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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产品， 利用 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Ｗａｌｌａｃｅ（Ｓ⁃Ｗ）模型估算了黑河上中游流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潜在蒸散

发（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ＥＴＰ）， 并考虑不同土地覆被类型， 分析了 ＥＴＰ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要素， 分别利

用 ＥＴＰ和 ＥＴ０驱动水文模型， 比较径流模拟精度。 结果表明： ① 基于高精度遥感数据， Ｓ⁃Ｗ 模型可模拟区域 ＥＴＰ。
黑河上中游流域， 夏季 ＥＴＰ对年值的贡献最大， 各土地覆被类型的 ＥＴＰ年内变化趋势一致。 总体而言， 植被条件越

好， ＥＴＰ越小； ② 在研究区内， 相对湿度对 ＥＴＰ变化的影响最大， 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对 ＥＴＰ变化的影响与辐射相近。
植被越稀疏， ＥＴＰ对气象要素及 ＬＡＩ 的敏感性越强； ③ 与 ＥＴ０相比， ＥＴＰ能够更好地描述陆面蒸散发能力， 相同条

件下使用 ＥＴＰ驱动水文模型模拟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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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散发是水文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准确估算蒸散发量对流域水资源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１］， 尤

其是在中国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 估算蒸散发量的方法较多， 往往先通过模型计算陆面的潜在蒸散发（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ＥＴＰ）， 继而获得考虑土壤水分亏缺条件下的实际蒸散发（ａｃｔｕ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ＥＴａ）。 虽然 ＥＴａ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然而由于土壤性质、 气象要素等的时空异质性， ＥＴａ的精确观测与估

算在区域层面仍较为困难。 因此， 针对 ＥＴＰ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ＥＴＰ是指充分供水条件下陆面的蒸散发能力［２］。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Ｐ⁃Ｍ）模型是应用最为广泛的 ＥＴＰ计算

模型之一， 将计算区域概化为 “大叶”， 忽略土壤蒸发， 不适用于计算植被稀疏区域的蒸散发能力［３］。 因

此， 在 Ｐ⁃Ｍ 模型的基础上， 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 和 Ｗａｌｌａｃｅ 考虑植被冠层和冠层间（或冠层下）裸土表面双源蒸散发，
构建了适用于植被稀疏区域的 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Ｗａｌｌａｃｅ（Ｓ⁃Ｗ）模型［４］。 然而 Ｓ⁃Ｗ 模型结构复杂， 所需的输入数据

较多， 包括气象数据和地表覆被特征数据。 因此， Ｓ⁃Ｗ 模型自问世以来， 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 观测

技术的不断进步使 Ｓ⁃Ｗ 模型的应用成为可能［５⁃７］。 然而， 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覆被类型单一的农田小尺

度， Ｓ⁃Ｗ 模型在土地覆被类型复杂的大流域应用尚不多见。
针对陆面蒸散发能力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要素， 已有不少学者在不同尺度开展了相关研究［８⁃１１］。 结果

表明在不同的区域蒸散发能力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 而主要驱动因素也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 在不同区域对蒸

散发能力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很有必要。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还可以发现， 绝大多数研究均基于

Ｐ⁃Ｍ模型开展， 仅仅考虑了气象要素对陆面蒸散发能力的影响， 而下垫面条件变化产生的影响并未得到重视。
已有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证明下垫面条件对 ＥＴＰ存在一定影响［１２⁃１３］，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４］认为城市化导致下垫面条件的

改变最终引起了 ＥＴＰ的变化， 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对影响的大小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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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西北部干旱区的黑河流域， 受气候变化和剧烈人类活动的影响， 土地覆被类型极其复杂， 水文

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 目前， 已有学者针对黑河的 ＥＴＰ 时空变化规律开展了一些研究， 这些研究多基于 Ｐ⁃Ｍ
模型在各气象站点的计算结果， 而黑河上中游流域气象站点稀疏， 并不能很好反映气象要素的空间异质性。
并且黑河流域属于典型的植被稀疏区域， Ｐ⁃Ｍ 模型精度有限， 且无法考虑土地覆被的时空变化。

本文基于多源遥感数据产品， 以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反映下垫面条件的时空变化特征， 在黑河上中游流域

应用 Ｓ⁃Ｗ 模型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ＥＴＰ日值进行估算； 为更好地反映 ＥＴＰ的空间差异， 采用栅格数据作为模型

输入进行计算， 而非较为常用的站点观测数据。 基于模型的模拟结果， 对黑河上中游流域 ＥＴＰ的时空变化规

律进行分析， 并利用敏感系数法分析了对 ＥＴＰ变化影响较大的因素， 以期对不同土地覆被条件下 ＥＴＰ变化的

驱动因素进行比较。 最后， 基于 Ｓ⁃Ｗ 模型估算获得的 ＥＴＰ和概念性水文模型对黑河上游莺落峡水文站旬平均

径流序列进行了模拟， 对 Ｓ⁃Ｗ 模型估算获得的 ＥＴＰ在水文模拟中的可靠性和适用性进行了检验。

１　 研究区概况

黑河流域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流域， 发源于祁连山脉北麓。 南以祁连山为界， 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

壤， 东、 西分别与石羊河、 疏勒河流域相邻， 干流全长８２１ ｋｍ， 流域面积为 １４ ２９ 万 ｋｍ２。 黑河自河源至莺

落峡为上游， 自莺落峡至正义峡为中游， 正义峡以下为下游。 黑河流域属于典型的干旱区气候， 多年平均

ＥＴＰ量为１ ６００ ｍｍ， 流域内最主要的两种土地覆被类型为荒漠和草地。 本文根据黑河流域水系分布及地形地

貌特征划分出上中游流域（图 １）， 面积约 ６ 万 ｋｍ２。

图 １　 黑河上中游流域及气象站点分布

Ｆｉｇ １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２ １　 气象及水文数据

本文采用栅格数据对 ＥＴＰ进行计算， 所使用的气象数据包括日平均气温、 日最高气温、 日最低气温、 日

平均气压、 日平均相对湿度、 近地面风速和日照时数 ７ 个要素。 其中， 日平均气温、 日最高气温、 日最低气

温、 日平均气压、 日相对湿度、 近地面风速来源于 “中国区域高时空分辨率地面气象要素驱动数据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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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 下载， 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 ｗｅｓｔｇｉｓ ａｃ ｃｎ ／ ）。 该数据集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开发，
以国际上现有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再分析资料、 全球陆面数据同化系统（ＧＬＤＡＳ）资料、 全球地表辐射卫星产品

（ＧＥＷＥＸ⁃ＳＲＢ） 辐射资料以及 ＴＲＭＭ（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降水资料为背景场， 融合中国气象

局常规气象观测数据制作而成， 该数据已在多项研究得到应用， 其精度较为可靠［１５⁃１７］。 数据的时间分辨率

为 ３ ｈ， 水平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１°， 数据时段为 １９５９—２０１０ 年。 本文采用的数据由数据集数据采用反距离权重

（ＩＤＷ）法插值到 １ ｋｍ×１ ｋｍ 栅格， 通过平均 ３ ｈ 数据获得日数据。 考虑植被数据序列长度， 气象数据时段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日照时数由研究区域内的 ８ 个气象站点（图 １）的逐日观测资料（由 “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

服务网” 下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ｇｏｖ ｃｎ ／ ｍｅｔｄａｔａ ／ ｐａｇ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采用 ＩＤＷ 法插值到 １ ｋｍ×１ ｋｍ 栅格

获得。
本文中用于驱动水文模型的降水数据亦由 “中国区域高时空分辨率地面气象要素驱动数据集” 提取，

通过求均值获得黑河上游流域日平均降水。 本文采用黑河上游流域控制站莺落峡水文站旬平均流量数据对水

文模型的参数进行率定， 并验证径流模拟结果。 数据时段为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年， 其中 １９９５ 年数据用于模型预

热，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数据用于模型参数率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数据用于模拟结果验证。

图 ２　 黑河上中游流域土地覆被分布

Ｆｉｇ ２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本文季节划分采用 ３—５ 月为春季， ６—８ 月为夏季，
９—１１ 月为秋季， １２ 月—次年 ２ 月为冬季的划分原则。
２ ２　 植被、 ＤＥＭ 及土地覆被数据

本文使用的植被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发布的 ＭＯＤＩＳ ＭＹＤ１５Ａ２ 叶面积指数（ＬＡＩ）数据

产品， 该数据为 ８ ｄ 合成的 １ ｋｍ 分辨率 Ｌ４ 级 ＬＡＩ 数据，
本文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法均匀内插到日数据， 数据时段

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ＤＥＭ 数据由 “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

心（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 ｗｅｓｔｇｉｓ ａｃ ｃｎ ／ ）” 下载， 空间分辨率

为１ ｋｍ。 土地覆盖数据来源于 “中国 １ ∶ ２５ 万土地覆盖

遥感调查与检测数据库” ２００５ 年全国土地覆盖数据（由
“地 球 系 统 科 学 数 据 共 享 平 台 ” 下 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ｏｄａｔａ ｃｎ ／ Ｐｏｒｔａｌ ／ ）， 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该数据

将土地覆盖分为森林、 草地、 农田、 聚落、 湿地及水体

和荒漠 ６ 个一级类型， ２５ 个二级类型（图 ２）。 研究区域

内 ６ 个一级类型土地覆被所占面积比例分别为 ８ ２７％、
３２ ５９％、 ９ ３４％、 ０ ８１％、 ３ ０５％和 ４５ ９５％。

３　 方法介绍

３ １　 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Ｗａｌｌａｃｅ 模型及参数估算方法

Ｓ⁃Ｗ 模型为双源 ＥＴＰ计算模型， 认为陆面 ＥＴＰ由植被冠层腾发和冠层间（或冠层下）裸土蒸发两部分组

成。 Ｓ⁃Ｗ 模型公式如下［４］：
λＥＴＰ ＝ ＣｃＥＴＰｃ ＋ ＣｓＥＴＰｓ （１）

ＥＴＰｃ ＝
Δ（Ｒｎ － Ｇ） ＋ ［（２４ × ３ ６００）ρｃｐ（ｅｓ － ｅａ） － Δｒｃａ（Ｒｓ

ｎ － Ｇ）］ ／ （ ｒａａ ＋ ｒｃａ）
Δ ＋ γ １ ＋ ｒｃｓ ／ （ ｒａａ ＋ ｒｃａ）[ ]

（２）

ＥＴＰｓ ＝
Δ（Ｒｎ － Ｇ） ＋ ［（２４ × ３ ６００）ρｃｐ（ｅｓ － ｅａ） － Δｒｓａ（Ｒｎ － Ｒｓ

ｎ）］ ／ （ ｒａａ ＋ ｒｓａ）
Δ ＋ γ １ ＋ ｒｓｓ ／ （ ｒａａ ＋ ｒｃａ）[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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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Ｃｃ ＝
１

［１ ＋ （ＲｃＲａ）］ ／ ［Ｒｓ（Ｒｃ ＋ Ｒａ）］
， Ｃｓ ＝

１
［１ ＋ （ＲｓＲａ）］ ／ ［Ｒｃ（Ｒｓ ＋ Ｒａ）］

Ｒａ ＝ （Δ ＋ γ） ｒａａ， Ｒｃ ＝ （Δ ＋ γ） ｒｃａ ＋ γｒｃｓ， Ｒｓ ＝ （Δ ＋ γ） ｒｓａ ＋ γｒｓｓ
式中　 ＥＴＰ ｃ和 ＥＴＰｓ分别为郁闭冠层腾发和裸土地面蒸发， 以相应潜热表示， ＭＪ ／ （ｍ２·ｄ）； Ｃｃ和 Ｃｓ为权重系

数； Ｒａ、 Ｒｃ和 Ｒｓ为中间变量； Ｒｎ为冠层净辐射， 用下垫面的辐射能量平衡计算， 地表反射率为 ＬＡＩ 的函数，
ＭＪ ／ （ｍ２·ｄ）； Ｒｓ

ｎ为土壤表面净辐射， ＭＪ ／ （ｍ２·ｄ）； ρ 为平均空气密度， ｋｇ ／ ｍ３； ｃｐ 为空气定压比热， 取

１ ０１３×１０－３ ＭＪ ／ （ｋｇ·℃）； ｒｃｓ为冠层气孔阻力， 受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和环境变量的影响， ｓ ／ ｍ； ｒｃａ为冠层边界

层阻力， ｓ ／ ｍ； ｒｓａ和 ｒａａ分别为土壤表面到冠层、 冠层到参考高度间的空气动力学阻力， ｓ ／ ｍ； ｒｓｓ为土壤表面阻

力， ｓ ／ ｍ； Δ 为饱和水汽压曲线斜率， ｋＰａ ／ ℃； Ｇ 为土壤热通量， ＭＪ ／ （ｍ２·ｄ）； γ 为干湿计常数， ｋＰａ ／ ℃； ｅｓ
和 ｅａ分别为饱和水汽压和实际水汽压， ｋＰａ； λ 为蒸发潜热， ＭＪ ／ ｋｇ。 本文中空气动力学阻力参数（ ｒｃａ、 ｒｓａ和
ｒａａ）均通过 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 提出的方法估算［４］， 土壤表面阻力 ｒｓｓ通过 Ｚｈｏｕ 等［３］采用的方法进行估算。
３ ２　 敏感性分析方法

敏感性可定义为当其他参数不变时， 某一参数变化一定的量， 而引起因变量相应改变的大小。 考虑到 Ｓ⁃
Ｗ 模型中各参数相对大小及单位有所差异， 本文中采用量纲一化的相对敏感性系数表征 ＥＴＰ对参数的敏感

性， 公式如下［１８］：

ＳＶｉ
＝ ｌｉｍ

ΔＶｉ→０

ΔＥＴＰ

ＥＴＰ

ΔＶｉ

Ｖｉ

æ

è
ç

ö

ø
÷ ＝

∂ＥＴＰ

∂Ｖｉ

Ｖｉ

ＥＴＰ
（４）

式中　 Ｖｉ为选取的参数（本文中分别为日平均气温、 日相对湿度、 太阳净辐射、 近地表风速和 ＬＡＩ）； ＳＶｉ为

ＥＴＰ对所选参数的敏感性系数， 此系数量纲一化， 故可以直接比较不同参数对 ＥＴＰ的影响程度， 本文中 ＥＴＰ

对日平均气温、 日相对湿度、 太阳净辐射、 近地表风速和 ＬＡＩ 的敏感性系数分别记为： ＳＴ、 ＳＨ、 ＳＲ、 ＳＷ和

ＳＬＡＩ。 敏感性系数为正， 则 ＥＴＰ 与该参数变化趋势一致， 其绝对值越大表示参数对 ＥＴＰ 的影响越大， 反之

亦然。
３ ３　 水文模型及参数率定方法

为验证 Ｓ⁃Ｗ 模型估算获得的 ＥＴＰ精度及其在水文过程模拟中的适用性， 本文选取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黑

河上游流域运行集总式水文模型。 该模型结构简单， 驱动数据仅为降水和 ＥＴＰ， 其根据 ＦＬＥＸ 框架构建， 将

陆面、 非饱和带和饱和带概化为属性不一的缓冲区， 对产流、 汇流过程进行模拟［１９］。 本文基于旬平均径流

深序列， 采用广泛使用的 ＳＣＥ⁃ＵＡ 对模型进行参数率定， 目标函数如下［２０］：
Ｊｏｂ ＝ （１ － ＥＮＳ） ＋ ５ ｌｎ（１ ＋ Ｅｒ） ２ ５ （５）

式中　 ＥＮＳ为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 Ｅｒ为水平衡误差， 计算公式如下［２１］：

ＥＮＳ ＝
∑（Ｒ ｉ，ｏ － Ｒｏ） ２ － ∑（Ｒ ｉ，ｓ － Ｒ ｉ，ｏ） ２

∑（Ｒ ｉ，ｏ － Ｒｏ） ２
（６）

Ｅｒ ＝
∑Ｒ ｉ，ｓ － ∑Ｒ ｉ，ｏ

∑Ｒ ｉ，ｏ

× １００％ （７）

式中　 Ｒ ｉ，ｏ和 Ｒ ｉ，ｓ分别为旬平均径流深的观测值和模拟值， ｍｍ； Ｒｏ为实测旬平均径流深的平均值， ｍｍ。
验证期模拟结果评价采用 ３ 个指标， 分别为 Ｅｒ、 ＥＮＳ和相关系数 ｒ。 这 ３ 个指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评价模

型的模拟效果， Ｅｒ用于表征模拟时段内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水平衡误差， 其值越接近 ０， 模拟结果越好； ＥＮＳ用

于表征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拟合程度， 其值越接近 １， 模拟结果越好； ｒ 用于表征实测值与模拟值的相关性，
其值越接近 １， 模拟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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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果分析与讨论

４ １　 黑河上中游流域 ＥＴＰ计算结果

图 ３ 给出了基于栅格数据计算获得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黑河上中游流域多年平均 ＥＴＰ年值及季节值的空间

分布。 由图 ３ 可以看出， 在黑河上中游流域， ＥＴＰ年值和季节值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 就年值而言，
总体呈现自上游至中游逐渐增大的分布规律， 中游平原区的 ＥＴＰ明显大于上游源区。 ＥＴＰ年值最小值出现在

黑河上游源区， 为 ５９８ ０ ｍｍ。

图 ３　 黑河上中游流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多年平均 ＥＴＰ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ＥＴ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就季节值而言，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春、 夏、 秋三季的 ＥＴＰ空间分布基本一致， 亦与年值的空间分布类

似， 均呈现自上游至中游逐渐增大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 通过对比春、 夏、 秋三季 ＥＴＰ的空间分布与土地覆

图 ４　 黑河上中游流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ＥＴＰ年际变化

Ｆｉｇ ４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被类型的空间分布（图 ２）可以发现， 植被相对较好区域

的 ＥＴＰ较低， 与植被相对较差区域存在鲜明对比。 冬季的

空间分布与其他季节有较大差异， 并未呈现明显的空间

斑块， ＥＴＰ的空间变化更为平缓。 这是由于在春、 夏、
秋三季， 除气象要素影响 ＥＴＰ外， 植被条件也对 ＥＴＰ产

生了影响， 而在冬季多数区域的植被凋萎， 只有气象要

素仍对 ＥＴＰ产生影响， 而气象要素在空间上过度平缓，
因此， 冬季的 ＥＴＰ空间分布并不存在类似其他三季的空

间斑块。
通过日值求和， 获得黑河上中游流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ＥＴＰ年际变化（图 ４）。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在研究时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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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Ｐ年值在 １ ０００～１ ４００ ｍｍ 之间波动， 最小值出现在 ２００３ 年， 最大值出现在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４ 年之后 ＥＴＰ年值

变幅较小， 在 １ ３００ ｍｍ 左右起伏变化。 对比 ４ 个季节值对年值的贡献， 夏季值占年值的比例最大， 约为

５５％， 因为此时气温较高， 太阳辐射强烈。 ４ 个季节值贡献大小排序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
４ ２　 不同土地覆被类型 ＥＴＰ分布特征及年内变化

针对上文中 ＥＴＰ所呈现的空间斑块（图 ３）， 在研究区内按照一级土地覆被类型分别计算 ６ 种类型的多年

平均 ＥＴＰ特征值，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从多年平均 ＥＴＰ 来看， ６ 种一级土地覆被类型中， 荒漠最大， 为

１ ４８６ ８ ｍｍ， 湿地及水体次之， 森林最小。 总体而言， 植被较好区域的 ＥＴＰ相对较小， 反之亦然。
就相对标准差而言， ６ 种覆被类型的相对标准差均在 ３０％以上， 这是因为各级覆被类型由多种覆被组

成， ＥＴＰ因覆被的多样性呈现较为显著的非均匀分布。 其中农田和聚落的相对标准差最大， 均在 ４５％左右，
远大于其他土地覆被类型。 这是因为这些区域不仅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 也受到了较为剧烈的人类活动（如
城市化、 农业耕作和灌溉等）的影响， 这增加了土地覆被的空间异质性［２２］。

表 １　 黑河上中游流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多年平均 ＥＴＰ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ｎ ＥＴ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区 域 最大值 ／ ｍｍ 最小值 ／ ｍｍ 均值 ／ ｍｍ 标准差 ／ ｍｍ 相对标准差 ／ ％
上中游流域 ２ １３８ ２ ５９８ ０ １ ２５７ ９ ４８８ ９ ３８ ９

森林 ２ ０２７ ７ ６１４ ８ ９０６ ７ ２８２ ６ ３１ ２
草地 ２ １３８ ２ ５９８ ０ １ ０９４ ６ ３９５ ０ ３６ １
农田 ２ ０１６ ０ ５９９ ５ １ ０６２ ６ ４８８ １ ４５ ９
聚落 ２ ００５ ４ ６１０ ５ １ １１０ ８ ４９６ ５ ４４ ７

湿地、水体 ２ ０７３ ３ ６０６ ４ １ １４０ ２ ４０５ ０ ３５ ５
荒漠 ２ １３４ ６ ６２１ ９ １ ４８６ ９ ４７７ ０ ３２ １

　 　 图 ５ 给出了 ＬＡＩ 和 ＥＴＰ的多年平均月值。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虽然各土地覆被类型差异较大， 但各类型的

ＬＡＩ 和 ＥＴＰ随季节变化具有同步性， 最小值都出现在每年的冬季， 最大值出现在 ７ 月， 呈现 “单峰状” 分

布。 由图 ５（ｂ）可以看出， ６ 种土地覆被类型的 ＥＴＰ年内变化趋势一致， 然而在植被的生长发育季（４—９ 月），
各土地覆被类型的 ＥＴＰ月值存在一定的差异， 生长季内荒漠的 ＥＴＰ明显高于其他覆被类型， 而森林的 ＥＴＰ为

最低， 其他几种覆被类型的 ＥＴＰ较为接近。 对比各土地覆被类型的多年平均 ＥＴＰ（表 １）可以得出结论， 正是

生长季的 ＥＴＰ差异， 导致了不同土地覆被类型 ＥＴＰ年值的差异。
对于 ＬＡＩ， 土地覆被类型决定了区域内 ＬＡＩ 的大小， 荒漠中植被条件较差， 在各土地覆被类型中 ＬＡＩ 最

低。 对比各土地覆被类型的 ＥＴＰ和 ＬＡＩ 的年内变化可以发现， 进入生长季后， 随着 ＬＡＩ 差异的增大， 各土地

覆被类型的 ＥＴＰ也开始出现差异， 植被条件较好的区域 ＥＴＰ增加较慢。

图 ５　 不同土地覆被类型 ＬＡＩ 和 ＥＴＰ年内变化

Ｆｉｇ ５ Ｉｎｔｒａ⁃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ＴＰ ａｎｄ ＬＡＩ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４ ３　 不同土地覆被类型 ＥＴＰ敏感性分析

本文基于 ＥＴＰ对气象要素和 ＬＡＩ 的敏感性系数， 定量分析气象要素和 ＬＡＩ 对 ＥＴＰ时空变化的影响。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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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ａ）—图 ６（ｅ）分别给出了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 ＥＴＰ对相对湿度、 平均气温、 太阳净辐射、 近地面风速和

ＬＡＩ 的敏感性系数。 由图 ６ 可知， ＥＴＰ 对不同要素的敏感性大小年内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在夏季达到

峰值。
对比不同要素的敏感性系数可以发现， ＬＡＩ 和相对湿度的敏感性系数均为负数， 表明这两个要素与 ＥＴＰ

的变化趋势相反， 即当 ＬＡＩ 和相对湿度变大时， ＥＴＰ将会减小， 反之亦然。 不同要素对 ＥＴＰ的影响程度也存

在较大差异， 相对湿度的敏感性系数的绝对值远大于其他要素， 说明相对湿度对 ＥＴＰ变化的影响最为剧烈。
ＬＡＩ 对 ＥＴＰ的影响不可忽视， 比较 ＬＡＩ 和气象要素的敏感性系数可以发现， 在多数区域 ＬＡＩ 对 ＥＴＰ变化的影

响程度与太阳净辐射基本相当， 而在植被较为稀疏的荒漠， ＬＡＩ 对 ＥＴＰ的影响尤为明显， 当 ＬＡＩ 对 ＥＴＰ的影

响在 ５ 月达到最大， 此时 ＳＬＡＩ为 ０ １７， 与气温对 ＥＴＰ的影响程度相近（ＳＴ最大为 ０ ２１）。 对于同一要素， 不同

土地覆被类型区域内， 对 ＥＴＰ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荒漠的 ＥＴＰ对所有要素的敏感性均大于其他区域的

ＥＴＰ， 而森林的 ＥＴＰ则对所有要素的敏感性最低。 总之， 下垫面条件的变化（如本文中 ＬＡＩ 的时空变化、 土地

覆被类型的差异）对于 ＥＴＰ存在较大的影响， 在对 ＥＴＰ的模拟中考虑下垫面因素很有必要。

图 ６　 各土地覆被类型 ＥＴＰ对气象要素及 ＬＡＩ 的敏感性系数年内变化

Ｆｉｇ ６ Ｉｎｔｒａ⁃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ＴＰ ｔｏ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Ｉ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４ ４　 基于 ＥＴＰ和 ＥＴ０的径流模拟

为验证 Ｓ⁃Ｗ 模型估算获得 ＥＴＰ的准确性及其在水文过程模拟中的适用性， 本文在黑河上游流域运行概念性

水文模型对上游流域控制站莺落峡水文站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年旬平均径流深进行模拟， 其中 １９９５ 年为模型预热期，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为模型参数率定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为模拟效果验证期。 在率定期， 使用相应时段的降水及 Ｐ⁃Ｍ 模

型估算获得的 ＥＴ０驱动模型， 对模型参数进行优化； 在验证期， 分别使用 Ｐ⁃Ｍ 模型估算获得的 ＥＴ０及 Ｓ⁃Ｗ 模型

估算获得的 ＥＴＰ驱动模型（降水数据不变）， 计算模拟效果评价指标， 比较 ＥＴ０和 ＥＴＰ对径流模拟的适用性和可

靠性。 图 ７ 为莺落峡站实测与模拟旬平均径流深对比图， 可以看出， 基于 ＦＬＥＸ 框架的概念性水文模型能够较

好地模拟莺落峡的径流过程， 峰现时间吻合， 径流深较为接近， 率定期和验证期的 ＥＮＳ均在 ０ ８５ 以上。
表 ２ 给出了模拟结果的评价指标， 可以看出率定期径流深模拟值小于实测值（Ｅｒ为－９ ９８％）； 在验证期，

基于 ＥＴ０的模拟结果仍小于实测值， 由洪峰流量模拟值的偏小导致（图 ７（ｂ））， 而基于 ＥＴＰ的模拟结果则出

现程度极小的高估， 更加接近实测值。 对比验证期的 ＥＴ０和 ＥＴＰ（图 ８）可以发现， 在丰水期的 ＥＴ０高于 ＥＴＰ，
高估了陆面蒸散发能力， 导致了径流模拟值的偏小， 在枯水期 ＥＴ０和 ＥＴＰ较为接近， 因此， 基于 ＥＴ０和 ＥＴＰ

模拟径流深的差异也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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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莺落峡站实测与模拟旬平均径流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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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莺落峡站径流深模拟效果评价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ｔ Ｙｉｎｇｌｕｏｘｉ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

模拟时段　 　 　 Ｅｒ ／ ％ ＥＮＳ ｒ

率定期（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 －９ ９８ ０ ８５ ０ ８７

验证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
ＥＴＰ驱动 ０ ８１ ０ ９０ ０ ９１

ＥＴ０驱动 －３ ９６ ０ ８６ ０ ８９

　

图 ８　 验证期 ＥＴ０与 ＥＴＰ对比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Ｔ０ ａｎｄ ＥＴ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在验证期， 基于 ＥＴＰ的模拟结果的评价指标均优于基于 ＥＴ０的模拟结果。 说明 ＥＴＰ较之 ＥＴ０在径流模拟

中能够更好地描述陆面的蒸散发能力， 从而获得更为精确的径流模拟值， ＥＴＰ在径流模拟中更为适用。

５　 结　 　 论

（１） 黑河上中游流域多年平均 ＥＴＰ均呈现从南向北逐渐增加的趋势， 夏季 ＥＴＰ对年值的贡献最大， ＥＴＰ

季节值对年值的贡献率排序为： 夏季＞春季＞秋季＞冬季。 各土地覆被类型的 ＥＴＰ年内变化趋势一致， 但大小

存在差异， 荒漠最大， 森林最小。 总体而言， 植被条件越好， ＥＴＰ越小。
（２） 在不同土地覆被类型区域内， 相对湿度对 ＥＴＰ变化的影响最大， ＬＡＩ 对 ＥＴＰ变化的影响与辐射相

近， 在植被稀疏区 ＬＡＩ 对 ＥＴＰ的影响尤其明显。 不同土地覆被类型区域内， ＥＴＰ对气象要素和 ＬＡＩ 的敏感性

差异较大， 植被越稀疏， ＥＴＰ对气象要素及 ＬＡＩ 的敏感性越强。 模拟 ＥＴＰ时， 对下垫面条件的考虑很有必要。
（３） 本研究中， 与 ＥＴ０相比， ＥＴＰ能够更好地描述陆面蒸散发能力， 相同条件下使用 ＥＴＰ驱动水文模型

模拟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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