且当地水文循环要素对降水增加 １５％～３０％的响应要大于气温增加 ２～５℃。
以往在研究海河流域的气候变化对河川径流的影响时， 主要在典型流域中开展， 然而在大区域中河川径

流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成果较少， 主要由于在典型流域中水文模型的参数很容易率定， 而大区域的水文模

拟一直是困扰水文学家的一个难题。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 以整个海河流域为研究对象， 分析河川径流对气候

变化的响应机理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１　 研究区域与资料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图 １　 海河流域概况及子流域位置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Ｈ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ｘ ｓｕｂ⁃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

海河流域位于中国北方， 东经 １１２° ～１２０°， 北纬 ３５° ～４３°之间， 西以山西高原与黄河流域接界， 北以蒙

古高原与内陆河流域接界， 南靠黄河， 东临渤海（图 １）。 海河流域面积约 ３１ ８ 万 ｋｍ２， 占全国总面积的

３ ３％。 流域属于温带东亚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为 ０ ～ １４ ５℃， 年平均降水量为 ５３５ ０ ｍｍ， 是中国东部

沿海降水最少的地区， 属半湿润半干旱地带， 年平均陆面蒸发量为 ４７０ ０ ｍｍ， 水面蒸发量为 １ ０７３ ０ ｍｍ。
年平均气温与年降水量基本上从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 但在流域西部和东北部山区迎风坡前有两个年降水量

极值中心。 流域内人均总水资源占有量为 ２７６ ｍ３， 仅为全国平均的 １３％， 远低于人均 １ ０００ ｍ３的国际水资源

紧缺标准； 亩均水资源量 ２１３ ｍ３ （１ 亩＝ ６６７ ｍ２），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５％。 在全国各大流域中， 海河流域的

人均、 亩均水资源量最低。 海河流域人口密集， 大中城

市众多， 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在中国政治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１ ２　 资料情况

在流域内的不同位置选取了 ６ 个水文站， 基本可代

表全流域的空间特征（图 １）。 这 ６ 个水文站从南到北基本

覆盖了整个海河流域， 能够很好地反映海河流域不同区

域的属性。 ６ 个水文站的日流量资料来源于水利部水文局

发布的水文年鉴， 大多数资料都超过了 ５０ 年。 选取了海

河流域内的 ３７ 个气象站， 包括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 年日过程的平

均气温、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和降水量资料。 这些气象

资料由中国气象局发布， 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此外还有水文部门的 ３００ 多个雨量站的日雨量资料。 收

集了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全国水资源评价和水资源公

报中发布的根据还原计算得到的海河流域地表水资源评

价成果。 流域内的植被资料来源于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大学发布的

全球１ ｋｍ×１ ｋｍ 土地覆盖数据， 共分为 １４ 种土地覆盖类

型［１２］。 土壤质地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全球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的土壤质地数据， 共分为 １６ 种土壤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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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下两层， 上层为 ０～３０ ｃｍ， 下层为 ３０～１００ ｃｍ。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响应机理分析方法

以流域水文模型作为工具， 根据河川径流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定义， 首先利用观测的水文气象数据来确定

水文模型参数， 然后假定降水和气温的变化来产生未来的气候变化情景， 再利用假定的气候情景来驱动率定

好的水文模型， 最后通过比较水文模型模拟的未来情景下的河川径流量和基准期的河川径流量来分析河川径

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１３］。 这里气候变化主要考虑 ３ 个方面： 年降水量的变化、 年平均气温的变化和降水年

内分配（用汛期降水量（６～９ 月）占年降水量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变化。 计算公式为

εＱ， Ｐ ＝ ΔＱ ／ Ｑ
ΔＰ ／ Ｐ

　 　 　 εＱ， Ｔ ＝ ΔＱ ／ Ｑ
ΔＴ

　 　 　 εＱ， Ｐｆ
＝ ΔＱ ／ Ｑ
ΔＰ ｆ ／ Ｐ ｆ

（１）

式中　 εＱ，Ｐ、 εＱ，Ｔ和 εＱ，Ｐｆ
分别为径流对年降水量、 年平均气温和降水年内分配的响应； ΔＰ 为假定年降水量的

变化； ΔＴ 为假定年平均气温的变化； ΔＰ ｆ 为假定汛期降水占年降水百分比的变化； Ｑ 为年径流量， ΔＱ 由下

式计算：
ΔＱ ＝ Ｑｈ － Ｑｏ （２）

式中　 Ｑｏ和 Ｑｈ分别为观测和假定气候情景下模拟的径流量。
２ ２　 ＶＩＣ 模型简介

本文选用可变下渗容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ｃｉｔｙ， ＶＩＣ）模型作为分析工具。 ＶＩＣ 模型是一个基于正交

网格划分的大尺度分布式水文模型， 它能够同时模拟地表间的能量平衡和水量平衡［１４⁃１５］。 模型最主要的特

点有： 同时考虑蓄满和超渗两种产流机制， 基于正交网格的流域划分， 多种土地覆盖类型的利用， 三层土壤

的划分， 土壤下渗能力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描述和非线性的地下径流产生机理等。 在模型计算时， 首先分别

在每个网格内独立进行降水⁃蒸发⁃产流过程的计算， 然后再统一汇流到流域出口断面形成流量过程。 出于对

地表间水文过程相对精细和准确的描述， ＶＩＣ 模型在世界上很多流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并且获得了很好的

模拟结果。
ＶＩＣ 模型的总径流（Ｒ）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上两层土壤产生的地表径流（Ｒｓ）和第 ３ 层土壤产生的基流

（Ｒｂ）。 ＶＩＣ 模型采用了类似于新安江模型中的蓄水容量曲线来描述土壤下渗能力的空间分布不均匀性。 从而

利用下渗能力来计算地表径流。 基流部分（Ｒｂ）采用 Ａｒｎｏ 模型中的原理来计算， 即当土壤含水量在某一阈值

以下时， 基流是线性消退的； 而高于此阈值时， 基流过程是非线性的。
ＶＩＣ 模型中共有 ６ 个参数需要利用观测的流量资料来进行率定。 包括控制基流的 ３ 个参数： Ｄｍ、 Ｗｓ和

Ｄｓ； 描述土壤蓄水容量曲线的形状参数 ｂ、 第 ２ 层和第 ３ 层的土层厚度 ｄ２和 ｄ３。 这里根据土壤属性直接计算

控制基流的 ３ 个参数， 另外 ３ 个参数由流量资料来率定［１６］。 模型参数的率定主要考虑两个目标函数： Ｎａｓｈ⁃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ＣＮＳ）和相对误差（ＥＲ）。 ＣＮＳ反映了模拟的流量过程和观测的流量过程之间的吻合程度； ＥＲ

是一个水量平衡指标， 反映了模拟总径流和观测总径流之间的相对误差。 ＣＮＳ的值越接近 １， 同时 ＥＲ的值越

接近 ０， 则表示模拟效果越好。

ＣＮＳ ＝ １ －
∑（Ｑｏｂｓ － Ｑｓｉｍ） ２

∑ （Ｑｏｂｓ － Ｑｏｂｓ） ２
　 　 　 ＥＲ ＝

Ｒｓｉｍ － Ｒｏｂｓ

Ｒｏｂｓ

æ

è
ç

ö

ø
÷ × １００％ （３）

式中　 Ｑｏｂｓ和 Ｑｓｉｍ分别为观测和模拟的流量过程； Ｑｏｂｓ为观测流量的均值； Ｒｏｂｓ和 Ｒｓｉｍ分别为观测和模拟的总

径流量。
２ ３　 模型参数移植方法

ＶＩＣ 模型的参数只能在海河流域的 ６ 个典型流域中率定， 而其他地区的模型参数需要通过参数移植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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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确定。 这里选用相似流域法来计算整个海河流域的模型参数［１７］。 主要是利用物理相似和空间相近的方

法来判别相似流域， 然后将相似流域的模型参数直接移植到目标流域上。 对于每个目标流域而言， 相似流域

的权重由物理距离和空间距离的组合来估计。 选用流域的 ９ 个自然属性来判别相似流域， 包括： 年降水量，
年平均气温， 干旱指数， 叶面积指数， 植物根系深度， 上下层土壤的饱和水力传导度， 上下层土壤田间含水

量占饱和含水量的比例。 考虑到各种流域下垫面特征和模型参数之间的相关性不同， 将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作

为物理距离的权重：

Ｗｃｄｉ
＝

∑
ｎ

ｊ ＝ １
｜ Ｒ ｉ， ｊ ｜

∑
ｍ

ｉ ＝ １
∑

ｎ

ｊ ＝ １
｜ Ｒ ｉ， ｊ ｜

（４）

式中　 Ｗｃｄｉ表示每个下垫面特征的权重； Ｒ ｉ，ｊ表示流域特征和率定模型参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ｍ ＝ ９ 为流域特

征的个数； ｎ＝ ３ 为模型参数个数。 由于 ９ 个下垫面特征的单位不同， 首先将其进行标准化。 每个相似流域对

于目标流域的物理权重（Ｗｐｉ）由物理距离的倒数（ Ｉｐｄｉ）来估计：

Ｉｐｄｉ ＝
１

∑
ｍ

ｊ ＝ １
｜ ｃｉ， ｊ － ｃ０， ｊ ｜ Ｗｃｄｊ

　 　 　 Ｗｐｉ
＝

Ｉｐｄｉ

∑
ｋ

ｉ ＝ １
Ｉｐｄｉ

（５）

式中　 ｃｉ，ｊ为标准化后相似流域的下垫面特征值； ｃ０，ｊ为标准化后目标流域的下垫面特征值； ｋ 为选取相似流域

的个数。 同样， 每个相似流域对于目标流域的空间权重（Ｗｓｉ）由空间距离的倒数（ Ｉｓｄｉ）来估计：

Ｉｓｄｉ ＝
１
ｓｉ
　 　 　 Ｗｓｉ

＝
Ｉｓｄｉ

∑
ｋ

ｉ ＝ １
Ｉｓｄｉ

（６）

式中　 ｓｉ 为相似流域和目标流域之间的空间距离。 同时考虑物理权重和空间权重， 每个相似流域对于目标流

域的组合权重（Ｗｉ）为

Ｗｉ ＝
Ｗｐｉ

＋ Ｗｓｉ

∑
ｋ

ｉ ＝ １
（Ｗｐｉ

＋ Ｗｓｉ）
（７）

目标流域的模型参数由相似流域的参数加权平均求得：

ｐ０ ＝ ∑
ｋ

ｉ ＝ １
ｐｉＷｉ （８）

式中　 ｐ０ 和 ｐｉ 分别为目标流域和相似流域的模型参数。 于是可以利用计算得到的 ｐ０ 来作径流过程模拟。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大尺度径流模拟结果

近几十年来， 尤其是 １９８０ 年以后， 海河流域的水文循环过程受人类活动干扰十分明显。 因此主要选取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径流资料来率定模型参数。 首先， 将整个海河流域划分成 ６１５ 个 ０ ２５°×０ ２５°的正交网

格。 利用反距离权重法将站点的降水和气温数据插值到划分的网格点上。 根据土壤属性直接计算每个网格中

的基流参数。 然后， 在 ６ 个典型流域中率定模型参数， 再利用参数移植技术计算 ６１５ 个网格中的模型参数，
从而构建海河流域的大尺度径流模拟模型， 进行整个海河流域的径流模拟。 首先对比在典型流域中分别通过

参数移植和参数率定模拟的径流过程与实测过程的相似程度， 其结果见图 ２ 和表 １。 总体而言， 由相似流域

法构建的大尺度影响评价模型模拟径流的 ＣＮＳ较高， 但是相对误差较大。 例如， 在三道河子和桃林口流域，
参数率定得到的 ＣＮＳ （ ＥＲ ） 为 ０ ８２ （ －６ ８０％） 和 ０ ９２ （ ３ ６７％）； 由相似流域法计算得到的 ＣＮＳ （ ＥＲ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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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８（１１ ２％）和 ０ ８（１４ ０％）。 两种方法模拟的径流过程和观测值都吻合较好。 其次对比整个海河流域模拟

的地表水资源量与水资源评价结果中还原的天然径流的吻合程度（图 ３）。 可见， 构建的海河流域大尺度影响

评价模型对于径流过程有较好的模拟结果， 可以用作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价工具。

图 ２　 ＶＩＣ 模型在典型流域的径流模拟结果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表 １　 ＶＩＣ模型径流模拟参数移植和参数率定结果在典型流域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典型流域
参数率定 参数移植

ＣＮＳ ＥＲ ／ ％ ＣＮＳ ＥＲ ／ ％

三道河子 ０ ８２ －６ ８０ ０ ８０ １１ ２
桃林口 ０ ９２ ３ ６７ ０ ８０ １４ ０
张家坟 ０ ７８ ３ ００ ０ ７８ －６ ５５
中堂梅 ０ ７６ －２ ３５ ０ ７４ ２ ０５
微水 ０ ７７ －４ １１ ０ ６２ ７ ９３
观台 ０ ７３ －２ ８７ ０ ５３ １４ ３

图 ３　 ＶＩＣ 模型在整个海河流域的径流模拟结果

Ｆｉｇ ３ Ｒｕｎｏｆ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Ｖ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Ｈ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２　 河川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根据河川径流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定义， 利用构建的海河全流域水文模型， 分析全流域径流对气候变化的

响应机理。 根据 ＩＰＣＣ 的评估报告， 未来平均气温的升高具有很大的可信度， 假定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 而

降水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假定年降水量增加或者减少 １０％， 以及汛期降水占年降水的比例增加或者

减少 １０％。 共设定了 ９ 种气候变化情景， 详见表 ２。 分析得到全流域径流对这 ９ 种气候变化情景的响应见表

２ 和图 ４。

表 ２　 假定的 ９ 种气候变化情景及径流响应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ｉｎ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气候变化情景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 √ √ √ √ √

年降水量增加 １０％ √ √

年降水量减少 １０％ √ √

年降水量不变汛期降水量增加 １０％ √ √

年降水量不变汛期降水量减少 １０％ √ √

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 ％ －６ ５２ ２６ ４ －２３ ０ １８ ２ －２７ ９ １１ ８ －６ ８５ ５ ２４ －１３ ５

（１） 对年平均气温变化的响应。 在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时， 海河流域的径流量将减少 ６ ５％。 同时径流

量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空间差异性也较大。 流域西北部径流对年平均气温的升高更敏感， 径流量最大减少了

１５％； 而流域东南部对年平均气温升高的敏感性较弱， 最小的变幅仅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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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海河流域河川径流量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ＲＢ

（２） 对降水量变化的响应。 当年降水量增加或者减少 １０％时， 海河流域的径流量将分别增加 ２６％和减

少 ２３％。 径流对年降水量变化响应的空间分布较复杂， 总体上， 流域北部、 西北部和西南部山区对年降水的

敏感性较大， 而东部平原区对降水的敏感性较弱。
（３） 对平均气温与降水量组合变化的响应。 在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的前提下， 年降水量增加或者减少

１０％会引起海河流域径流量增加 １８％或者减少 ２８％。 当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同时年降水量增加 １０％时， 径流

的敏感性从流域东南部向流域西北部递减。 当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同时年降水量减少 １０％时， 径流敏感性的

空间分布较乱， 总体上西部山区的敏感性较大。
（４） 对降水年内分配变化的响应。 在年降水量不变的前提下， 当汛期降水占年降水量的比例分别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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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减少 １０％时， 全流域的径流量将会增加 １２％或者减少 ７％。 当汛期降水占年降水量的比例增加 １０％时，
流域东部和东北部的径流增加幅度最大达到了 ２４％， 而流域西部山区的径流量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当汛期降

水占年降水量的比例减少 １０％时， 流域东部的径流减少程度最大为－１９％， 而流域西部的径流量呈增加

趋势。
（５） 对平均气温与降水年内分配组合变化的响应。 在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的背景下， 当年降水量不变而

汛期降水占年降水量的比例分别增加和减少 １０％时， 全流域的径流量将分别增加 ５％和减少 １３％。 当年平均

气温升高 ２℃同时汛期降水占年降水比例增加 １０％时， 流域大部分地区的径流量呈现增加趋势， 其中幅度最

大的位于流域东部达到了 １７％， 而流域西部有些网格的径流量呈现减少趋势。 当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同时汛

期降水占年降水比例减少 １０％时， 流域东北部的径流减少程度最大达到了 ２４％， 而流域西部和南部的敏感

性较小， 最小的为 ０。
３ ３　 讨　 　 论

总体而言， 在年平均气温升高和年降水量变化的情景下， 海河流域西北部的河川径流比东南部更敏感；
在降水年内分配变化的情景下， 海河流域东南部的河川径流比西北部更敏感。 首先以降水量为例， 分析径流

对降水敏感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这与海河流域的年降水量空间分布特征相反（图 ５）。 即年降水量越大的地

方， 径流量对气候变化越不敏感； 相反的年降水量越小， 径流量对气候变化越敏感。 这与王国庆等［１０］ 的结

论相一致。 下面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机理。 假设某一个地方的年降水量、 年径流量和径流系数分别为 Ｐ、 Ｒ
和 Ｃ。 降水量增加为 ａ 倍后， 年降水量、 年径流量和径流系数分别为 ａＰ、 Ｒ２和 Ｃ２。 根据径流系数的定义，
降水量与径流量有以下关系：

Ｒ ＝ ＰＣ　 　 　 Ｒ２ ＝ ａＰＣ２
（９）

则径流对降水量的敏感性 εＰ 为

　 　 　 　 　 　 　 　 εＰ ＝

Ｒ２ － Ｒ
Ｒ

ａＰ － Ｐ
Ｐ

＝ ａ
ａ － １

æ

è
ç

ö

ø
÷

Ｃ２

Ｃ
－ １
ａ － １

（１０）

假设径流系数是降水量的函数： Ｃ＝ ｆ（Ｐ）， 则敏感性也是降水量的函数。

　 　 　 　 　 　 　 　 　 　 　 　
ｄεＰ

ｄＰ
＝ ａ
ａ － １

ｄ ｆ（ａＰ）
ｆ（Ｐ）
ｄＰ

＝ ａ
ａ － １

ｄｆ（ａＰ）
ｄＰ

ｆ（Ｐ） － ｆ（ａＰ） ｄｆ（Ｐ）
ｄＰ

［ ｆ（Ｐ）］ ２ （１１）

根据中国区域年径流系数与年降水量的关系（图 ６） ［１８］， 年降水量越大， 年径流系数也越大； 但是随着

年降水量的增加， 年径流系数增加的速度变小， 即
ｄｆ（Ｐ）
ｄＰ

＞ ０， ｄ２ ｆ（Ｐ）
ｄＰ２ ＜ ０。 于是， 在式（１１）中有 ｆ（Ｐ） ＜

ｆ（ａＰ）， ｄｆ（ａＰ）
ｄＰ

＜ｄｆ（Ｐ）
ｄＰ

， 从而可以得到
ｄεＰ

ｄＰ
＜０。 因此， 随着降水量的增加， 径流量对降水量的敏感性呈减少

趋势， 于是在年降水量变化的情景下， 海河流域西北部的河川径流比东南部更敏感。 对于平均气温和降水年

内分配而言， 气温的空间分布与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相一致， 即年降水量大的地方， 平均气温也高； 而降水

年内分配与年降水量的空间格局相反， 即年降水量越大， 降水年内分配越均匀， 也就是说汛期降水占年降水

量的比例越小。 因此径流对气温的敏感性空间分布特征与对降水量敏感性的空间分布相一致； 而径流对降水

年内分配的敏感性空间分布特征与对降水量敏感性的空间分布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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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海河流域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图 ６　 中国区域内年径流系数与年降水量的关系［１８］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４　 结　 　 论

（１） 在假定气候变化情况下， 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时， 海河流域的径流量将减少 ６ ５％； 当年降水量增
加或者减少 １０％时， 海河流域的径流量将分别增加 ２６％和减少 ２３％； 当汛期降水占年降水量的比例分别增
加或者减少 １０％时， 全流域的径流量将会增加 １２％或者减少 ７％。

（２） 在年平均气温升高和年降水量变化的情景下， 海河流域西北部的河川径流比东南部更敏感； 在降
水年内分配变化的情景下， 海河流域东南部的河川径流比西北部更敏感。

气候变化与水文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就目前的认知水平， 评估气候变
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如何定量估计并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是未来需要着重研究的方
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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