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３１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Ｖｏｌ. ３１ꎬＮｏ. ５
Ｓｅｐ. ꎬ２０２０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０６

中国冰冻圈水文过程变化研究新进展
丁永建１ꎬ２ ꎬ 张世强３ꎬ４ ꎬ 吴锦奎５ ꎬ 赵求东１ꎬ５ ꎬ 李向应６ ꎬ 秦

甲５

(１.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冰冻圈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ꎻ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ꎻ
３. 陕西省地表系统与环境承载力重点实验室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２７ꎻ ４.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２７ꎻ

５. 中国科学院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重点实验室ꎬ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ꎻ ６.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 冰冻圈显著的变化已经对冰冻圈水文过程产生了一系列影响ꎮ 本文重点梳理和分析了近 ２０ 年ꎬ 尤其是近 １０

年以冰川融水、 融雪径流、 冻土水文等为主体的中国冰冻圈水文过程变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① 在冰川融水
变化研究方面ꎬ 对不同尺度的冰川融水开展了全面研究ꎬ 发现冰川融水呈现全面增加之势ꎻ 对冰川融水“ 拐点” 是
否出现进行了科学辨识ꎬ 有了基本认识ꎻ 对冰川融水过程进行了模型模拟ꎬ 取得显著进展ꎮ ② 在融雪径流变化研
究方面ꎬ 通过对不同流域融雪径流估算ꎬ 可基本掌握各河流的融雪贡献率ꎻ 中国融雪径流变化差异较大ꎬ 增减不
一ꎻ 融雪期变化具有普遍性ꎬ 突出特点是峰值提前ꎮ ③ 在冻土水文研究方面ꎬ 通过对地表水￣ 活动层壤中流￣ 多年
冻土层上水之间关系的研究ꎬ 揭示了冻土区径流形成的重力和热力耦合机制ꎻ 多年冻土变化对地表径流的影响已
经显现ꎬ 主要表现在冬季( 枯水季) 径流增加ꎻ 已经发现多年冻土退化对径流有直接补给作用ꎬ 在一些流域补给量
可能达到一定量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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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不断加剧ꎬ 最近几十年、 尤其是最近 １０ 年ꎬ 从北极到青藏高原、 从安第斯山到阿

尔卑斯、 从内陆河流域到西伯利亚、 从高纬度海洋到全球海平面变化ꎬ 冰冻圈变化的水文影响已经不断显
现ꎬ 与冰冻圈相关的水文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变化中的热点问题ꎻ 同时ꎬ 从学科系统性的视角来看ꎬ 冰冻圈与
水圈及其他圈层相互作用已经成为气候系统乃至地球系统中影响巨大、 十分活跃的重要地表过程 [１￣５] ꎮ 在这
些研究中ꎬ 以冰川融水、 融雪径流、 冻土水文和高纬度淡水平衡等为主要研究领域ꎬ 以观测和模拟方法、 水
文过程、 径流变化、 流域作用和区域影响等为主要研究问题ꎮ

随着气候变暖累积效应的持续ꎬ 全球冰冻圈已经呈现加速变化之势 [６] ꎬ 伴随冰冻圈的快速变化ꎬ 与之

相关的冰川融水、 融雪径流、 冻土水文和高纬度海洋￣ 冰冻圈之间的淡水平衡等水文过程均发生着显著变化ꎬ
这些变化对水资源及社会可持续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ꎮ 这是目前冰冻圈水文研究的宏观背景ꎬ 也是国内外冰
冻圈水文研究的总态势ꎮ
中国冰冻圈主要以冰川、 积雪和冻土三大要素为主体ꎬ 因此ꎬ 冰川融水、 融雪径流、 冻土水文是冰冻圈

主要研究对象ꎮ 本文重点分析了近 ２０ 年ꎬ 尤其是近 １０ 年以冰川融水、 融雪径流、 冻土水文等为主体的中国
冰冻圈水文过程变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１６ꎻ 网络出版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１２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ｓ: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２００６１１. １５１５. ００２.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７３０７５１ꎻ ４１６７１０５６)

作者简介: 丁永建(１９５８—) ꎬ 男ꎬ 甘肃天水人ꎬ 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冰川水文及寒区环境方面研究ꎮ
Ｅ￣ ｍａｉｌ: ｄｙｊ＠ ｌｚｂ. ａｃ. ｃｎ

通信作者: 张世强ꎬ Ｅ￣ 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ｓｑ＠ ｌｚｂ. ａｃ. ｃｎ

第５ 期

１

丁永建ꎬ 等: 中国冰冻圈水文过程变化研究新进展

６９１

冰川融水变化
在气候变暖影响下ꎬ 中国冰川退缩整体呈现加速之势 [７] ꎬ 冰川内部不稳定加剧 [６] ꎬ 冰川消融在进一步

加剧ꎮ 过去 ２０ 年ꎬ 中国冰川融水研究从针对不同类型的单条冰川观测试验数据的冰川融水变化特征、 机理
研究 [８￣１２] 到基于遥感数据和模型模拟的流域尺度融水径流过程研究 [１３￣１５] ꎬ 从流域冰川融水径流的辨识与分
割 [１６￣１８] 到区域性的冰川融水变化估算 [１９￣２３] 等ꎬ 冰川融水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形成、 机理、 过程、 变化等各方
面研究内容ꎬ 可以说针对冰川融水的研究已经全面开展ꎮ
１. １

不同尺度的冰川融水机理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结果 [７ꎬ２４￣２５] ꎬ 可以得出中国冰川融水变化的整体认识: 随着气候变暖的持续影响ꎬ 中国冰

川融水整体上呈现增加趋势( 图 １) ꎬ 增加幅度与冰川规模大小和局地升温强度有关ꎮ １９６０ 年以来ꎬ 实测或
根据部分实测资料恢复的几条冰川物质平衡显示ꎬ 持续的负平衡是普遍现象ꎬ 且海洋性冰川物质平衡变化显
著大于大陆性冰川( 图 １( ａ) ) ꎬ 导致不同流域冰川融水增加速率不同( 图 １( ｃ) ) ꎮ 冰川融水的增加与物质的损
失相对应ꎬ 呈现出阶段性加速增加特点ꎮ 若以观测较完整的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 简称 １ 号冰川) 物质平衡
为参照( 图 １( ｂ) ) ꎬ 可以看到冰川融水整体上 １９６０ 年以来持续增加ꎬ １９８０ 左右出现第 １ 次加速ꎬ 到 ２０００ 年
左右随着冰川内部不稳定性的增加 [６] ꎬ 出现了再次加速增长过程( 图 １ ( ｃ) ) ꎬ 与物质平衡的变化基本上一
致ꎮ 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相比较ꎬ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全国冰川融水已经增加了 ５４％ ꎬ 据此推算ꎬ 在 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
的 ６０ 年间ꎬ 中国冰川储量减少了约 ８００ ｋｍ３ ꎬ 占到 ２００６ 年时冰川体积 [２６] 的 ２０％ ꎮ

图１

冰川物质平衡与冰川融水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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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域尺度上ꎬ 众多面积大小不一的冰川分布其中ꎬ 对气候的响应程度各异ꎮ 因此ꎬ 在流域尺度上是否

出现冰川融水的峰值ꎬ 情况更加复杂( 图 ２) ꎮ 目前已有的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认识: 冰川覆盖率低、 以
小冰川为主的流域( 流域平均冰川面积小于 １ ｋｍ２ ꎬ 且最大的冰川面积 < ２ ｋｍ２ ) ꎬ 其冰川融水“ 先增后减” 的

拐点已经出现( 图 ２( ｃ) ) ꎬ 如河西走廊东端的石羊河流域 [２８] 、 天山北坡的玛纳斯河和呼图壁河流域以及青藏
高原的怒江源、 黄河源和澜沧江源 [２９] ꎻ 冰川规模较大的流域( 流域平均冰川面积超过 ２ ｋｍ２ 、 且流域内有一
定数量的面积超过 ５ ｋｍ２ 以上的大型冰川) ꎬ 冰川融水拐点出现较晚或在本世纪末不出现ꎬ 如阿克苏河 １９６０

年以来山区径流增加了 ２２％ ꎬ 其中约 ２ / ３ 以上来源于冰川融水增加的贡献ꎬ 未来在各种情景下均显示为增

加的趋势( 图 ２( ａ) ) [２９￣３０] ꎻ 冰川规模介于二者之间的流域ꎬ 冰川融水在未来 １０ ~ ２０ ａ 会出现冰川融水拐点ꎬ
如祁连山疏勒河 [３１] 以及青藏高原的长江源等 [２９] ꎮ

图２

升温速率、 冰川规模与冰川融水径流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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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冰川融水过程模型模拟
单条冰川的融水观测试验是校验模型的基础ꎮ 最近 ２０ 年ꎬ 冰川水文模拟全面开展ꎬ 在空间上从单条冰

川到流域、 区域 [２３ꎬ３３￣３６] ꎻ 时间上从中国冰川监测早期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ꎬ 到未来几十年到百年 [２３ꎬ３７￣３９] ꎮ 在
水文过程模拟方面ꎬ 核心是针对冰川消融量的计算ꎬ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度日因子方法ꎬ 通过增加辐射参
数ꎬ 提高了冰川融水的计算精度ꎬ 也增加了度日因子的物理意义 [３８ꎬ４０￣４３] ꎮ 在模型计算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

是ꎬ 采取以每条冰川的空间分布为计算单元ꎬ 避免了传统格网化分布不能将模拟的冰川变化与遥感获得的多
期冰川变化逐条对比ꎬ 难以了解每条冰川融水径流特征的弊端ꎬ 对准确理解整个流域内不同大小冰川在流域
径流变化中的贡献具有重要作用 [２３ꎬ３０] 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复杂冰川下垫面研发的冰

面水文模型 [４４] ꎬ 这一模型依据大量冰面观测数据ꎬ 开
发出基于物理基础并考虑表碛、 冰崖、 冰面湖等复杂
过程的冰川径流模型ꎬ 可以对冰川表面冰崖、 埋藏冰、
祼冰、 降雨、 融雪、 基流等进行模拟分析( 图 ３) ꎮ

１. ３

冰川融水“ 拐点” 的科学辨识

通过大量研究ꎬ 对冰川融水是否出现峰值( 拐点) 、

峰值大小及何时出现峰值等这些广泛关注的问题有了
基本认识ꎮ 对于单条冰川而言ꎬ 冰川融水可能会出现
拐点ꎬ 而且拐点是否出现和出现的时间与升温速率和
冰川面积大小有关 [７ꎬ２４￣２５ꎬ４５] ꎮ 升温速率对冰川融水拐点
的影响很大ꎬ 相同大小的冰川ꎬ 升温速率不同ꎬ 融水

图３

天山阿克苏河上游科其喀尔冰川多
水文参量模型模拟实例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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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３

出现拐点的时间不一ꎬ 甚至不会出现显著的拐点ꎮ 以 １ 号冰川为例ꎬ 若采用全球气候模式输出的气候数据模
拟ꎬ １ 号冰川融水径流显示出平稳减少直至冰川消亡时突然减少ꎬ 而利用 １ 号冰川附近大气沟气象站升温速
率模拟结果则在 ２０３０ 年左右出现拐点( 图 ２( ｂ) ) ꎬ 原因在于大西沟的升温速率远高于全球平均值 [７] ꎮ

２

融雪径流变化
中国大部陆地处于中、 低纬度ꎬ 相对而言积雪范围、 深度和时间上均较偏弱小 [４６] ꎮ 积雪主要分布区为

纬度较高的东北北部、 新疆阿尔泰地区和海拔较高的青藏高原东北部及各大山系ꎮ 尽管如此ꎬ 积雪对中国北
方广大地区而言ꎬ 仍是十分重要的水资源ꎬ 其对河流春季径流补给、 植被生态复苏、 缓解春旱、 土壤保墒及

水土保持等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中国融雪径流研究相对较晚 [４７] ꎬ 大量的工作主要出现在最近十几年ꎬ
取得的主要进展可总结如下ꎮ
２. １

各河流的融雪贡献率
中国融雪径流对河流的补给率差异较大( 图 ４) ꎮ 在三大积雪区ꎬ 大多数河流融雪径流补给率为 １５％ ~

２５％ [２９ꎬ４８￣４９] ꎬ 阿尔泰地区径流补给率为 ４０％ ~ ６０％ [２１ꎬ５０] ꎬ 最大可超过 ７０％ ꎬ 融雪径流多发生在 ３—５ 月ꎮ 总
体上ꎬ 受西风影响大的流域ꎬ 融雪径流补给比例较高ꎬ 如额尔齐斯河ꎬ 而受季风影响的地区ꎬ 由于降水集中
在夏季ꎬ 冬季降水偏少ꎬ 融雪径流补给就少ꎮ 如拉萨河融雪径流补给率为 ３％ ~ ６％ [５１] ꎬ 黑龙江阿伦河融雪
径流比例只有 １. ２％ 左右 [５２] ꎮ 不同地区ꎬ 融雪径流集中期也有差别ꎬ 如西藏东南的尼洋河ꎬ 融雪径流主要集
中在 ５ 月ꎬ 融雪径流比例为 １５％ 左右 [４９] ꎬ 而长江源区融雪径流比例在 ２０％ 左右ꎬ 主要发生在 ４—９ 月ꎬ 其中

５—７ 月融雪径流比重较大ꎬ 黄河源区融雪径流主要发生在 ３—６ 月ꎬ 其中 ５—６ 月融雪径流比重较大 [２９] ꎮ 根
据融雪补给方式的不同ꎬ 融雪补给河流的类型也有所不同 [５３] ꎮ

２. ２

中国融雪径流变化特征

中国融雪径流变化地区差异较大ꎮ 东北地区ꎬ 融雪径流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图 ４) ꎮ 流域上游融雪径流似

呈现增加、 下游呈现显著减少趋势ꎮ １９６０ 年以来ꎬ 长白山区融雪增加明显 [３０] ꎬ 嫩江流域尽管降水变化不大ꎬ
但冬季降水显著增加 [５４] ꎬ 导致 １９９０ 年后流域主要水文站冬季径流均显著增加 [５５] ꎮ １９５６ 年以来ꎬ 松花江流
域 ６ 个水文站多年平均径流量以及融雪径流量均呈现减小的趋势ꎬ 其中哈尔滨、 佳木斯站融雪期径流量分别
减少 ０. ５ 亿 ｍ３ / ａ 和 ０. ７ 亿 ｍ３ / ａ [５６] ꎮ 随着融雪径流补给率减少ꎬ 越向下游径流变化幅度越大 [５４￣５６] ꎮ

图４

１９６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一些流域融雪径流补给率、 融雪径流变化及融雪期变化 [２９]

Ｆｉｇ.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ｒｕｎｏｆｆꎬ ａｎｄ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０ ｔｏ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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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ꎬ 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 融雪径流普遍增加ꎬ 平均增幅达 １０％ ꎬ 积雪较大的山区增加幅度可

达 ２０％ [５７] ꎮ １９６１ 年以来ꎬ 天山南坡融雪径流增加明显 [２９] ꎬ 额尔齐斯河积雪开始日推迟 １３ ｄꎬ 结束日提前

１７ ｄꎬ 积雪期缩短 １ 个月ꎮ ４—５ 月径流比例增加ꎬ ６—７ 月径流比例减少 [５０] ꎮ 在祁连山区ꎬ 北坡的疏勒河和
黑河 １９６０—２０１４ 年融雪径流略有增加 [３０] ꎬ 南坡的布哈河流域ꎬ 融雪径流变化不明显ꎬ 其对青海湖湖水位变
化影响不大 [５８] ꎮ 青藏高原、 长江和黄河源区 １９６０ 年以来ꎬ 融雪径流量变化不大 [２９] ꎮ 利用多模式集合的气
候情景数据ꎬ 对疏勒河、 黑河、 黄河源和长江源的预估结果表明 [２９] ꎬ 处于海拔较低的黑河和黄河源在未来
气温升高、 降雨增加的条件下ꎬ 融雪径流整体呈下降趋势ꎬ 但黑河流域的减少趋势并不明显ꎻ 长江源平均海
拔在 ４ ８００ ｍꎬ 由于升温造成的降雪没有明显减少ꎬ 加之积雪提前消融ꎬ 造成融雪径流增加ꎻ 疏勒河平均海
拔在 ４ ０００ ｍ 左右ꎬ 尽管升温造成降雨比重增加ꎬ 但由于积雪提前消融ꎬ 积雪升华损失减小ꎬ 且 ３—５ 月融

雪径流系数较高ꎬ 弥补了降雪减少的损失ꎬ 融雪径流显示出略有增加的趋势ꎮ 新疆北部的提孜那甫河流域ꎬ
山区海拔较高ꎬ 预估到 ２０９０ 年ꎬ 融雪径流增加 １６％ ~ ２４％ [５９] ꎮ 兴都库什￣ 喜马拉雅( ＨＫＨ) 的未来预估也表

明ꎬ 流域融雪径流未来将以 ５. ６ ｍｍ / ａ 速率增加ꎬ 随着未来流域融雪径流的增加ꎬ 将会对流域水资源规划、
管理和持续利用产生重要影响 [６０] ꎮ

总之ꎬ 中国融雪径流自 １９６０ 年到 ２０１４ 年ꎬ 东北地区以减少为主ꎬ 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天山和阿尔泰地

区以增加为主ꎬ 青藏高原有增有减( 图 ４) ꎮ 与北半球绝大多数地区融雪径流变化类似ꎬ 极高纬度、 高海拔地
区ꎬ 融雪径流呈现增加趋势ꎮ 从预估的结果来看ꎬ 降水增加、 气温升高的背景下ꎬ 黄河源融雪径流呈显著下
降趋势ꎬ 而黑河略有减少、 疏勒河略有增加趋势ꎬ 长江源融雪径流呈现明显增加趋势 [２９] ꎮ

２. ３

融雪期变化特征

随着全球变暖ꎬ 融雪期明显提前ꎬ 消融早期的融雪径流明显增加ꎮ 同时ꎬ 由于大量积雪提前融化ꎬ 后期
积雪减少ꎬ 从而改变了流域融雪径流年内分配ꎮ 对于以积雪融水为主要补给的河流ꎬ 融雪径流的变化使整个
流域径流年内分配发生较大改变ꎮ

与前述的融雪径流变化特征差异较大不同ꎬ 融雪径流时间的提前具有全球普遍性ꎮ １９４８—２００２ 年ꎬ 北

美融雪开始的时间提前ꎬ 融雪径流的集中期明显向前推移 [６１] ꎮ １９７９ 年以来ꎬ 欧亚大陆和泛北极区积雪融雪

期明显减短ꎬ 并且融雪期开始时间每 １０ ａ 提前约 ５ ｄꎬ 融雪期结束时间每 １０ ａ 提前约 １０ ｄ [６２] ꎮ １９５７ 年以来ꎬ
青藏高原三江源融雪径流时间都有提前的趋势ꎬ 澜沧江源的香达站提前 １０ ｄ 左右ꎬ 长江源的沱沱河提前 ４ ｄ
左右 [６３] ꎬ 长江源区融雪开始时间提前(０. ９ ~ ３. ０) ｄ / １０ ａꎬ 融雪的结束时间也提前了(０. ６ ~ ２. ３) ｄ / １０ ａ
气温上升没有影响融雪径流量ꎬ 而是导致中天山融雪径流峰值提前
山南坡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融雪径流提前

[６４]

[４５]

[５９]

ꎮ

ꎬ 天山南坡融雪期提前 ２０ ｄ 左右ꎬ 天

ꎻ 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克兰河ꎬ 最大径流月由 ６ 月提

前到 ５ 月ꎬ 相应最大月径流也增加了 １５％ [５０ꎬ６５] ꎮ 祁连山北坡融雪径流提前 １０ ｄ 左右 [４８] ꎮ 可见ꎬ 尽管变化程
度不同ꎬ 中国过去几十年融雪径流期提前ꎬ 整个融雪期向前推移ꎬ 峰值提前等呈现出普遍性特点( 图 ４) ꎮ

３

冻土水文过程
冻土与径流关系较为复杂ꎬ 冻土的隔水效应、 多年冻土变化导致的活动层土壤储蓄￣ 调节作用以及多年

冻土融化释放出来的水量对径流的补给作用等ꎬ 均可能影响水文过程ꎬ 由于直接观测的困难ꎬ 目前同位素示
踪、 统计分析和模型模拟是主要方法ꎮ 中国冻土水文研究在过去几十年ꎬ 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取得一些成果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ꎮ
３. １

冻土区径流形成的重力和热力耦合机制
在多年冻土区ꎬ 对径流影响最大的是多年冻土活动层ꎬ 活动层的冻融过程不仅影响地表径流产汇流ꎬ 也

影响活动层内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壤中流ꎬ 最终影响多年冻土顶板上地下水的补给和径流过程( 图 ５) ꎮ 多年冻
土顶板附近地下水一部分来自于地表降水下渗补给 [６６￣６８] ꎬ 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多年冻土融化释放出的水 [６９￣７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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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土的水文效应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活动
层冻融过程对地表径流的影响ꎻ 二是冻融过程中活
动层内水分相变与迁移过程ꎻ 三是活动层内地下水
与多年冻土之间的相互作用ꎮ 模拟显示 [７２] ꎬ 考虑冻
土时ꎬ 流域产流以壤中流为主ꎬ 径流对降雨或融雪
的响应速度较快ꎬ 径流过程线变化较为剧烈ꎬ 径流
系数较高ꎻ 在不考虑冻土时ꎬ 土壤下渗能力强ꎬ 地
下水补给是考虑冻土时的 ３ 倍ꎬ 流域产流方式以基
流为主ꎬ 径流对降雨或融雪的响应速度减缓ꎬ 径流
过程线较为平滑ꎮ 活动层对地表径流的影响突出表
现在活动层融化发生的春季和冻结发生的秋季ꎮ 春
季地表积雪或降水以蓄满产流方式占春季总径流的

６６％ ~ ８５％ ꎬ 活动层内壤中流占 １４％ ~ ３４％ ꎬ 土壤温
度影响着活动层变化ꎬ 进而控制产流方式、 径流组
成和径流系数ꎮ 青藏高原小流域春汛期主要是 ６５ ｃｍ
以上的土壤温度和水分起主导作用 [７３] ꎮ

图５

多年冻土活动层中水文过程示意

Ｆｉｇ. 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当活动层融化深度较大时ꎬ 土壤下渗能力增强ꎬ 此时地表径流则转化以超渗产流为主ꎬ 青藏高原小流域

夏季平水期 ４０ ｃｍ 以上土壤水分与径流是负相关ꎬ 深层地温和土壤水分起主导作用ꎬ 夏汛期气温、 降水起主
导作用 [７３] ꎮ 进入秋季随着冻结锋面上升ꎬ 多年冻土层上水地下径流随着活动层的冻结迅速减小ꎬ 同时地下
径流与总径流比例及地表径流系数增加ꎬ 产流以蓄满产流为主 [６９ꎬ７４] ꎮ 上述研究表明ꎬ 冻土区径流的产流方
式多种形式并存ꎬ 且受温度因素控制ꎮ 冻土区水文过程不仅要考虑水量平衡ꎬ 还要考虑能量平衡ꎮ

活动层内的水分运移过程更加复杂ꎬ 它不仅与土壤岩性及组成特性有关ꎬ 还与地表植被类型和覆盖率有

关ꎬ 也与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关ꎮ 在多年冻土区ꎬ 土壤物理特性是控制土壤水热状况的重要因素 [７５] ꎮ 随着植
被盖度的减少ꎬ 多年冻土活动层 ０. ２ ~ ０. ６ ｍ 深度内土壤含水量减少ꎬ 而在 ０. ６ ~ ０. ８ ｍ 深度内含水量增加ꎻ
而季节冻土整个剖面(０. ２ ~ １. ０ ｍ) 土壤含水量随深度增加ꎮ 也就是说ꎬ 植被盖度变化改变土壤水热过程ꎬ
但多年冻土与季节冻土有所不同 [７６] ꎮ 土壤有机质具有隔热、 阻水效应ꎬ 因此ꎬ 活动层内有机质含量不仅对
活动层加深具有保护作用ꎬ 对水分运移也有较大影响 [７７] ꎮ

冻土层上水与土壤水热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的关系 [６８ꎬ７８] ꎮ 活动层内壤中流向下运移ꎬ 到达

多年冻土顶板形成地下水的聚集ꎬ 地下水不仅通过重力作用形成地下径流ꎬ 而且与多年冻土也进行水量交
换ꎬ 部分地下水冻结成为多年冻土的一部分 [６７ꎬ７１] ꎮ 多年冻土顶板附近地下冰中活动层水占 ５９％ ~ ８７％ ꎬ 冻
土水占 １３％ ~ ４１％ ꎬ 表明活动层对地下冰贡献较大ꎬ 且高寒草甸贡献率(５９％ ~ ６９％ ) 小于高寒草原(７０％ ~

８７％ ) [７０] ꎮ 另一方面ꎬ 多年冻土受地下水影响ꎬ 部分融化参与到活动层水文过程中ꎮ 多年冻土层上水的季节

过程及其运移方式受活动层土壤温度控制ꎬ 活动层土壤温度和地下水位动态之间的关系可以很好地用波尔茨
曼函数描述 [６６] ꎮ

３. ２

多年冻土退化对径流补给作用

由于观测困难ꎬ 多年冻土融化对活动层地下径流补给的研究一直受到限制ꎮ 最近通过同位素和模拟手
段ꎬ 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些初步认识ꎮ 祁连山黑河上游的同位素研究发现ꎬ 冻土融化对内陆河流域径流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ꎬ 融化的径流占出山径流的 ２０％ [７９] ꎬ 这一结果如果可靠ꎬ 说明冻土融化的补给已经远超冰川
融水的补给量ꎮ 对黄河源区干流及 ４ 个支流径流变化模拟表明ꎬ 在黄河沿水文站以上流域ꎬ 多年冻土减薄速
率为 ５. ６ ｍｍ / ａꎬ 释放水量占黄河沿水文站年径流的 １４. ４％ ꎬ 唐乃亥水文断面以上多年冻土融化补给量占

４ ９％ [８０] ꎬ 尽管这一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大ꎬ 但至少给出了一个数量结果ꎻ 相同地区对径流变化的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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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８１] ꎬ 相对于 １９６５—１９８９ 年ꎬ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年黄河源径流呈减少之势ꎬ 气候变化和冻土退化分别可解释其中
的 ５５％ 和 ３３％ ꎬ 在以多年冻土为主的吉迈站以上流域ꎬ 冻土退化可解释径流减少的 ７１％ ꎬ 而相对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３ 年ꎬ 在蒸散 发 显 著 增 加 和 多 年 冻 土 退 化 导 致 地 下 水 储 量 增 加 综 合 影 响 下ꎬ 尽 管 降 水 量 明 显 增 加ꎬ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径流并没有降水增加显著ꎮ 模拟和同位素结果均显示ꎬ 多年冻土融化不仅显著影响地表和地
下径流过程ꎬ 也影响地下水系联通性和地下径流量 [８２￣８４] ꎮ

黄河源区的研究表明ꎬ ３ ~ １０ ｍ 深度多年冻土含冰量约为 ５２ ｋｍ３ ꎬ 单位体积含冰量为 ０. ３１ ｍ３ / ｍ３ ꎬ 在多

年冻土上限附近ꎬ 含冰量较大 [８５] ꎮ 因此ꎬ 多年冻土顶板融化必然会有大量水量释放出来ꎬ 补给地下径流ꎮ
黄河源试验小流域的同位素和电导率径流分割给出的结果显示ꎬ 地下冰融化对地表径流的补给量占到 １３％ ~

１７％ [６７] ꎻ

杂的影响

２２２

Ｒｎ 和同位素分析的结果显示ꎬ 持续的多年冻土退化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径流过程具有显著而又复

[８２￣８３]

ꎮ

多年冻土与地表水可能发生直接联系的就是热融湖( 热喀斯特湖塘) ꎮ 观测与调查显示ꎬ １９６９—２０１０ 年

青藏高原热融湖快速增加ꎬ 主要表现在小湖塘数量的增加和大湖塘面积的扩张 [８６]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在气候
变暖影响下ꎬ 热融湖的扩张与多年冻土层上水径流增加有关 [６７ꎬ８７￣８９] ꎮ 稳定同位素与模型分析表明ꎬ 降水、 河
水、 热融湖和多年冻土冰的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水文联系 [６７] 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的观测数据显示ꎬ 多年冻土融
化对热融湖的贡献可达 ６１％ [８７] ꎬ 表明青藏高原多年冻土融化对湖塘发展影响显著ꎮ

３. ３

多年冻土变化对地表径流的影响

在气候变暖影响下ꎬ 多年冻土活动层及多年冻土自身均发生着变化ꎬ 这些变化必然会对冻土水文过程产
生影响ꎮ 模拟结果显示ꎬ 多年冻土退化可以导致地表径流、 基流和地下径流增加ꎬ 壤中流减少ꎬ 增减的幅度
与流域冻土覆盖率成正比ꎬ 且地表径流、 基流和地下水位对多年冻土退化的敏感度远高于包气带土壤水分、
壤中流和地下径流 [８４] ꎮ

无论是东北 [９０￣９１] 、 西北 [３５ꎬ９２￣９４] 、 青藏高原腹地 [９５] ꎬ 还是喜马拉雅山区和黄河源区 [８０ꎬ９６￣９７] ꎬ 多年冻土区

大部分流域冬季( 枯水期) 径流增加ꎮ 研究表明ꎬ 祁连山北坡由于土壤温度上升ꎬ 导致活动层内储蓄能力增
加ꎬ 整个冷季(１１—３ 月) 径流显著增加ꎬ 而且径流变化最大的地带出现在多年冻土退化显著的冻土边缘
区 [３５] ꎮ 多年冻土减薄、 活动层厚度加深及地温上升ꎬ 这些变化有利于地表水下渗ꎬ 增强土壤储水能力ꎬ 促
进地下水径流ꎬ 同时液态水带来的热量也对多年冻土产生影响ꎬ 是导致冬季径流增加的原因 [２９] ꎮ 冬季径流
增加也使得年内径流过程趋于平缓、 径流期延长 [２９ꎬ３５ꎬ７０ꎬ９３ꎬ９５] ꎮ 但加拿大西北英格兰湾泥炭沼泽区多年冻土活
动层对水文影响的研究则给出了相反的结果ꎬ 由于活动层水力梯度的降低、 活动层的增厚以及沼泽草原表面
积的减少ꎬ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多年冻土融化已经使地表径流减少了 ４７％ [９８] 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 气候变暖背景下冻
土变化对径流的影响是复杂的ꎬ 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ꎮ

上述研究表明ꎬ 多年冻土退化已经或多或少地对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产生了影响ꎬ 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
是多年冻土退化对径流的直接补给作用ꎮ 尽管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ꎬ 但补给的数量似不可忽视ꎬ 有些流域
甚至达到一定量级ꎮ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由多年冻土退化对地表和地下径流的补给是长期的、 持续的、 相对稳
定的ꎬ 其作用不仅表现在补给量方面ꎬ 可能更重要的是其在季、 年、 多年和长期的水文调节方面ꎬ 这也是未
来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ꎮ

４

结

论

过去几十年冰冻圈水文过程正在发生着明显改变ꎮ 本文通过对中国冰冻圈水文过程变化研究进行梳理和
总结ꎬ 总体上可得出以下认识:

(１) １９６０ 年以来中国冰川融水整体上呈现增加趋势ꎬ 增加幅度与冰川规模大小和地方升温强度有关ꎮ

宏观上ꎬ 冰川融水在 １９８０ 左右出现第一次加速ꎬ 到 ２０００ 年左右出现了再次加速增长过程ꎬ 这种变化与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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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变化相对应ꎮ 在流域尺度上ꎬ 冰川覆盖率低、 以小冰川为主的流域ꎬ 冰川融水“ 先增后减” 的拐点已
经出现ꎬ 冰川规模较大的流域ꎬ 冰川融水拐点出现较晚或在本世纪不出现ꎬ 冰川规模介于二者之间的流域ꎬ
冰川融水在未来 １０ ~ ２０ ａ 会出现冰川融水拐点ꎮ

(２) 融雪径流对中国北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ꎬ 大多数河流融雪径流补给率为 １５％ ~ ２５％ ꎬ 最高可达

６０％ 以上ꎮ １９６０—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东北地区融雪径流以减少为主ꎬ 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天山和阿尔泰地区以
增加为主ꎬ 青藏高原有增有减ꎬ 融雪径流变化整体上差异较大ꎮ 过去几十年融雪径流期提前ꎬ 整个融雪期向
前推移ꎬ 峰值提前ꎬ 新疆提前 ２０ ~ ３０ ｄꎬ 青藏高原提前 ５ ~ １０ ｄꎮ

(３) 在多年冻土区ꎬ 对径流影响最大的是多年冻土活动层ꎮ 冻土区径流形成受重力和热力双驱影响ꎬ 在

径流模拟中必须考虑热量平衡ꎮ 过去几十年随着多年冻土退化ꎬ 多年冻土区大部分流域冬季( 枯水期) 径流
增加ꎮ 多年冻土退化对径流的直接补给作用不可忽视ꎬ 有些流域多年冻土退化对地表和地下径流的补给量甚
至达到一定量级ꎬ 其在季、 年、 多年和长期的水文调节方面ꎬ 是未来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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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ＹＥ Ｂ Ｓꎬ ＤＩＮＧ Ｙ Ｊꎬ ＫＡＮＧ Ｅ Ｓ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ａｎｄ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９９ꎬ ４２: ４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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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６(１８) : １２０￣１３１.

[６３] 吕爱锋ꎬ 贾绍凤ꎬ 燕华云ꎬ 等. 三江源地区融雪径流时间变化特征与趋势分析[ Ｊ] . 资源科学ꎬ ２００９(１０) : ７６￣８１. ( ＬＹ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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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ＳＨＥＮ Ｙ Ｊꎬ ＳＨＥＮ Ｙ Ｊꎬ ＦＩＮＫ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ｔｉｍ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５７: １７３￣１８１.

[６５] 沈永平ꎬ 王国亚ꎬ 苏宏超ꎬ 等. 新疆阿尔泰山区克兰河上游水文过程对气候变暖的响应[ Ｊ] . 冰川冻土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９(６) :
８４５￣８５４. ( ＳＨＥＮ Ｙ Ｐꎬ ＷＡＮＧ Ｇ Ｙꎬ ＳＵ Ｈ Ｃ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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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９(６) : ８４５￣８５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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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ＹＡＮＧ Ｙꎬ ＷＵ Ｑꎬ ＨＯＵ Ｙꎬ ｅｔ ａｌ. 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６０５ / ６０６: １９９￣２１０.

[６８] 曹伟ꎬ 盛煜ꎬ 吴吉春ꎬ 等. 黄河源区多年冻土活动层土壤水文过程季节变异分析[ Ｊ] .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１) : １￣１０.

( ＣＡＯ Ｗꎬ ＳＨＥＮＧ Ｙꎬ ＷＵ Ｊ Ｃ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１) : １￣１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６９] ＷＡＮＧ Ｇ Ｘꎬ ＭＡＯ Ｔ Ｘꎬ ＣＨ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ａ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ｅｍｉ￣ ａｒｉ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５０: ３０７￣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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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赵林ꎬ 胡国杰ꎬ 邹德富ꎬ 等.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变化对水文过程的影响[ Ｊ] . 中国科学院院刊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４ (１１) : １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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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张艳林ꎬ 常晓丽ꎬ 梁继ꎬ 等. 高寒山区冻土对水文过程的影响研究: 以黑河上游八宝河为例[ Ｊ] . 冰川冻土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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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ｕ[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２０(１６) : ８２７６￣８２９８.

[９６] ＳＯＮＧ Ｃꎬ ＷＡＮＧ Ｇꎬ ＭＡＯ Ｔꎬ ｅｔ 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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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１ 卷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６３: ２９２￣３０２.

[９７] 张菲ꎬ 刘景时ꎬ 巩同梁. 喜马拉雅山北坡典型高山冻土区冬季径流过程[ Ｊ] . 地球科学进展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１(１２) : １３２１￣１３３８.

( ＺＨＡＮＧ Ｆꎬ ＬＩＵ Ｊ Ｓꎬ ＧＯＮＧ Ｔ Ｌ. Ｗｉｎ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Ｔｉｂｅｔ￣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１(１２) : １３２１￣１３３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

[９８] ＱＵＩＮＴＯＮ Ｗ Ｌꎬ ＢＡＬＴＺＥＲ Ｊ Ｌ.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ｙｅ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 ｐｅａ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 Ｓｃｏｔｔｙ Ｃｒｅｅｋꎬ Ｃａｎａｄａ)
[ Ｊ]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１(１) : ２０１￣２２０.

[９９] ＷＡＮＧ Ｌꎬ ＺＨＯＵ Ｊꎬ ＪＩＡ Ｑ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ｓｎｏｗ ａｎｄ ｆｒｏｚｅ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３(６) : ５０８５￣５１０３.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ＮＧ 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１ꎬ２ ꎬ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ｑｉａｎｇ３ꎬ４ ꎬ ＷＵ Ｊｉｎｋｕｉ５ ꎬ ＺＨＡＯ Ｑｉｕｄｏｎｇ１ꎬ５ ꎬ ＬＩ Ｘｉａｎｇｙｉｎｇ６ ꎬ ＱＩＮ Ｊｉａ５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２７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４.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２７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５.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６.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８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ꎬ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ｒｕｎｏｆｆꎬ
ａｎｄ ｆｒｏｚｅ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ꎬ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ｗ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ꎬ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 ｐｅａｋ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 ｈａｖｅ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ｈａ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ｈ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ｎ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ꎬ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ｔｏ ｒｉｖ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ｂａ￣

ｓｉｎｓ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ｂ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ａｒｙ

ｇｒｅａｔｌｙꎬ ａｎｄ ｉ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ｒｏｚｅ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ｆｌｏｗ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ｙｅｒ ｓｏｉｌꎬ
ｓｕｐｒａ￣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ｔ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ꎻ ｓｎｏｗｍｅｌｔ ｒｕｎｏｆｆꎻ ｆｒｏｚｅ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ꎻ 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ｅꎻ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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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ｏ. ４１７３０７５１ꎻ Ｎｏ. ４１６７１０５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