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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蓄水容量曲线是反映流域缺水量空间分布不均匀性的特征曲线ꎬ 对流域产流计算有直接影响ꎮ 通过对多个

典型流域蓄水容量空间分布的分析ꎬ 发现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能更好地拟合流域的蓄水容量曲线ꎬ 进一步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

进行流域产流的推导ꎬ 提出了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蓄水容量曲线的流域产流模型ꎮ 应用结果表明ꎬ 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的

流域产流模型ꎬ 增加了模型的适应性ꎬ 模拟结果更接近流域实际的产流过程ꎬ 比新安江模型能取得更高的模拟精

度ꎮ 此外ꎬ 该产流模型的参数可由流域地形和土壤类型数据估算ꎬ 为无资料地区的产流计算提供了一种可行的

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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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蓄满产流原理ꎬ 降水首先补充土壤缺水量ꎬ 在流域土壤达到田间持水量以后ꎬ 流域产流ꎮ 蓄水容量

曲线用于描述流域土壤缺水量空间分布不均匀的问题ꎬ 曲线的形状决定着流域产流面积和产流量的多少ꎬ 对

于径流的准确模拟具有重要意义ꎮ 流域蓄水容量受流域下垫面地形和土壤等多种因素影响ꎬ 通常难以直接测

量ꎬ 蓄水容量的空间分布更难以确定ꎬ 通常是经验假定ꎮ 在新安江模型中广泛采用 Ｂ 次抛物线表示蓄水容

量曲线ꎬ 至于为何采用该类线型ꎬ 至今尚无合理解释ꎮ 为能反映雨季和枯季蓄水容量曲线的灵活性ꎬ 周买春

和 Ｊａｙａｗａｒｄｅｎａ[１]提出了双抛物线型蓄水容量曲线ꎬ 以反映不同土壤水分并存状态下的蓄水容量ꎮ 流域蓄水

容量曲线同时也是对流域地形地貌特征的一种反映ꎬ Ｇａｏ 等[２]通过对美国 ４０４ 个流域的洪水模拟发现ꎬ 流域

地形地貌对抛物线型蓄水容量曲线的参数 Ｂ 有较大影响ꎮ ＴＯＰＭＯＤＥＬ 中的地形指数同样反映了流域的缺水

情况ꎬ 其累计频率曲线与蓄水容量曲线实质是一致的ꎬ 都是对流域缺水量空间不均匀性的一种描述ꎬ 郭方

等[３]提出了利用 ＴＯＰＭＯＤＥＬ 地形指数的分布推求流域蓄水容量曲线的思路ꎮ 石朋等[４] 通过对流域内栅格地

形指数的统计分析ꎬ 采用对数韦布尔分布曲线描述流域蓄水容量空间分布的不均匀ꎮ 孔凡哲和宋晓猛[５] 根

据各子流域的平均坡度计算蓄水容量的空间分布ꎮ 向小华等[６] 则进一步提出了融合土壤和地形的栅格蓄水

容量计算方法ꎬ 为研究流域蓄水容量的空间分布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ꎮ Ｗａｎｇ[７] 针对 ＳＣＳ 模型中的土湿比函

数没有考虑土壤蓄水容量空间分布不均匀性的问题ꎬ 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布函数来描述土壤蓄水容量的空间分

布ꎮ Ｇａｏ 等[８]根据植被根系深度随距离最近河道高程的空间分布规律ꎬ 建立了以地形为基础的土壤含水量和

变源产流面积间的非线性关系ꎬ 提出了一种新的产流模型ꎬ 为无资料地区的水文模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

工具ꎮ
本文尝试通过栅格蓄水容量的计算ꎬ 分析多个典型流域蓄水容量的空间分布型式ꎬ 选用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曲线

进行流域产流的推导ꎬ 提出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蓄水容量曲线的流域产流模型ꎬ 一方面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流域

的产流过程ꎬ 另一方面ꎬ 也为无资料地区的产流计算提供一种可行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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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流域蓄水容量的空间分布

流域蓄水容量的实质是流域下垫面的缺水量ꎬ 与流域的地形地貌有较大关系ꎬ 对流域的产流有直接影

响ꎬ 由于蓄水容量难以直接测定ꎬ 其空间分布更是难以直接确定ꎮ 考虑到新安江模型中的蓄水容量与

ＴＯＰＭＯＤＥＬ中缺水量的概念相对应ꎬ 而 ＴＯＰＭＯＤＥＬ 可以根据地形指数和流域平均缺水量计算出各点的缺水

量ꎬ 进而可以分析流域缺水量或蓄水容量的空间分布ꎮ 蓄水容量除了与流域地形有关之外ꎬ 还受到土壤类型

的影响ꎬ 如黏性土壤的土壤颗粒间孔隙较小ꎬ 相应的土壤缺水量也较小ꎻ 而砂质土壤的土壤颗粒间孔隙较

大ꎬ 相应的土壤缺水量也较大ꎮ 向小华等[６]以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模型表述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为基础ꎬ 推导出

了融合地形和土壤特征的流域栅格单元蓄水容量的计算公式:

Ｗｉ ＝ (Ｄｉ － ψｃ)(θｆ － θｒ) －
Ｄｉ(θｓ － θｒ)

[１ ＋ (βＤｉ)ｍ]
１
ｍ
－

ψｃ(θｓ － θｒ)
[１ ＋ (βψｃ)ｍ]

１
ｍ

{ } (１)

式中: Ｗｉ 为某点的蓄水容量ꎬ ｍｍꎻ Ｄｉ ＝ Ｓｚｍ[ｍａｘ( ｔｐｉ) － ｔｐｉ] ꎬ 为某点的地下水埋深ꎬ ｍｍꎻ Ｓｚｍ 为流域内非饱

和区的最大蓄水深ꎬ ｍｍꎻ ｔｐｉ 为地形指数ꎻ θｒ 、 θｆ 和 θｓ 分别为土壤凋萎含水量、 田间持水量和饱和含水量ꎻ
ψｃ 为土壤水分达到田间持水量时毛管上升高度ꎬ ｍｍꎻ β、 ｍ 为土壤水参数ꎮ 各种土壤水分特征参数的取值见

文献[９]ꎬ Ｓｚｍ 则由流域平均蓄水容量试算而得ꎬ 流域平均蓄水容量可通过参数率定得出ꎬ 无资料地区可采用

Ｇａｏ 等[１０]和 Ｗａｎｇ￣Ｅｒｌａｎｄｓｓｏｎ 等[１１]提出的 ＭＣＴ 方法进行估算ꎮ
按式(１)计算表 １ 所示典型流域的栅格蓄水容量ꎬ 得到各典型流域蓄水容量的空间分布ꎬ 如图 １ 所示ꎮ

表 １　 所选典型流域属性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ｎｓ

流域名称 流域面积 / ｋｍ２ 所在地区 所属流域 气候区

松　 柏 １８４ 湖北 长江流域 湿润区

恒　 口 ９２４ 陕西 长江流域 半湿润区

栾　 川 ５５５ 河南 黄河流域 半干旱区

青狮潭 ７４７ 广西 珠江流域 湿润区

图 １　 典型流域蓄水容量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ａｓｉｎｓ

２　 流域蓄水容量曲线线型分析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是一种连续型概率分布ꎬ 该分布与指数分布一样多用来表示独立随机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ꎬ
常应用于保险业以及排队论中[１２]ꎮ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作为伽马分布的特例ꎬ 计算和应用较为便捷ꎬ 且对该分布函

数的积分易得出显式表达式ꎬ 可以简化后续的产流计算ꎬ 由此选用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作为新的蓄水容量曲线线型ꎬ
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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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ｎ(ｘ) ＝ １
λΓ(ｎ)

ｘ
λ( )

ｎ－１
ｅｘｐ － ｘ

λ( ) (２)

式中: Γ() 表示伽马函数ꎻ ｎ 、 λ 为参数ꎻ ｎ 值为整数ꎮ 若式中参数 ｎ 取值为实数ꎬ 则式(２)即为伽马分布

的密度函数ꎮ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是一种伽马分布ꎬ 表示独立随机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ꎬ 水文中广泛应用的 Ｎａｓｈ 瞬

时单位线就是伽马分布函数ꎮ 对上式积分可得其分布函数:

Ｅｎ(ｘ) ＝ ∫ｘ
０
ｆｎ( ｔ)ｄｔ ＝ １ － ｅｘｐ － ｘ

λ( )∑
ｎ－１

ｉ ＝ ０

１
ｉ!

ｘ
λ( )

ｉ
(３)

式中: Ｅｎ(ｘ) 为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函数ꎮ
根据流域蓄水容量的空间分布ꎬ 进一步统计蓄水容量不同量级所占的面积比例ꎬ 绘制流域蓄水容量的面

积分布图ꎬ 并采用正态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 指数分布、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等多种不同型式的分布函数以及常用的

抛物线型曲线进行拟合ꎬ 发现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拟合效果更优ꎬ 如图 ２ 所示ꎬ 图中 α 表示产流面积比ꎮ

图 ２　 典型流域蓄水容量分布的拟合图

Ｆｉｇ. ２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ａｓｉｎｓ

３　 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蓄水容量曲线的产流计算

参考抛物线型蓄水容量曲线定义ꎬ 则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的蓄水容量曲线可以表示为

α ＝ １ － Ｅｎ(Ｗｍｍ － Ｗ′) ＝ ｅｘｐ －
Ｗｍｍ － Ｗ′

λ
æ
è
ç

ö
ø
÷∑

ｎ－１

ｉ ＝ ０

１
ｉ!

Ｗｍｍ － Ｗ′
λ

æ
è
ç

ö
ø
÷

ｉ

(４)

式中: Ｗ′ 为流域中某点的蓄水容量ꎻ Ｗｍｍ 为流域中最大的点蓄水容量ꎮ
采用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蓄水容量曲线计算流域产流ꎬ 如图 ３ 所示ꎬ 则由蓄满产流原理可知ꎬ 流域平均蓄水容量

Ｗｍ ＝ ∫Ｗｍｍ

０
(１ － α)ｄｔ ＝ Ｗｍｍ － λ∑

ｎ

ｉ ＝ １
Ｅ ｉ(Ｗｍｍ) ＝ Ｗｍｍ － ｎλ (５)

上式的推导用到了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的如下性质[１３]:

∫ｘ
０
[１ － Ｅｎ(ｘ)]ｄｘ ＝ λ∑

ｎ

ｉ ＝ １
Ｅ ｉ(ｘ) (６)

同理可得流域初始蓄水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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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０ ＝ ∫Ａ
０
(１ － α)ｄＷ′ ＝ Ａ － λ∑

ｎ

ｉ ＝ １
[Ｅ ｉ(Ｗｍｍ) － Ｅ ｉ(Ｗｍｍ － Ａ)] ＝ Ａ － ｎλ ＋ λ∑

ｎ

ｉ ＝ １
Ｅ ｉ(Ｗｍｍ － Ａ) (７)

图 ３　 流域蓄水容量分布曲线与降雨径流关系

Ｆｉｇ. ３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式中: Ａ 为初始蓄水容量 Ｗ０对应的纵坐标ꎮ 为计算产流量ꎬ 需首先确定 Ａ 的值ꎬ 在已知 Ｗ０的情况下ꎬ Ａ 可

以通过求解式(７)而得ꎬ 而该式为 Ａ 的隐式方程ꎬ 很难直接求解ꎬ 此处采用牛顿迭代法进行求解ꎮ 令

φ(Ａ) ＝ Ａ － ｎλ ＋ λ∑
ｎ

ｉ ＝ １
Ｅ ｉ(Ｗｍｍ － Ａ) － Ｗ０ (８)

进一步对上式求导可得

φ′(Ａ) ＝ １ － λ∑
ｎ

ｉ ＝ １
ｆｉ(Ｗｍｍ － Ａ) ＝ Ｅｎ(Ｗｍｍ － Ａ) (９)

根据牛顿迭代公式可知ꎬ 经过 ｉ 次迭代后ꎬ 得

Ａｉ ＋１ ＝ Ａｉ －
φ(Ａｉ)
φ′(Ａｉ)

(１０)

当相邻两次迭代值之差小于允许误差时ꎬ 便可求得 Ａ 的数值解ꎮ 根据蓄满产流原理ꎬ 有效降雨 Ｐｅ产生

的径流为

Ｒ ＝ ∫Ｐｅ＋Ａ

Ａ
αｄＷ′ ＝ ∫Ｐｅ＋Ａ

Ａ
[１ － Ｅｎ(Ｗｍｍ － Ｗ′)]ｄＷ′

＝ λ∑
ｎ

ｉ ＝ １
[Ｅ ｉ(Ｗｍｍ － Ａ) － Ｅ ｉ(Ｗｍｍ － Ａ － Ｐｅ)] (１１)

综上ꎬ 若 Ｐｅ ＋ Ａ < Ｗｍｍ ꎬ 即局部产流时:

Ｒ ＝ λ∑
ｎ

ｉ ＝ １
[Ｅ ｉ(Ｗｍｍ － Ａ) － Ｅ ｉ(Ｗｍｍ － Ａ － Ｐｅ)] (１２)

若 Ｐｅ ＋ Ａ ≥ Ｗｍｍ ꎬ 即全流域产流时:
Ｒ ＝ Ｐｅ － Ｗｍ ＋ Ｗ０ (１３)

在产流计算中ꎬ 只要给定流域平均蓄水容量 Ｗｍ和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的参数 ｎ 、 λ ꎬ 即可实现产流计算ꎮ 在无

资料地区ꎬ 也可根据式(１)计算出的栅格蓄水容量ꎬ 统计出流域蓄水容量的分布曲线ꎬ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等

参数估计方法估算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的参数ꎬ 从而可以实现无资料地区的产流计算ꎮ 在资料丰富的地区ꎬ 可以根据

降雨径流资料直接进行参数率定ꎮ

４　 模型应用

将新安江模型的产流模块替换成上述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蓄水容量曲线的流域产流模型ꎬ 汇流模块仍然采用

原算法ꎬ 其中ꎬ 壤中流和地下径流汇流采用线性水库法ꎬ 河网汇流采用滞后演算法ꎬ 由此得到改进的新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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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ꎮ 将改进后的模型分别应用于松柏、 恒口、 栾川和青狮潭 ４ 个典型流域的洪水模拟ꎬ 以分析模型的应用

效果ꎮ
选取松柏流域 １９８３—２０１２ 年、 恒口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 栾川流域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和青狮潭流域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的场次洪水用于模型的率定和检验ꎮ 其中ꎬ 模型的参数采用 ＳＣＥ￣ ＵＡ 算法进行优化率定ꎬ 计算时段

长均为 １ ｈꎬ 模型参数模拟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模型参数模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计算模块 参数 参数含义 松柏 恒口 栾川 青狮潭

蒸散发计算

Ｋ 蒸发折减系数 ０. １１ １. ０８ １. ０６ ０. １９
ＵＭ 上层张力水蓄水容量 / ｍｍ １０. ００ １３. ３１ １１. ６４ １２. ４２
ＬＭ 下层张力水蓄水容量 / ｍｍ ２０. ０１ ２３. ２０ ２３. １２ ２１. ７９
ＤＭ 深层张力水蓄水容量 / ｍｍ ２０. ００ ２３. ４０ ３６. ３４ ３０. ４１

Ｃ 深层蒸发系数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０. ０５ ０. ０８

产流计算

ｎ 蓄水容量曲线参数 ３　 　 ２　 　 ４　 　 ９　 　

λ 蓄水容量曲线参数 ８. ３５ ６. １５ ９. １７ ５. ９９
ＩＭ 不透水面积比例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１

水源划分

ＳＭ 自由水蓄水容量 / ｍｍ ２９. ７９　 ３３. ８１　 ３２. ２３　 ３４. ２６　
ＥＸ 自由水蓄水容量曲线方次 １. １１ １. １６ ０. ５０ １. ４５
ＫＩ 壤中流出流系数 ０. ３７ ０. ３５ ０. １４ ０. １０
ＫＧ 地下水出流系数 ０. ４４ ０. ３０ ０. ３９ ０. ２４

汇流计算

ＣＳ 地表水消退系数 ０. ８０ ０. ８０ ０. ７２ ０. ８０
ＣＩ 壤中流消退系数 ０. ８１ ０. ８７ ０. ９１ ０. ５６
ＣＧ 地下水消退系数 ０. ９７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９８

　 　 选取洪峰相对误差、 峰现时间误差和洪水总量相对误差以及确定性系数作为模型精度评价指标ꎬ 分别计

算每场洪水的评价指标值ꎬ 表 ３ 给出了各个流域这些评价指标的平均值以及与新安江模型的结果对比ꎮ 可以

看出ꎬ 松柏流域和恒口流域的模拟精度与新安江模型相当ꎬ 栾川流域和青狮潭流域的模拟精度有一定提高ꎬ
尤其是栾川流域的提高较为明显ꎬ 率定期确定性系数由 ０. ７３ 提高到 ０. ８０ꎬ 其他指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ꎮ 图 ４ 进一步展示了栾川流域检验期 ３ 场洪水的模拟结果ꎬ 可以发现ꎬ 改进后的模型无论是洪峰还是洪水

过程的模拟都取得了较高的精度ꎬ 相比新安江模型也都有提高ꎮ

表 ３　 洪水模拟结果平均值统计及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时期 流域名称 场次
洪峰相对误差 峰现时间误差 / ｈ 洪水总量相对误差 确定性系数

ＸＡＪ Ｅ￣ＸＡＪ ＸＡＪ Ｅ￣ＸＡＪ ＸＡＪ Ｅ￣ＸＡＪ ＸＡＪ Ｅ￣ＸＡＪ

率
定
期

松柏 １２ ０. ２３ ０. ２２ １. ２５ １. ２５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８４ ０. ８６

恒口 １４ ０. ２６ ０. ２６ １. ３６ １. ３６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８０ ０. ８０

栾川 １１ ０. ２９ ０. ２７ ０. ７３ ０. ７３ ０. ３７ ０. ３１ ０. ７３ ０. ８０

青狮潭 １１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０. ６４ ０. ５５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８７ ０. ８８

检
验
期

松柏 ４ ０. ２６ ０. ２６ １. ００ ０. ７５ ０. ２５ ０. ２４ ０. ７９ ０. ８０

恒口 ６ ０. ２６ ０. ２６ １. ３６ １. ３６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８０ ０. ８０

栾川 ３ ０. ２６ ０. ２１ １. ３３ １. ００ ０. １４ ０. １１ ０. ８０ ０. ８３

青狮潭 ３ ０. １３ ０. ０９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８９ ０. ８９
注: ＸＡＪ 表示新安江模型ꎻ Ｅ￣ＸＡＪ 表示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蓄水容量曲线的新安江模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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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栾川流域检验期洪水过程模拟结果

Ｆｉｇ. 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Ｌｕａｎｃｈｕ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５　 结　 　 论

蓄水容量曲线的形状决定着流域产流面积和产流量的多少ꎬ 对于径流的模拟有直接影响ꎮ 通过对多个典

型流域蓄水容量空间分布的分析ꎬ 选用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曲线进行流域蓄水容量曲线的拟合ꎬ 提出了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

布蓄水容量曲线的流域产流模型ꎬ 主要结论如下:
(１)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推导了一种新的流域产流模型ꎬ 相比新安江模型增加了 １ 个产流参数ꎬ 模型的适应

性增强ꎬ 模拟结果更接近实际的产流过程ꎬ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型的模拟精度ꎮ 由于增加了模型参数ꎬ 可能

会增加其他参数如 Ｗｍ的不确定性ꎬ 需进一步分析ꎮ
(２)基于 Ｅｒｌａｎｇ 分布蓄水容量曲线产流模型的参数ꎬ 可以借助流域的地形和土壤类型数据进行估算ꎬ 为

无资料地区的产流计算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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