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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山前农业区地下水位强降弱升特征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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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冀中山前平原农业区浅层地下水位不断下降问题， 采用时间序列异变特征和趋势分析方法， 基于小时

级、 自记监测的地下水位动态资料， 通过农业区灌溉期、 非灌溉期地下水位变化程度的差异特征及机制研究， 结

果表明： 该平原农业区浅层地下水位变化在主灌溉期呈 “ｃｍ ／ ｄ” 级（大于 １ ０ ｃｍ ／ ｄ）下降、 非灌溉期呈 “ｍｍ ／ ｄ”
级（小于 １ ０ ｃｍ ／ ｄ）上升的特征， 这些特征与降水量、 年内降水分配状况及其影响的农业开采强度密切相关。 前期

降水偏枯， 灌溉期地下水位下降过程线和年内水位上升过程线的大部分位于当地多年地下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下；
前期降水偏丰， 位于趋势线之上。 农业集中开采是地下水位 “ｃｍ ／ ｄ” 级下降特征的动因， 厚大包气带是地下水位

“ｍｍ ／ ｄ” 级上升特征形成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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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山前平原地处河北省中部、 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冲洪积平原， 是中国冬小麦、 夏玉米的主要种植区和

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超采的主要区域， 浅层地下水是当地农业用水主要水源。 因此， 该区浅层地下水位变化

特征与农业开采地下水和降水情势密切相关。
有关地下水与降水和农业用水之间关系研究较多。 王电龙等［１］ 研究表明，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

下石家庄平原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 杨永辉等［２］发现， 太行山前平原小麦生长季节地下水位每年下降 ７ ０ ～
１５０ ０ ｃｍ， 在 ７～９ 月份玉米生产季节地下水位处于回升或少下降 ４３ ６ ｃｍ。 李新波等［３］认为， 集约化农业活

动对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呈增大态势。 张光辉等［４］、 刘中培等［５］ 和严明疆等［６］ 研究表明， 华北平原农业区

浅层地下水位下降不仅与灌溉农业密切相关， 而且与降水量年际变化有一定关系。 Ｚｈａｎｇ 等［７］利用 ＳＷＡＴ 水

文模型及分离评判方法， 进行了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对径流影响定量研究。 Ｓｈｉｒｉ 等［８］、 Ｃｈｅｎ 等［９］ 应用模拟

方法， 研究了不同气候条件对地下水位变化影响。 有关农业区地下水位强降弱升方面研究结果尚未检索到。
进一步认识冀中山前平原浅层地下水位强降弱升特征与机制， 对于中国北方农业区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具有

重要意义。 本文拟开展农业区灌溉期、 非灌溉期地下水位变化程度的差异特征研究， 试图揭示冀中山前农业

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的机制， 为减缓该区地下水超采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分布在河北省石家庄及衡水地区， 面积 １１ ０００ ｋｍ２。 区内浅层地下水含水层以中粗砂、 砂卵砾石为主

（图 １）， 现代河床、 河漫滩及一级阶地（北部）含水层厚度为 ３０～７０ ｍ， 渗透系数为 １００～３００ ｍ／ ｄ。 冲洪积扇的山前

带和扇缘带含水层厚度为２０～５０ｍ， 单位涌水量为５０～１００ｍ３ ／ （ｈ·ｍ）， 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自西北至东南运动。 包气

带主要由粉细砂、 中粗砂和卵砾石构成， 地表水可直接入渗补给浅层地下水。 该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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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的 ８１ ２７％， 其中以小麦为主的夏粮播种面积占 ６８ ２３％。 小麦为主的夏粮作物灌溉用水量占全年总灌溉用

水量的 ５１ ４８％， 夏玉米作物占 ２５ ０５％， 菜田、 鲜果园灌溉用水量占 １８ ３１％， 其他作物占 ５ １６％。
研究区 １９５６—２０１２ 年系列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５２８ ４ ｍｍ， 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６ ～ ９ 月份。 在冬小麦生育

期， 降水量不足全年的 ２０％， 地下水是当地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 近 ３０ 年以来区内绝大部分河流长期干涸，
地表水资源十分匮乏。 该区地下水开采量占当地总用水量的 ８１ ３５％。 在地下水开采量中， 农业用水占

８３ ６５％。 该区农业大规模开采地下水起始于 １９７２ 年， 当年区内年降水量仅 ２８０ ３ ｍｍ。 在 １９７２ 年之前， 研

究区内 ８２ ６％区域的浅层地下水位埋深小于 １０ ｍ； 现今区内 ７５ ３％区域的地下水位埋深大于 ２５ ｍ。 自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以来， 冀中山前平原浅层地下水位不断下降， 年均降幅达 ０ ８３ ｍ， 只有在类似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０ 年

（年降水量分别为 ６３５ ７ ｍｍ 和 ６９３ ５ ｍｍ）和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６ 年（年降水量分别为 ６６２ ｍｍ 和１ ０９７ ｍｍ）流域性

暴雨泛洪情况下， 区内浅层地下水位才普遍出现较大幅度上升。

２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区域作为重点研究区， 灌溉用水以开采浅层地下水为主， 并

１ 监测点； ２ 卵砾石、 含砾粗砂为主分布区；
３ 砂与粘性土互层分布区； ４ 粘性土夹砂分布区；

５ 基岩分布区； ６ 冲洪积扇扇缘线

图 １　 滹沱河冲洪积扇岩性平面分布示意［１０］

Ｆｉｇ １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ｔｕｏ Ｒｉｖｅｒ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ｐｒｏｌｕｖｉａｌ ｐｌａｉｎ

考虑不同地下水位埋深影响， 遴选 ９ 眼农业区监测孔

（非开采井， 图 １ 中 ）进行小时级的地下水位动态智能

长观 监 测， 每 ３ ｈ （ 即 １： ００、 ４： ００、 ７：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９：００ 和 ２２：００ 时刻）监测一次， 包括地

下水水位、 水温和电导率等。 在农业集中灌溉期间， 还

监测灌溉用水的起止时间和地下水开采量。
为了验证研究成果的区域代表性， 收集了研究区内

１９９１ 年以来国家、 省级农田区长观孔（图 １ 中D）的浅层

地下水位动态日监测资料， 共计 ６１ 个监测孔， 以及同期

各县气象站监测的逐日降水、 气温和水面蒸发等资料。
在分析小时级监测资料的地下水位变化特征过程中，

以日为基本时间单元， 分别对每天不同时间获得的数据进

行年内动态特征分析， 确定非农业用水（如乡村生活用

水）对研究区地下水动态影响较小的时段（如 １：００、 ４：００
和 ２２：００）。 然后， 选定非农业用水影响较小时段所监测

的小时级地下水位动态数据作为基础， 研究主要灌溉期、
非灌溉期地下水位下降和上升变化强度的差异特征及其与

农业开采、 降水丰枯变化之间响应规律。 采用相同时间系

列、 不同农业区地下水位监测数据对比分析， 识别和验证地下水位变化规律性特征的真伪。 然后， 利用同区的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长期观测的日监测地下水动态和降水资料， 进行上述规律性特征的区

域代表性效验， 确保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总体特征

所有监测孔的小时级地下水动态监测数据都表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期间曾发生过两

次大规模、 集中开采地下水进行农业灌溉活动， 第 １ 次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的上、 中旬（图 ２ 中的 Ｂ 时段）秋季灌

溉， 第 ２ 次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底至 ６ 月（图 ２ 中的 Ｄ 时段）的春季灌溉。 在这两个灌溉时段， 所有监测孔的地下

水位都呈下降过程（图 ２）， 包括新乐（图 １ 中 ＸＫ１和 ＸＫ２）、 无极（图 １ 中 ＷＫ１和 ＷＫ２）、 藁城（图 １ 中 ＧＫ１和

ＧＫ２）和正定县（图 １ 中 ＺＫ１和 ＺＫ２）农业区等监测孔的地下水位， 下降幅度都大于 １ ０ ｃｍ ／ ｄ（即 “ｃｍ ／ 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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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其他 ３ 个时段， 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初至 １０ 月初、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下旬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下旬、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初

至 ９ 月中旬（图 ２ 中 Ａ、 Ｃ、 Ｅ 时段）， 正逢降水较多、 或雨季之后又处于非主农灌时节， 所有监测孔的地下

水位都呈 “ｍｍ ／ ｄ” 级（即水位升幅小于 １ ０ ｃｍ ／ ｄ）的上升特征（表 １ 和图 ２）。

表 １　 不同季节不同农业区浅层地下水位变化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ｏｕｒ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地下水位
监测分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初
至 １０ 月初
（Ａ 时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上、 中旬
（秋灌期， Ｂ 时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下旬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下旬

（Ｃ 时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底至 ６ 月
（春灌期， Ｄ 时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初
至 ９ 月中旬∗

（Ｅ 时段）
水位埋深

初值 终值

时段平
均水位
变化率

水位埋深

初值 终值

时段平
均水位
变化率

水位埋深

初值 终值

时段平
均水位
变化率

水位埋深

初值 终值

时段平
均水位
变化率

水位埋深

初值 终值

时段平
均水位
变化率

河
北
省

新乐农业区 ２５ ４１ ２５ ０９ ０ ５９ ２５ ０９ ２５ ４０ －４ ９５ ２５ ４０ ２４ ２２ ０ ７１ ２４ ２２ ２５ ７０ －１ ８６ ２５ ７０ ２５ ２５ ０ ５５
无极农业区 ２６ ３６ ２５ ７０ ０ ５０ ２５ ７０ ２６ ０２ －２ １８ ２６ ０２ ２４ ６５ ０ ８８ ２４ ６５ ２６ ７３ －２ ４６ ２６ ７３ ２６ ３０ ０ ８０
藁城农业区 ３３ ３１ ３２ ３５ ０ ８５ ３２ ３５ ３２ ９３ －３ ９７ ３２ ９３ ３１ ６８ ０ ８１ ３１ ６８ ３３ ７４ －２ ５２ ３３ ７４ ３２ ６７ ０ ７７
正定农业区 ４７ ７１ ４７ ４７ ０ １８ ４７ ４７ ４７ ７６ －１ ７４ ４７ ７６ ４７ ２３ ０ ３５ ４７ ２３ ４９ ０６ －１ ６４ ４９ ０６ ４８ ７６ ０ ７５
　 平均 ３３ ２０ ３２ ６５ ０ ５３ ３２ ６５ ３３ ０３ －３ ２１ ３３ ０３ ３１ ９５ ０ ６９ ３１ ９５ ３３ ８１ －２ １２ ３３ ８１ ３３ ２５ ０ ７２

注： 水位埋深， ｍ； 变化率， ｃｍ ／ ｄ； 正值为单位时间地下水位上升幅度； 负值为单位时间地下水位下降幅度；∗监测数据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Ｔｒ 为趋势线变化率， 由各时段的线性相关公式获得， 单位 ｃｍ ／ ｄ）

图 ２　 冀中山前平原不同县域的农业区年内浅层地下水位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 ｐｌ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ｏｕｒ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３ ２　 农业灌溉期地下水位强降特征

（１） 降水枯水年份农业区地下水位强降特征　 降水枯水年份， 尤其秋、 冬、 春三季持续干旱或连续枯

水年份， 农业开采引起的地下水位下降幅度明显增大， “ｃｍ ／ ｄ” 级降幅的特征更加显著（图 ３）。 如 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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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期间研究区曾出现年降水量 “３ 年连续枯水”， 其中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的各年降水量比该区多年平均年降

水量少 ９５～１１３ ｍｍ。 从图 ３ 可见， 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的降水枯水期间每年春灌季节农业区浅层地下水位都大

幅下降，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三年春灌期地下水位下降分别为 ３ ８９ ｍ、 ３ ０１ ｍ 和 ２ ３０ ｍ， 期间平均水位下降分别为

２ ５５ ｃｍ ／ ｄ、 ３ ２６ ｃｍ ／ ｄ 和 ３ ７７ ｃｍ ／ ｄ， 都呈现日均地下水位降幅明显大于 １ ０ ｃｍ 特征。 在这些枯水年份春灌

期间， 地下水位下降过程线的大部分位于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期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下， 表现为加剧地下水位下

降的特征， 这与降水偏丰年份特征明显不同。
（２） 降水平水及丰水年份农业区地下水位强降特征　 从图 ３ 可见， 受前期降水偏丰水（１９９０ 年降水量为

６９３ ８ ｍｍ）影响的 １９９１ 年或降水偏丰的 １９９５ 年（年降水量为 ７０７ ６ ｍｍ）， 虽然春灌期间地下水位仍然存在显

著下降过程， 但是， 灌溉期地下水位下降过程线的大部分位于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期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上， 呈

现缓解地下水位下降的特征。 又如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期间， 研究区降水多为偏丰水年份，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降水量

分别为 ５６２ ８ ｍｍ、 ７５７ ３ ｍｍ、 ６４５ ６ ｍｍ、 ４００ ２ ｍｍ 和 ５７４ ４ ｍｍ， 另外， ２００６ 年降水量仅为 ３４５ ９ ｍｍ， 显

著偏枯。 由此， 除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受前期年份显著干旱影响外， 其他年份地下水位下降过程线的大部分都

位于多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上， 呈现缓解地下水位下降的特征（图 ４）。 但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期间各年春灌期

日均地下水位降幅为 １ ９８～３ ０７ ｃｍ ／ ｄ， 仍呈现 “ｃｍ ／ ｄ” 级的下降特征。
３ ３　 非主灌溉期地下水位弱升特征

（１） 降水枯水年份农业区地下水位弱升特征　 这里仍然以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期间的 “３ 年降水连续偏枯”
为背景， 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期间的各年春灌期过后， 农业区浅层地下水位都呈现上升过程，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 ６～
１２ 月份地下水位上升分别为 １ ２１ ｍ、 ２ ３９ ｍ 和 ２ ３０ ｍ， 日均水位升幅分别为 ０ ７８ ｃｍ ／ ｄ、 ０ ９７ ｃｍ ／ ｄ 和

０ ８４ ｃｍ ／ ｄ（图 ３）。 上述这些变化， 仍然都呈现 “ｍｍ ／ ｄ” 级的上升特征。 降水偏枯水年份地下水位弱升的一

个标识特征， 是地下水位上升过程线的大部分位于多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下（图 ３ 和图 ４）。

图 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研究区浅层地下水位及

逐月降水量变化特征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１ ｔｏ １９９５

　
图 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研究区浅层地下水位及

逐月降水量变化特征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１

（２） 降水平水及丰水年份农业区地下水位弱升特征　 从图 ４ 可见， 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降水偏丰期间， 农

业区地下水位上升过程线的大部分位于多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上， 且后期水位动态变化更加平缓。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年从每年的低水位点至高水位点， 地下水位上升分别为 １ ９１ ｍ、 ２ ０１ ｍ、 ２ ４５ ｍ、 ２ ９５ ｍ 和 １ ７１ ｍ，
日均水位升幅分别为 ０ ７６ ｃｍ ／ ｄ、 ０ ７９ ｃｍ ／ ｄ、 ０ ９６ ｃｍ ／ ｄ、 ０ ８４ ｃｍ ／ ｄ 和 ０ ７２ ｃｍ ／ ｄ。 在降水偏丰年份， 农业

区地下水位上升总体上仍然呈现 “ｍｍ ／ ｄ” 级特征， 同表 １ 反映的规律相同。
３ ４　 地下水位强降弱升机制

从图 ３ 和图 ４ 可知， 研究区浅层地下水总体处于超采状态， 地下水位呈不断下降趋势， 且每年 ３ ～ ６ 月

份（春灌期）是以农业用水为主的地下水超采主要时段， 这期间研究区降水量不足全年的 ２０％。 从全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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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分析， 春灌时期因降水少， 单位面积上地下水获得的补给量（ＷＳＲ）是年内最小值， 甚至无补给。 但

是， 该期间冬小麦等灌溉用水、 集中开采地下水水量是全年最大的时段， 由此单位面积上地下水排泄量

（ＷＳＰ）成为年内的日均最大值， 源、 汇两方面因素叠加影响， 造成该时期浅层地下水位降幅（DＨｓｖ）最大， 呈

现 “ｃｍ ／ ｄ” 级的降幅特征。 年降水量愈少， 或秋、 冬和春三季持续干旱， 由于 ＷＳＲ更小、 ＷＳＰ更大， 导致

DＨｓｖ更大， 所以， 灌溉期农业区浅层地下水位下降的日均值愈大， 且该时段地下水位下降过程线的绝大部分

处于多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下。
每年春灌期之后， ６～９ 月份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７０％以上， 同时， 这期间农业开采量显著减少，

不足全年地下水开采量的 １０％（主要是设施蔬菜等灌溉用水）。 这一期间的大量降水对区域浅层地下水逐渐

形成有效补给， 至来年 ３ 月份中旬该区浅层地下水位呈现缓慢上升过程， 形成年内最高水位。 包气带厚度

（浅层地下水位埋深）愈大， 雨季降水补给地下水所用时间愈长， 日均水位上升幅度愈小。 另外， 因枯水年

份地下水位下降过程线的大部分位于多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下， 所以， 其后期水位上升过程线的大部分也必

然位于多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下。
由于研究区地下水位多年变化趋势不断下降（图 ３ 和图 ４）， 所以， 年内地下水位下降的幅度必然大于当

年水位上升的幅度， 且农业灌溉用水开采引起的地下水位下降过程所用时间不足全年时间的 １ ／ ４， 而受包气

带制约的降水入渗补给引起地下水水位上升过程所用时间却占全年时间的 ３ ／ ４， 由此形成 “ｃｍ ／ ｄ” 级下降、
“ｍｍ ／ ｄ” 上升的必要条件。 研究区浅层地下水位埋深（包气带厚度）较大， 是形成 “ｍｍ ／ ｄ” 上升的充分条

件。 由于冀中平原农业区地下水长期超采， 所以， 造成浅层地下水位埋深（包气带厚度）多在 ２０ ｍ 以上， 有

些地区地下水位埋深超过 ４０ ｍ。 降水通过厚大包气带入渗补给地下水系统， 不仅存在 ３０～５０ ｄ 的滞后期， 而

且， 厚大包气带对降水入渗水分通量还具有一定的 “减缓” 作用， 即单位时间补给地下水水量减小、 补给

时间和过程延长， 由此， 增强冀中山前平原农业区浅层地下水位 “ｍｍ ／ ｄ” 级上升特征的形成条件。

４　 结　 　 论

基于小时级（每 ３ ｈ 监测一次）地下水动态监测资料研究和近 ２０ 年来同区长观孔日监测地下水动态资料

验证， 结果表明， 冀中山前平原农业区浅层地下水位变化具有春灌期呈 “ｃｍ ／ ｄ” 级下降的特征和非灌溉期

呈 “ｍｍ ／ ｄ” 级上升的特征。 这些特征与降水量、 年内分配状况及农业灌溉的地下水开采量密切相关。 前期

降水偏枯， 尤其秋、 冬和春三季持续干旱或连年枯水情势下， 冀中山前平原农业区春灌期浅层地下水位下降

过程线和春灌期之后水位上升过程线的大部分都位于多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下； 降水偏丰， 春灌期浅层地下

水位下降过程线和年内水位上升过程线的大部分位于多年水位变化趋势线之上。
春灌期间少雨、 农业大规模集中开采， 是形成冀中山前平原农业区浅层地下水位降幅大于 １ ０ ｃｍ ／ ｄ 的

主要动因。 厚大包气带（厚度不小于 １５ ｍ）是冀中山前平原农业区年内浅层地下水位呈 “ｍｍ ／ ｄ” 级上升特征

形成的重要条件， 与包气带岩性有一定关系。

参考文献：

［１］ 王电龙，张光辉，冯慧敏，等． 降水和开采变化对石家庄地下水流场影响强度［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４，２５（３）：４２０⁃４２７ （ＷＡＮＧ
Ｄｉａｎ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ＦＥＮＧ Ｈｕｉｍｉｎ，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
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５（３）：４２０⁃４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杨永辉，郝小华，曹建生，等． 太行山山前平原区地下水下降与降水、作物的关系［Ｊ］． 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０（６）：４⁃７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ｈｕｉ，ＨＡＯ Ｘｉａｏｈｕａ，ＣＡＯ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ｄｍｏｕ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２０（６）：４⁃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李新波，郝晋珉，胡克林，等． 集约化农业生产区浅层地下水埋深的时空变异规律［ 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４）：９５⁃９８
（ＬＩ Ｘｉｎｂｏ，ＨＡＯ Ｊｉｎｍｉｎ，ＨＵ Ｋｅｌｉｎ，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４（４）：９５⁃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４］ 张光辉，费宇红，刘春华，等． 华北滹滏平原地下水位下降与灌溉农业关系［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２４（２）：２２８⁃２３４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ＦＥＩ Ｙｕｈｏｎｇ，ＬＩＵ Ｃｈｕｎｈｕａ，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Ｈｕｆｕ Ｐｌａｉ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２）：２２８⁃２３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刘中培，于福荣，焦建伟． 农业种植规模与降水量变化对农用地下水开采量影响识别［Ｊ］． 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１２，２７（２）：２４０⁃
２４５． （ＬＩＵ Ｚｈｏｎｇｐｅｉ，ＹＵ Ｆｕｒｏｎｇ，ＪＩＡＯ Ｊｉａｎｗｅｉ．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２７（２）：２４０⁃２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严明疆，王金哲，张光辉，等． 作物生长季节降水量和农业地下水开采量对地下水变化影响研究［Ｊ］． 水文，２０１２，３２（２）：２８⁃
３３ （ＹＡＮ 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Ｊｉｎｚｈｅ，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ｒｏｐ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ｓｅ ｉｎ Ｊｉｎｚｈｏｕ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２
（２）：２８⁃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ｉ， ＦＵ Ｇｕｏ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ｗｉｔｈ
ＳＷＡ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ｉｆ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 Ｍａｎａｇｅ， ２０１２（２６）： ２１９９⁃２２１７

［８］ ＳＨＩＲＩ Ｊ， ＫＩＳＩ Ｏ， ＹＯＯＮ Ｈ，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ｍｏｎｇ ｓｏｆ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５６： ３２⁃４４

［９］ ＣＨＥＮ Ｚｈｕｏｈｅｎｇ， ＧＲＡＳＢＹ Ｓ Ｅ， ＯＳＡＤＥＴＺ Ｋ 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２６０（１ ／ ２ ／ ３ ／ ４）： １０２⁃１１７

［１０］ 陈望和． 河北地下水 ［ Ｍ］． 北京：地震出版社， １９９９ （ ＣＨＥＮ Ｗａｎｇ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谭秀翠，杨金忠，宋雪航，等． 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量计算分析［ 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２４（１）：７３⁃８１ （ＴＡＮ Ｘｉｕｃｕｉ，ＹＡＮＧ
Ｊｉｎｚｈｏｎｇ，ＳＯＮＧ Ｘｕｅ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
（１）：７３⁃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贾瑞亮，周金龙，高业新，等． 干旱区高盐度潜水蒸发规律初步分析［ 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５，２６（１）： ４４⁃５０． （ ＪＩＡ Ｒｕ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Ｊｉｎｌｏｎｇ，ＧＡＯ Ｙｅ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 ［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２６（１）： ４４⁃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ＮＯＯＲＹ Ｈ， ＬＩＡＧＨＡＴ Ａ Ｍ， ＣＨＡＩＣＨＩ Ｍ Ｒ，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ａｒ⁃
ｉ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Ｊ］．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２７（５）：４０１⁃４０７

Ｓｈａｒｐ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ｌｕｇｇｉｓｈ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ｅｂｅｉ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ＴＩＡＮ Ｙａｎｌ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Ｄｉａｎｌｏｎｇ， ＹＡＮ 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ｚｈ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ＣＡＧＳ，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６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ｅｂｅｉ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ｈｏｕｒ⁃ｓｃａ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ｂ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０ ｃｍ ／ 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ｒｒｉ⁃
ｇ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ｒｉｓｅｓ ｂ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０ ｃｍ ／ 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ｏ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
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ｌｉｎ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ｗｈｉｌｅ ｆｏ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ｅ⁃
ｒｉ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ｔｅｎ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ｃｍ ／ 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ｒｉ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ｍｍ ／ ｄ ｉ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ｔｈｉｃｋ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ｚｏｎｅ（ｔｈｉｃｋ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５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ｐ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ｌｕｇｇｉｓｈ ｒｉｓｅ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１１７２２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