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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 年径流量显著减少的中国主要流域， 包括松花江、 辽河、 海河、 黄河和汉江等， 选择其上

游地区受人类直接取用水影响较少的山区小流域， 分析径流变化及其原因。 采用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假设的流域水热耦合

平衡方程， 估计了流域年径流量变化的气候弹性系数和下垫面弹性系数， 并对各流域径流变化进行了归因分析。
结果表明， 在气候较为湿润的地区， 径流对气候和下垫面变化均不敏感； 在气候较为干燥的地区， 径流对气候和

下垫面变化都更为敏感， 且区域差异性明显。 潜在蒸散发的变化对径流减少的影响微弱， 降水减少和下垫面变化

是径流减少的主导因素， 其中人类活动导致的下垫面变化对径流减少的影响尤为显著。 对比两个阶段的径流变化

归因分析结果， 近 １０ 年间流域下垫面变化对年径流量的影响程度较前 ２０ 年有显著增加。 通过分析近 ３０ 年的归一

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数据发现， 植被覆盖改善是下垫面变化的重要原因， 说明中国水土保持工程发挥了显著生态效

益的同时也导致了流域径流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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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５０ 年来中国河川径流量减少现象已引起政府决策部门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根据张建云等［１］的研究结果，
中国六大流域在近 ５０ 年（１９５０—２００４ 年）都存在径流减少的现象， 其中海河、 黄河、 辽河和松花江实测径流量

下降尤为明显。 河川径流减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水资源不足的严峻形势。 区域气候变化和流域下垫面变化都会

改变流域水文过程， 从而导致径流量变化［２⁃３］。 针对中国主要流域径流量减少的事实， 定量分析其变化原因，
对深入理解流域水文演变机理与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对流域水资源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针对中国各大江河流域的径流变化， 许多学者进行了归因分析研究。 在黄河流域， 王雁等［４］ 通过对径

流和气象观测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得出： 与 １９５１—１９６９ 年相比， １９７０—２００８ 年黄河流域由于下垫面变化造

成的径流量减少率在兰州、 三门峡、 花园口和利津分别为 ９７％、 ８３％、 ８３％和 ９１％； 李二辉等［５］采用双累积

曲线法得出： 自 １９８５ 年以来， 引起黄河径流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人类活动， 上游和中游人类活动对径流量

的影响程度分别为 ８８ １％和 ８４ ９％； Ｚｈａｎｇ 等［６］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假设的径流归因分析研究表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到 ２０００ 年黄土高原 １１ 个研究流域中有 ８ 个流域， 土地利用 ／覆盖的变化对年径流减少的贡献超过 ５０％。 在

海河流域， Ｘｕ 等［７］针对海河山区 ３３ 个小流域， 基于 Ｂｕｄｕｋｏ 假设的归因分析表明， １９５６—２００５ 年降水减小

和下垫面变化对流域年径流量减小的贡献分别为 ２６ ９％和 ７３ １％； Ｍａ 等［８］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 ＧＢＨＭ（Ｇｅ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和线性回归模型发现， 在潮白河 １９５６—２００５ 年气候变化对径流减少的

贡献分别为 ５１％和 ５５％。 在辽河流域， 王国庆等［９］的研究表明， 铁岭站实测径流量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

来， 总体呈明显的阶段性减少趋势， 人类活动是河川径流减少的主要原因。 在汉江流域，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水源地， 近年来也出现了径流量大幅减少现象［１０］， Ｓｕｎ 等［１０］通过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假设和基于半分布式水文

模型 ＴＨＲＥＷ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的归因分析表明，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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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１９８９ 年相比，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降水减少对径流减少贡献约为 ６５％。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 气候和下垫面变化对中国主要流域的径流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

上述研究中， 由于各自采用的归因分析方法不同， 对比时段各异， 难以进行对比分析。 因此， 有必要采用统

一的分析方法和统一的数据系列， 系统分析中国各主要流域年径流量减小的主要控制因素。 本文针对近 ５０
年径流量显著减少的中国主要流域， 包括松花江、 辽河、 海河、 黄河和汉江等， 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水热耦合平衡

方程， 评估各流域年径流对气候和下垫面变化的敏感性， 分析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年及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相比的年径流变化， 分析各流域年径流减少的程度与原因， 并探讨人类活动对流域下垫

面及对径流变化的影响。

１　 研究流域与数据

本文针对近 ５０ 年径流量显著减少的中国主要流域， 包括松花江、 辽河、 海河、 黄河和汉江等， 在其上

游地区选择受人类直接取用水影响较小的 １０７ 个小流域， 其中松花江 １５ 个， 辽河 １２ 个， 海河 ２９ 个， 黄河

４５ 个， 汉江 ６ 个子流域， 定量分析各子流域径流量的变化情况并探讨变化原因。
径流数据来自国家水文年鉴整编的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 年逐月径流量资料（本文采用径流深，单位 ｍｍ）， 气象数据采用

国家气象局整编的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 年逐日气象资料， 包括日降水量、 日平均气温、 日最高和最低气温、 日照时数、 日

平均风速和相对湿度等。 基于美国联邦地质调查局 １ ｋｍ 空间分辨率的数字高程资料， 提取各子流域边界。 采用中

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 “长时间序列中国植被指数数据集———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 该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数据为 １９８２—２０１０ 年 ８ ｋｍ 空间分辨率的逐月数据。 采用距离方向权重法［１１］对降水、 相对湿度、 风速和太

阳辐射量进行插值， 气温插值采用了高程修正的距离方向加权平均法。 各气象要素插值到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的网格上，
然后采用 Ｐｅｎｍａｎ 公式［１２］计算得到各网格的潜在蒸发量， 再计算流域面平均潜在蒸发量。

２　 流域径流变化归因方法

２ １　 径流的气候弹性和下垫面弹性系数推求

在一定气候和下垫面条件下， 流域长期水热平衡关系可以由流域水分能量耦合平衡方程［１３］（简称水热耦

合平衡方程）来表示， 该公式后来被国际同行命名为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Ｙａｎｇ 公式［１４］， 表达式如下：

Ｅ ＝
ＰＥ０

（Ｐｎ ＋ Ｅｎ
０）

１
ｎ

（１）

式中　 Ｅ 为多年平均年实际蒸散发量； Ｐ 为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Ｅ０ 为多年平均年潜在蒸发量； ｎ 为反映流域

下垫面特征的参数（简称下垫面参数）， 流域下垫面特征包括地形、 土壤和植被等［１５］， 采用流域多年平均的

蒸散发（Ｅ＝Ｐ－Ｒ）， 潜在蒸发（Ｅ０）和降水（Ｐ）， 由式（１）可以反算出下垫面参数 ｎ。 应用水热耦合平衡方程

时， 应该满足以下两个前提： ① 应用流域是封闭流域（即地表和地下的分水岭一致）； ② 流域多年平均流域

蓄水量的变化可忽略。
根据流域多年平均的水量平衡方程， 即 Ｒ＝Ｐ－Ｅ， 则径流量 Ｒ＝ ｆ（Ｐ， Ｅ０， ｎ）。 降水弹性系数定义为单位

降水变化导致的流域径流量的变化程度［１６］， 即年降水量增加 １％导致流域年径流量相对于多年平均值的变化

百分比， 表示为 εＰ ＝
ｄＲ ／ Ｒ
ｄＰ ／ Ｐ

。 类似地， 可以定义径流的潜在蒸散发弹性系数和径流的下垫面弹性系数。 根据

这些弹性系数的定义， 径流变化可以表示为以下全微分形式：
ｄＲ
Ｒ

＝ εＰ
ｄＰ
Ｐ

＋ εＥ０

ｄＥ０

Ｅ０

＋ εｎ
ｄｎ
ｎ

（２）

利用水热耦合平衡方程的微分形式， 可以求出径流的降水弹性系数（εＰ）、 潜在蒸散发弹性系数（εＥ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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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下垫面弹性系数（εｎ）， 令 ϕ＝Ｅ０ ／ Ｐ， 计算公式如下［５］：

　 εＰ ＝ （１ ＋ ϕｎ）
１

ｎ＋１ － ϕｎ＋１

（１ ＋ ϕｎ）［（１ ＋ ϕｎ）
１
ｎ － ϕ］

　 εＥ０
＝ １

（１ ＋ ϕｎ）［１ － （１ ＋ ϕ －ｎ）
１
ｎ ］

　 εｎ ＝ ｌｎ（１ ＋ ϕｎ） ＋ ϕｎ ｌｎ（１ ＋ ϕ －ｎ）

ｎ［（１ ＋ ϕｎ） － （１ ＋ ϕｎ）
１

ｎ＋１］
（３）

式（３）中流域年径流的 ３ 个弹性系数可根据 Ｐ、 Ｅ０ 和 ｎ 来推求， 这 ３ 个弹性系数反映了流域多年平均的水文

气候和下垫面特征。
２ ２　 径流变化归因分析

将研究时段划分为两个子时段， 时段 １ 的多年平均径流深记为 Ｒ１， 时段 ２ 的多年平均径流深记为 Ｒ２，
从时段 １ 到时段 ２ 年径流的变化可用前后两时段的多年平均径流深之差来表示：

ΔＲ ＝ Ｒ２ － Ｒ１ （４）
径流深的变化（ΔＲ）可归因为气象要素变化和流域下垫面变化的影响， 本文将气象要素变化的影响进一步细

化为降水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 （ΔＲＰ） 和潜在蒸散发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ΔＲＥ０
）。 这里流域下垫面变化引

起的径流变化用参数 ｎ 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ΔＲｎ）表示。 因为 ｎ 是反映流域下垫面特征的参数， 流域下垫面

特征包括地形、 土壤和植被等因素， 由于流域的地形和土壤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可以认为参数

ｎ 的变化主要来自于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等因素的变化。
根据径流的气候弹性系数（εＰ 和 εＥ０

）和下垫面系数（εｎ）， 可以分别估算出降水、 潜在蒸散发和下垫面

（参数 ｎ）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 公式如下：

ΔＲＰ ＝ εＰ
Ｒ
Ｐ
ΔＰ　 　 　 ΔＲＥ０

＝ εＥ０

Ｒ
Ｅ０

ΔＥ０ 　 　 　 ΔＲｎ ＝ ε ｎ
Ｒ
ｎ
Δｎ （５）

式中　 ΔＰ、 ΔＥ０ 和 Δｎ 为两个时段的多年平均降水量、 潜在蒸散发量和下垫面参数的差值。

３　 径流变化分析

３ １　 径流变化特征

图 １ 给出了 １０７ 个小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年相比较年径流量的相对变化和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相比较年径流量的相对变化。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的平均年径流量与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年相比较， 仅松花

江的部分子流域有所增加， 汉江流域的变化不显著， 其他流域年径流量则显著减少， 其中海河流域和黄河流

域径流量减少尤为突出， 大多数（７４ 个子流域中有 ５２ 个子流域）子流域的年径流量减少超过 ２０％（图 １（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相比较， 年径流量减少显著， 其中有 ９０ 个子流域的年均径流量减少程度超过

了 ２０％（图 １（ｂ））。

图 １　 １０７ 个研究流域两个时段径流的相对变化率

Ｆｉｇ １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０７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ｗｏ ｐｅｒｉ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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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径流的气候和下垫面弹性

图 ２ 是流域径流的气候和下垫面弹性系数随干旱指数变化的关系图， 虚线表示不同下垫面条件（由参数 ｎ 表

示）下的弹性系数理论值， 图中的 “点” 代表各研究子流域的径流弹性系数， 其数值是根据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 年的气象

水文观测数据， 由式（３）计算得到。 一个流域的某弹性系数绝对值大小反映了该流域径流对这一因素的敏感程度。
由图２ 可知， 在相同的下垫面条件（参数 ｎ）下， 虽然气候弹性系数和下垫面弹性系数的绝对值都随干旱指数增加而

增加， 但当干旱指数增加到一定值时， 气候弹性系数变化幅度微弱， 而下垫面弹性系数的绝对值仍然保持明显的

增加趋势。 在不同气候区， 流域径流对气候变化和下垫面变化的敏感程度有明显差异： 在气候较为湿润的地区，
径流对气候和下垫面变化均不敏感； 在气候较为干燥的地区， 径流对气候和下垫面变化均更为敏感。

图 ２　 气候弹性系数和下垫面弹性系数随干旱指数和下垫面条件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ｉｄ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图 ３　 １０７ 个研究流域干旱指数和径流弹性系数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ｄ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０７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

图 ３ 给出了 １０７ 个研究流域的干旱指数（Ｅ０ ／ Ｐ）， 以及气候（降水、 潜在蒸散发）弹性系数和下垫面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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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由此可见， 各流域的年径流对气候变化和下垫面变化的敏感程度具有较大的空间变异性。 从相对干燥

到相对湿润的气候条件， 黄河、 海河、 辽河、 松花江和汉江流域平均降水弹性系数从大到小分别为 ２ ６、
２ ５、 ２ ３、 １ ９ 和 １ ７。 下垫面弹性系数的空间差异性比气候弹性更加明显， 黄河、 海河、 辽河、 松花江和

汉江流域平均下垫面弹性系数分别－２ ３、 －２ １、 －２ ０、 －１ ５ 和－０ ９。 说明在相对干旱气候条件下， 流域径

流对下垫面变化更加敏感。 在同一个流域中， 不同子流域之间下垫面弹性系数也有较大差别。
３ ３　 径流变化归因分析结果

本文分别针对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年相比较的径流变化和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相比

较的径流变化， 进行了归因分析。 图 ４ 给出了松花江、 辽河、 海河、 黄河和汉江流域， 分别在两个时段的年

径流量变化及其归因分析的结果， 横坐标表示 １０７ 个研究流域， 纵坐标表示各因素导致的年径流量变化。 总

体而言， 潜在蒸散发变化对流域年径流变化的影响较小， 降水减少和下垫面变化对流域年径流量减少起着主

导作用。

图 ４　 两个时段径流量变化归因分析结果

Ｆｉｇ 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ｗｏ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年相比较， 年径流量变化的归因分析结果显示（图 ４（ａ））： 辽河、 海河和

黄河流域的归因分析结果较为接近， 基本都是降水减少导致径流减少， 潜在蒸散发减少导致径流微弱增加，
下垫面变化导致径流减少。 位于这 ３ 个流域的 ５２ 个径流变化显著的山区小流域中有 ４５ 个小流域， 其下垫面

变化对径流减小的贡献率大于 ５０％。 在松花江流域， 降水和潜在蒸散发的变化均导致了径流增加， 下垫面变

化的影响在流域内较不一致。 在汉江流域， 径流变化不显著， 潜在蒸散发减少使得径流增加， 降水和下垫面

变化在流域内影响不一致， 但平均影响程度不大。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相比较， 年径流量变化的归因分析结果显示（图 ４（ｂ））： 松花江、 辽河、

海河、 黄河和汉江等流域径流变化的归因分析结果类似， 基本都是潜在蒸散发变化对径流变化有微弱影响，
降水和下垫面变化主导了径流减少。 在所选取的 １０７ 个小流域中， 有 ９０ 个小流域径流相比多年平均减少了

２０％以上， 在这些流域中有 ８１ 个流域， 下垫面变化为径流变化主导因素（贡献率大于 ５０％）。 各流域两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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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量减少归因分析结果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５ 个流域径流量减小原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ｂａｓｉｎｓ

流域 分析时段 ΔＲ ／ ｍｍ 气候变化的
贡献率 ／ ％

下垫面变化的
贡献率 ／ ％

下垫面变化为径流变化主导因素的
流域数 ／ 径流变化显著的流域数

松花江
时段 １ — — — —
时段 ２ －５３ ３ ２８ ３ ７１ ７ １１ ／ １３

辽河
时段 １ －５０ ０ ２５ ８ ７４ ２ ８ ／ ８
时段 ２ －６２ １ ２３ ６ ７６ ４ ８ ／ ９

海河
时段 １ －３１ ３ １９ ８ ８０ ２ １９ ／ ２１
时段 ２ －４６ ３ １３ ８ ８６ ２ ２８ ／ ２

黄河
时段 １ －２７ ２ ３１ ８ ６８ ２ １８ ／ ２３
时段 ２ －３３ ５ ２１ ６ ７８ ４ ３１ ／ ３６

汉江
时段 １ — — — —
时段 ２ －１０７ ５ ２７ ３ ７２ ７ ３ ／ ４

注： 贡献率仅统计了径流量显著减小的小流域（相比多年平均减少 ２０％）。

　 　 对比两个阶段径流量变化的归因分析结果可见， 近 １０ 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与前 ４０ 年（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相
比较， 下垫面变化对径流量变化影响的程度大幅增加， 说明近 １０ 年剧烈的下垫面变化对流域水循环和流域

可用水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对比以往的研究结果， 在海河和黄河流域， 本研究得出的下垫面变化对径流量减小的贡献比先前的研究

结果略偏高［１７⁃１９］。 如在海河流域， Ｂａｏ 等［１７］用 ＶＩＣ 模型评估该地区下垫面变化对径流量减小的贡献率平均

为 ５８ ５％。 在黄河的汾河流域， 王国庆等［１９］ 基于一种简单的水文模型（Ｔｗ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评估下垫面变化对径流量减小的贡献率为 ５４ ０％ ～ ６８ ９％。 正如 Ｘｕ 等［７］ 在海河流域的径流量变化归

因分析中指出， 各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可能来自采用的模型（方法）不同， 也与采用的评价时段不同有关。
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在这些流域下垫面变化是径流量减小的主要因素之一。

４　 讨　 　 论

４ １　 流域下垫面变化原因

图 ５　 研究区 １９８２—２０１０ 年植被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５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０

以往的研究认为式（１）中的参数 ｎ 反映了流域下垫

面性质［１５⁃２３］， 与地形、 土壤和植被等因素有关。 在相对

较短的时间尺度上， 流域的地形和土壤等因素相对稳定，
因而参数 ｎ 的变化主要反映了植被的变化。 研究表明，
植被与参数 ｎ 的关系密切， 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
植被覆盖较大流域的参数 ｎ 一般比植被覆盖度较小流域

参数 ｎ 大［１５］。 由水热耦合平衡方程（式（１））可知， 在同

等气候条件下， 当参数 ｎ 的值越大， 降水被分配为径流

和实际蒸散发的过程中将更有利于蒸散发， 即流域的实

际蒸散发所占比例更大。
为了进一步揭示植被变化与径流变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结合研究区域内植被生长期的平均 ＮＤＶＩ 指数年际

变化趋势， 分析了 １９８２—２０１０ 年各研究流域 ＮＤＶＩ 指数

变化的空间特征（如图 ５ 所示）。 采用袁丽华等［２４］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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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ＮＤＶＩ 指数变化率和显著性水平结果进行叠加， 得到每 ８ ｋｍ 网格上的 ＮＤＶＩ 指数变化， 并将结果划

分为 ５ 种类型。 结果显示， 各研究流域内的植被状况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只有西辽河流域的植被生长期

ＮＤＶＩ 指数呈显著减少趋势。 在绝大多数流域， 参数 ｎ 的变化与植被增加的变化趋势相吻合， 显示植被增加

是导致径流减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针对西辽河的两个子流域径流变化的归因分析结果显示， 植被减少使参

数 ｎ 减小， 说明植被减少导致径流增加。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流域下垫面变化， 但是在大多数流域， 尤其是最近 １０ 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的降水量减少， 说明流域植被增加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本文选取的 １０７ 个山区小流域大多位于水源

保护区， 其中人类活动主要为水土保持建设， 尤其是 １９９９ 年以来的 “退耕还林还草” 政策实施， 但东北地

区的部分流域中人类活动以农业开发为主。 这些人类活动改变了流域的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 从而影响水文

过程， 导致流域蒸散发量增加， 径流量减小。 由此可见， 中国近年来水土保持建设取得了显著生态效益； 但

同时也是径流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植被变化对径流的影响， 刘昌明和钟骏襄［２５］ 分析了黄河中游小区径流实验数据

（１９５１—１９６３ 年）， 指出森林不仅减少径流总量， 也改变了地下水与地表水的分配。 张晓明等［２６］的研究也发

现， 森林植被增加能显著减少丰水、 平水及枯水期年的径流量。 本文的结论与上述研究成果一致。
４ ２　 方法的局限性

虽然人类活动导致的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可以解释大部分流域的下垫面变化及其对径流的影响， 但也注

意到存在不能解释的流域。 如在松花江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年相比， 径流量变化的归因分析

结果显示， 在一些子流域下垫面变化（下垫面参数 ｎ 减小）使得径流量增加。 事实上， 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年这些流

域植被生长期的 ＮＤＶＩ 指数并没有普遍减小， 并且该时段的降水量有所增多， 植被覆盖度也不应减小。 在汉

江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与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年相比的径流量变化归因分析结果中， 也发现了参数 ｎ 变化与植被变化

趋势不对应。 由此推测， 还有植被之外的其他因素导致参数 ｎ 的变化。
根据 Ｂｅｒｇｈｕｉｊｓ 等［２７］ 的研究， 降雪指数也会影响流域的水热耦合平衡状态， 在降雪指数大的流域中， 参

数 ｎ 值总体比降雪指数小的流域大， 降雪指数增加会导致流域径流系数增加。 此外， Ｄｏｎｏｈｕｅ 等［２８］的研究指

出， 降水强度对参数 ｎ 也有影响， 并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时， 平均暴雨强度增加会导致参数 ｎ 减少。 由此可

见， 参数 ｎ 不仅包含了下垫面条件的影响， 还与其他因素有关。 因此， 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假设的流域水热耦合平

衡方程及其归因分析方法， 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５　 结　 　 论

（１） 在本文选择的 １０７ 个山区小流域中， 近 １０ 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平均年径流量显著减小的流域数量较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期间增多， 年径流量减小的程度也有所增大。
（２） 流域径流对气候和下垫面变化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 在气候较为湿润的地区， 径流对气候和下

垫面变化均不敏感； 在气候较为干燥的地区， 径流对气候和下垫面变化都更为敏感， 且区域差异性更明显。
（３） 两个时段的径流量变化归因分析结果表明， 潜在蒸散发变化对径流变化影响微弱， 降水减少和由

于人类活动导致的下垫面变化是流域径流量减少的主导因素， 而且近 １０ 年内由于下垫面变化导致的流域径

流量减小程度增加。
（４） 根据近 ３０ 年植被变化分析可知， 中国水土保持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果， 但同时也是导致流域

径流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５） 基于流域水热耦合平衡方程的径流量变化归因分析方法简单而实用， 但是流域水热耦合平衡方程

中下垫面参数的物理意义和确定方法需要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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