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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四元驱动的海河流域河川径流变化归因定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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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河流域水资源极为短缺ꎬ 河川径流下降显著ꎬ 定量识别径流变化成因对于科学认识流域水循环演变机理、
支撑水资源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际价值ꎮ 基于模型参数区域化技术构建了海河流域可变下渗容量

(ＶＩＣ)模型ꎬ 重构了流域天然河川径流序列ꎮ 建立了气温变化、 降水变化、 下垫面变化和取用水四元要素驱动的河

川径流变化归因定量识别技术体系ꎬ 分析了 ４ 种因子在海河流域河川径流减少中的贡献ꎮ 结果表明: ① １９５６—
２０１０ 年ꎬ 人类活动是海河流域河川径流减少的主要原因ꎬ 但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可忽略ꎬ 其中气候变化的贡献约

为 １ / ３ꎬ 人类活动的贡献约占 ２ / ３ꎻ 气候变化中ꎬ 降水下降的贡献远大于气温升高的影响ꎬ 分别约为 ３０％ 和 ４％ ꎻ
人类活动中ꎬ 取用水的影响大于下垫面变化的影响ꎬ 分别约为 ５５％和 １１％ ꎮ ② 海河流域 ４ 个水资源二级区的河川

径流变化成因相比ꎬ 从北向南气温升高的影响减小ꎬ 降水减小的影响增大ꎬ 海河北系和海河南系的取用水影响较

大ꎬ 滦河流域径流变化时间较晚ꎬ 徒骇马颊河径流变化程度最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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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径流是水文循环和水资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地表水资源量的重要表现形式[１]ꎮ 观测资料表

明ꎬ 自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ꎬ 中国、 美国、 欧洲等全球许多流域的河川径流量发生了显著变化[２￣４]ꎮ 中国北方河

川径流量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ꎬ 其中以海河流域最为显著ꎬ 例如流域内的潮白河、 永定河、 滹沱河、 漳卫河

等重要河流上的水文站都观测到河川径流显著减少[５￣７]ꎮ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影响河川径流的两大重要因

素ꎮ 如果人类活动是河川径流下降的主要因素ꎬ 流域管理者和决策者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水资源管理和规

划上ꎻ 如果气候变化是河川径流下降的主要原因ꎬ 就需要重点评估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资源情势[８]ꎮ
因此ꎬ 定量识别河川径流变化的原因ꎬ 即气温、 降水等气候要素的变化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和取用水等人类活

动对河川径流变化的贡献率ꎬ 不仅能够提高对于河川径流演变机理的认识ꎬ 同时对于未来的流域水资源开发

利用规划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ꎬ 是水文学家面临的一项挑战ꎮ
关于河川径流变化归因定量识别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ꎮ 开始主要利用趋势与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来研

究径流变化的原因ꎮ 例如ꎬ Ｙａｎｇ 和 Ｔｉａｎ[９]分析了海河典型子流域径流变化趋势ꎬ 认为农业用地增加导致的

用水量增加是海河流域河川径流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ꎮ 然而ꎬ 仅利用趋势分析很难科学定量地评估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变化的贡献率ꎮ 一些学者尝试利用基于水量平衡方程的径流对降水、 气温与蒸发量的

敏感性来研究这个问题ꎮ 例如ꎬ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０]利用径流对降水和潜在蒸发的敏感性分析了黄土高原区径流对气

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ꎬ 并指出在 １１ 个子流域中有 ８ 个子流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对河川径流下降的贡

献率超过了 ５０％ ꎮ 然而ꎬ 敏感性分析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ꎬ 很难精确地估计径流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ꎬ
即使在一些相同的流域ꎬ 不同的学者得到了不同的敏感性分析结果[１１]ꎮ 一些水文学家开始利用水文模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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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天然径流等其他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１２￣１７]ꎮ 例如ꎬ 王国庆等[１２] 基于 ＳＩＭＨＹＤ 模型重构天然径流ꎬ 建立了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贡献的定量识别方法ꎬ 以黄河中游的汾河流域为案例指出气候因素和人类活

动对径流的影响量分别占径流减少总量的 ３５. ９％ 和 ６４. １％ ꎬ 人类活动是汾河流域径流减少的主要因素ꎮ 在

海河密云水库以上的潮白河流域中ꎬ Ｗａｎｇ 等[１５]将时间序列以 １９８０ 年为界分成 ２ 段ꎬ 然后利用分布式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Ｇａｉｎ 模型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下降的贡献ꎬ 结果表明气候变化的贡献占 ３１％ ~ ３５％ ꎬ
人类活动的贡献占 ６８％ ~７０％ ꎮ

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区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２ 个因子对径流变化的贡献ꎮ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径流变

化的成因ꎬ 需要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因子作进一步细化ꎮ 例如ꎬ 在气候要素中ꎬ 对水文过程影响最重要的

降水和气温变化的贡献分别是多少ꎻ 在人类活动中ꎬ 下垫面变化和取用水的贡献分别是多少ꎮ 此外由于大尺

度水文模型构建较为复杂ꎬ 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典型子流域的范围内ꎬ 对于大尺度径流变化归因定量识别

的研究成果较少ꎮ 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以中国人水矛盾最为突出的海河流域为研究对象ꎬ 深入分析流域内径

流变化的成因ꎬ 为流域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性利用提供科技支撑ꎮ

１　 研究区与资料

１. １　 海河流域概况

海河流域地处中国北方ꎬ １１２°Ｅ—１２０°Ｅ、 ３５°Ｎ—４３°Ｎꎬ 流域面积 ３２ 万 ｋｍ２ꎬ 其中西部山丘区面积

１８. ９ 万 ｋｍ２ꎬ 占 ５９％ ꎻ 东部平原区面积 １３. １ 万 ｋｍ２ꎬ 占 ４１％ ꎬ 流域基本概况见图 １ꎮ 流域内有 ４ 个水资源

二级区ꎬ 分别为东北部的滦河水系、 北部的海河北系、 南部的海河南系和东南部的徒骇马颊河水系ꎮ 流域属

于温带东亚季风气候ꎬ 年平均气温 ０ ~ １４. ５ ℃ꎬ 年平均降水量 ５３５. ５ ｍｍꎮ 流域内植被类型种类较多ꎬ 在西

北部山区ꎬ 主要为草原ꎻ 流域东部以耕地为主ꎻ 山前间歇分布着常绿针叶林和林地草原ꎮ 海河流域人口密

集ꎬ 大中城市众多ꎬ 在中国政治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流域内有首都北京、 直辖市天津ꎬ 以及石家庄、 唐

山、 秦皇岛等 ２５ 座大中城市ꎬ ２００５ 年人口和 ＧＤＰ 分别占全国的 １０. ２％和 １４. １％ [１８]ꎮ 海河流域水资源短缺

极为严峻ꎬ 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ꎮ 根据第二次全国水资源评价结果ꎬ 在全国各大流域中ꎬ 海河流域的人均、
亩均水资源量最低ꎬ 分别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３％和 １５％ ꎬ 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１９]ꎮ

图 １　 海河流域概况

Ｆｉｇ.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１. ２　 研究资料

海河流域内有 ３７ 个气象站ꎬ 使用的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

日尺度观测要素有平均气温、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和降

水量ꎮ 该数据由中国气象局发布ꎬ 大多数气象站的资料

年限都超过了 ６０ ａꎮ 将站点数据插值到 ０. ２５° × ０ ２５°的
空间格网ꎬ 作为水文模型所需要的气象驱动数据ꎮ 将每

个空间格网在子流域或者全流域内的面积作为权重ꎬ 加

权平均求得各个子流域和全流域的平均气温和降水ꎮ 在

流域的不同空间位置选取了 ６ 个典型水文站(图 １)ꎬ 位

于海河流域的不同水系ꎬ 能够较好地代表海河流域的空

间分布特征ꎬ 其日过程径流量资料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文年鉴: 第三卷: 海河流域水文资料»ꎬ 资料序列均

早于 １９６０ 年ꎮ 在海河流域的平原区为了防洪、 水资源配

置等工作的需要ꎬ 人工开挖了很多河流ꎬ 使得每个水系

的河川径流独立入海ꎬ 而且多数人工河流没有长历时的

径流观测数据ꎬ 因此没有典型的水文站能够代表 ４ 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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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二级区和全流域的径流过程ꎮ 利用第二次全国水资源评价(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年)和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中国水资

源公报»中的地表水资源量和入海径流量数据来反映 ４ 个水资源二级区和全流域的天然和实测河川径流过程ꎬ
选用的资料年限为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ꎮ 植被资料来源于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大学发布的全球 １ ｋｍ ×１ ｋｍ 土地覆盖数据ꎮ 土

壤质地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全球 １０ ｋｍ ×１０ ｋｍ 的土壤质地数据ꎮ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海河流域 ＶＩＣ 模型构建

利用广泛应用的可变下渗容量(ＶＩＣ)模型来构建整个海河流域的径流模拟模型ꎮ ＶＩＣ 模型是一个基于正

交网格划分的大尺度分布式水文模型ꎬ 能够同时模拟地表间的能量平衡和水量平衡[２０]ꎮ 模型包括蒸散发、
产流、 水量平衡、 土壤水运动、 汇流等模块ꎮ ＶＩＣ 模型的输入是气象强迫数据ꎬ 由气象站点观测的逐日降水

量、 日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插值到划分的流域内正交网格上ꎬ 需要计算的参数有植被参数、 土壤参数及水文

参数ꎮ 植被和土壤参数根据流域网格内的植被类型和土壤质地ꎬ 分别查找每一种植被类型对应的根系深度、
逐月叶面积指数和糙率等参数ꎬ 以及每一种土壤质地对应的土壤饱和体积含水量、 饱和土壤水势和饱和水力

传导度等参数ꎮ 植被参数和土壤参数一经确定ꎬ 在模型运行过程中不再进行调整ꎮ
水文参数需要根据实测的流量过程来率定ꎮ ＶＩＣ 模型中共有 ６ 个水文参数需要率定ꎬ 包括 ｂꎬ ｄ２ꎬ ｄ３ꎬ

Ｄｍꎬ Ｗｓ和 Ｄｓꎮ 其中参数 ｂ 为描述土壤蓄水容量曲线的形状ꎻ 参数 ｄ２和 ｄ３分别表示第 ２ 层和第 ３ 层的土层厚

度ꎻ 参数 Ｄｍ(基流的日最大出流量)、 Ｗｓ(基流开始发生非线性消退时第 ３ 层土壤含水量占蓄水容量的比例)
和 Ｄｓ(基流出流量占最大出流的比例)控制基流的产生ꎮ 控制基流的 ３ 个参数(Ｄｍ、 Ｗｓ和 Ｄｓ)对径流模拟不敏

感ꎬ 而且具有比较明确的物理意义ꎬ 可以由流域的土壤属性直接估计[２１]ꎮ 另外 ３ 个参数(ｂꎬ ｄ２和 ｄ３)由选取

的 ６ 个典型水文站观测的径流资料率定ꎮ 模型参数的率定主要考虑 ２ 个目标函数: Ｎａｓｈ￣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和

相对误差ꎮ 利用随机模拟和专家判断相结合的方法来率定模型参数ꎬ 其计算过程为: 根据每个参数的物理意义

和流域特征设置每个参数的取值范围ꎬ 针对每个参数在其取值范围内随机生成一定数量的单个参数样本ꎬ 将所

有的参数随机组合成参数组样本ꎬ 模拟每个参数组下的径流过程并计算效率系数和相对误差ꎬ 将效率系数较

高、 同时相对误差较小的参数组作为率定的模型参数最优值ꎮ 流域内其他区域的参数值根据相似流域法移植ꎬ
其基本思路为: 首先计算海河流域每个 ０. ２５° ×０. ２５°网格的地理位置、 气候、 植被、 土壤等自然地理属性ꎬ 然

后统计每个网格与选取的 ６ 个典型流域的自然地理属性的差值ꎬ 将其绝对值的倒数作为每个典型流域的权重ꎬ
再将 ６ 个典型流域率定的模型参数加权平均得到每个网格的 ＶＩＣ 模型参数值ꎬ 其详细计算过程见文献[２２￣２３]ꎮ

基于典型流域的模型参数率定和基于相似流域的参数移植技术ꎬ 得到整个海河流域所有 ０. ２５° × ０. ２５°网
格的 ＶＩＣ 模型参数ꎬ 完成模型参数的区域化ꎬ 进而构建整个海河流域的 ＶＩＣ 径流模拟模型ꎮ ＶＩＣ 模型模拟的

径流成分由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基流)两部分组成ꎮ 海河流域的地貌类型主要分为山丘区与平原区两部分

(图 １)ꎬ 而这 ２ 个区域河川径流的组成方式不同ꎮ 在山丘区ꎬ 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基本都会从流域出口断面

流出ꎬ 变成河川径流的一部分ꎮ 而在平原区ꎬ 地形坡度较小没有统一的流域出口断面ꎬ 汇流十分复杂ꎬ 地表

径流会形成河川径流的一部分ꎬ 而地下径流很大一部分直接通过地下含水层直接入海ꎬ 同时由于海河流域平

原区地下水埋深较大ꎬ 地下径流补给河川径流的量较小ꎮ 因此ꎬ 认为山丘区的河川径流量由地表径流和地下

径流两部分组成ꎬ 平原区的河川径流量由地表径流量组成ꎮ 为此整个海河流域或者水资源二级区的河川径流

量(Ｗｓ)由 ＶＩＣ 模型模拟的山丘区地表径流量(ＷＭＳ)、 山丘区地下径流量(ＷＭＧ)和平原区地表径流量(ＷＰＳ)三
部分计算得到:

Ｗｓ ＝ ＷＭＳ ＋ ＷＭＧ ＋ ＷＰＳ (１)

２. ２　 基于四元驱动的径流变化归因定量识别技术

为定量区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变化的贡献ꎬ 首先根据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 等统计方法检测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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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河川径流变化归因定量识别框架

Ｆｉｇ. 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

流序列突变点ꎬ 同时考虑流域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特

征ꎬ 将整个时期分成 ２ 段ꎮ 在突变点之前的时期ꎬ 河川

径流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ꎬ 将其称为“天然期”ꎮ 在这

一段时期内ꎬ 流域内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不显著ꎬ 没

有对河川径流产生明显的影响ꎬ 水文循环和水资源系统

仍然保持天然状态ꎮ 突变点之后的河川径流量和“天然

期”的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ꎬ 将其称为“影响期”ꎮ 在

这一段时期内ꎬ 流域内的河川径流量深受气候变化或者

人类活动的影响ꎬ 或者两者的共同影响[１２]ꎮ 河川径流

变化归因定量识别框架见图 ２ꎮ
(１)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贡献的分析ꎮ

“影响期”和“天然期”相比ꎬ 观测到河川径流量的变化( ΔＱ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ꎬ 其中一部分是气候变化引

起的( ΔＱＣ )ꎬ 另一部分是人类活动引起的( ΔＱＨ )ꎮ
ΔＱ ＝ Ｑｏｉ － Ｑｏｎ ＝ ΔＱＣ ＋ ΔＱＨ (２)

式中: Ｑｏｎ 和 Ｑｏｉ 分别为观测的“天然期”和“影响期”的河川径流量ꎮ 从而可以得到气候变化( ηＣ )和人类活动

( ηＨ )对河川径流变化的贡献:

ηＣ ＝
ΔＱＣ

ΔＱ × １００％ 　 　 ηＨ ＝
ΔＱＨ

ΔＱ × １００％ (３)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径流变化由 ＶＩＣ 模型重构的天然河川径流与实测径流对比计算ꎮ 在“天然

期”没有显著的人类活动ꎮ 利用“天然期”的资料来估计水文模型的参数ꎬ 则这组参数代表了流域的天然状

态ꎮ 利用率定的模型和观测的降水、 气温等资料可以重构整个时期的天然径流ꎬ 反映在没有人类活动影响下

流域的径流特征ꎮ 则“天然期”和“影响期”的天然径流之差表示气候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ꎬ “影响期”的天然

径流与实测径流之差表示人类活动引起的径流变化:
ΔＱＣ ＝ Ｑｓｉ － Ｑｓｎ 　 　 ΔＱＨ ＝ Ｑｏｉ － Ｑｓｉ (４)

式中: Ｑｓｎ 和 Ｑｓｉ 分别为重构的“天然期”和“影响期”的年平均天然径流量ꎮ 从而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川

径流变化的贡献可以被定量区分开来ꎮ
(２) 气候变化对径流变化贡献的细分ꎮ 对水文过程显著影响的气候要素变化主要体现在降水的变化和平

均气温的变化 ２ 个方面ꎬ 其引起径流变化的贡献分别为:

ηＣ ＝ ηＰ ＋ ηＴ 　 　 ηＰ ＝
ΔＱＰ

ΔＱＰ ＋ ΔＱＴ
× ηＣ 　 　 ηＴ ＝

ΔＱＴ

ΔＱＰ ＋ ΔＱＴ
× ηＣ (５)

式中: ηＰ 和 ηＴ 分别为降水变化和平均气温变化对径流变化的贡献ꎻ ΔＱＰ 和 ΔＱＴ 分别为降水变化和平均气温

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量ꎮ 由敏感性的定义ꎬ ΔＱＰ 和 ΔＱＴ 可以由式(６)计算:

ΔＱＰ ＝ ｄＱ
ｄＰΔＰ　 　 ΔＱＴ ＝ ｄＱ

ｄＴΔＴ (６)

式中: ΔＰ 和 ΔＴ 分别为实测的降水和平均气温的变化ꎻ ｄＱ / ｄＰ 和 ｄＱ / ｄＴ 分别为径流对降水和平均气温的敏

感性ꎬ 由水文模型来估计[２３]ꎮ
(３) 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贡献的细分ꎮ 人类活动也主要体现在 ２ 个方面: 取用水和下垫面变化ꎬ 则人类

活动对径流变化的影响可以分成 ２ 个部分:

ηＨ ＝ ηＬ ＋ ηＨ 　 　 ηＬ ＝
ΔＱＬ

ΔＱＨ
× ηＨ 　 　 ηｗ ＝

ΔＱｗ

ΔＱＨ
× ηＨ (７)

式中: ηＬ 和 ηＷ 分别为下垫面变化和取用水对径流变化的贡献ꎻ ΔＱＬ 和 ΔＱＷ 分别为下垫面变化和取用水引起

的径流变化量ꎮ 根据第二次全国水资源评价和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的数据ꎬ 地表水资源量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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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河川径流量的基础上还原了人类的取用水量ꎬ 反映的是现状下垫面条件下流域的天然河川径流量ꎮ 而水

文模型重构的天然径流量反映的是过去天然下垫面条件下的河川径流量ꎮ 因此在“影响期”ꎬ 水资源评价还

原的天然径流与实测径流之差表示取用水引起的径流变化ꎬ 水资源评价还原的天然径流与水文模型重构的天

然径流之差表示下垫面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
ΔＱＬ ＝ Ｑｒｉ － Ｑｓｉ 　 ΔＱＷ ＝ Ｑｏｉ － Ｑｒｉ (８)

式中: Ｑｒｉ 为水资源评价还原的“影响期”天然径流量ꎮ 从而下垫面变化和取用水对河川径流变化的贡献可以

被定量区分开来ꎮ

３　 结果及讨论

３. １　 海河流域 ＶＩＣ 模型参数区域化

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ꎬ 海河流域的径流突变发生在 １９８０ 年左右ꎬ 这和流域内的降水、 气温变化以及人

类活动特征基本吻合[２２ꎬ２４]ꎮ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结果表明ꎬ 海河流域的滦河水系、 海河北系和海河南系径流

变化的突变点分别为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７９ 年和 １９６９ 年ꎻ 徒骇马颊河水系的径流变化不显著ꎬ 无统计意义上的突变

点ꎮ 综合考虑 １９８０ 年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ꎬ 结合流域内的人类活动影响ꎬ 同时保证整个海河

流域分析结果的一致性ꎬ 统一将 １９８０ 年作为径流变化成因分析的转折点ꎮ 利用 １９８０ 年以前“天然期”的径流

资料来率定典型流域的水文模型ꎬ 再基于模型参数移植技术估计的海河流域 ＶＩＣ 模型 ６ 个水文参数的空间分

布见图 ３ꎮ 结果表明ꎬ 对于参数 Ｄｍꎬ 总体而言流域东部平原区的值较小ꎬ 西部山丘区的值较高ꎻ 参数的变

动范围是 ３. ２ ~ １２４. ８ ｍｍ / ｄꎮ 参数 Ｗｓ和 Ｄｓ的空间分布格局一致ꎬ 其高值都位于流域的西南部ꎮ Ｗｓ的变动范

图 ３　 ＶＩＣ 模型水文参数在海河流域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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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是 ０ ~ ０. ７７ꎬ 其中大部分都位于 ０. ６５ ~ ０. ７７ 之间ꎻ Ｄｓ的变动范围是 ０ ~ ０. ２３ꎬ 其中大部分为 ０. １８ ~ ０ ２３ꎮ
总体而言参数 Ｄｍ、 Ｗｓ和 Ｄｓ由流域的土壤质地计算ꎬ 其计算的空间分布与流域的土壤质地分布相一致ꎮ 参数

ｂ 是东北高ꎬ 西南低ꎬ 呈带状分布ꎻ 有 ２ 个高值中心ꎬ 分别位于滦河下游和潮白河流域ꎻ 同时有 ２ 个分别位

于滦河中游和漳卫河上游的低值中心ꎻ 参数的范围是 ０. １７ ~ ０. ２３ꎬ 其中大部分值为 ０. １８ ~ ０. ２０ꎮ 参数 ｂ 主

要控制土壤蓄水容量曲线的形状ꎬ 在流域未蓄满时ꎬ 其取值越大ꎬ 相同降水条件下的产流量越大ꎬ 这与流域

内径流系数(Ｒ / Ｐꎬ Ｒ 为径流深ꎬ Ｐ 为降水深)的空间分布相一致ꎮ 参数 ｄ２表示第 ２ 层土层的厚度ꎬ 东部平原

高ꎬ 西部山区低ꎻ 高值中心位于滦河下游ꎬ 而低值主要位于流域中西部ꎻ 参数在 ０. ８ ~ １. １８ ｍ 之间波动ꎬ 其

中大部分为 ０. ８ ~ ０ ９２ ｍꎮ 参数 ｄ２空间分布与基本认识相符合ꎬ 即平原区的土层比山丘区的土层要厚ꎮ 参数

ｄ３西南高ꎬ 东部低ꎬ 在滦河中游有一个高值区ꎻ 参数的取值主要为 ０. ２３ ~ ０. ３２ ｍꎮ 参数 ｄ３主要影响基流ꎬ
在参数率定时不是很敏感ꎬ 受参数率定的影响较大ꎮ

３. ２　 海河流域天然径流重构

构建的 ＶＩＣ 模型在 ６ 个典型流域模拟的径流过程与观测径流吻合较好ꎬ 同时与全国水资源评价中的海河

流域天然地表径流过程相吻合ꎮ 在 ６ 个典型流域中ꎬ 通过参数率定计算的效率系数都大于 ０. ７ꎬ 相对误差都

小于 ７％ ꎻ 通过参数移植法计算的效率系数都大于 ０. ５(其中 ４ 个流域的效率系数大于 ０. ７)ꎬ 相对误差都小

于 １５％ ꎬ 其详细的评价结果可参考文献[２３]ꎮ 这里主要评价 ＶＩＣ 模型重构的天然条件下海河流域 ４ 个水资

源二级区的天然径流量与水资源评价中的天然地表水资源量的吻合程度ꎬ 其结果见图 ４ꎮ 相比而言ꎬ 在滦河

流域ꎬ ＶＩＣ 模型重构的天然径流与水资源评价给出的地表水资源量结果的吻合程度最高ꎬ 即从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的吻合程度都较好ꎮ 在海河北系ꎬ １９８０ 年以前 ＶＩＣ 模型重构的天然径流与水资源评价给出的地表水资源

量结果的吻合程度较好ꎬ 但是 １９８０ 年以后 ＶＩＣ 模型的模拟结果偏大ꎮ 在海河南系和徒骇马颊河ꎬ ＶＩＣ 模型

重构的天然径流比水资源评价给出的地表水资源量偏大ꎬ 其中徒骇马颊河的系统偏差最大ꎮ

图 ４　 海河流域水资源二级区地表水资源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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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模拟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ꎮ 海河流域从北到南ꎬ 平原区面积占水资源二级区的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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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增大趋势ꎬ 其中滦河流域和海河北系的平原区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较小ꎬ 海河南系的平原区面积占总面

积的比例较大ꎬ 而徒骇马颊河全部是平原区ꎮ 与山丘区相比ꎬ 平原区没有较明确的流域边界和汇流过程ꎬ 其

流域降水径流过程模拟较难ꎬ 本文直接将每个水资源二级区内所有平原区网格上 ＶＩＣ 模型模拟的地表径流过

程之和作为平原区的河川径流量可能比实际情况要偏大ꎬ 导致在 １９８０ 年以前ꎬ 滦河流域和海河北系的模拟

结果较好ꎬ 而海河南系和徒骇马颊河的 ＶＩＣ 模型模拟结果偏大ꎮ 另一方面ꎬ 水资源评价中的地表水资源量被

统一折算为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下垫面状态ꎬ 而 ＶＩＣ 模型中的参数反映的是 １９５６—１９８０ 年的下垫面状态ꎮ 从植被

覆盖度的演变过程来看ꎬ 滦河流域的增加程度最小ꎬ 徒骇马颊河的变化最大ꎮ 植被覆盖度增加会导致截留能

力和蒸散发加强ꎬ 进而减少径流系数ꎮ 此外ꎬ 海河流域的地下水超采现象十分严重ꎬ 以海河下游平原区最为

突出ꎬ 地下水位呈现出了显著的下降趋势ꎮ 地下水位下降会造成包气带的厚度增加和土壤含水量的减少ꎬ 进

而增加地下水的入渗补给系数ꎬ 减少径流系数ꎮ 因此与 １９８０ 年以后的水资源评价结果相比ꎬ 从北到南 ＶＩＣ
模型模拟结果偏大程度越来越明显ꎮ

３. ３　 海河流域径流变化归因定量识别

已有成果表明海河流域以及滦河、 海河北系和海河南系等水资源二级区的地表径流量和入海水量呈现出

显著的减少趋势ꎬ 而徒骇马颊河的变化趋势不明显[２４￣２５]ꎮ 根据 ＶＩＣ 模型重构的天然径流ꎬ 海河流域 ４ 个水

资源二级区和全流域的地表径流变化归因分析结果见图 ５ꎮ 从图 ５ 可见ꎬ 总体而言ꎬ 人类活动是海河流域地

表径流量减少的主要原因ꎬ 但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可忽略ꎬ 其中人类活动的贡献为 ６２％ ~ ６８％ ꎬ 气候变化

的贡献为 ３２％ ~３８％ ꎮ 在气候变化的贡献中ꎬ 降水下降的贡献远大于气温升高的影响ꎬ 其中气温升高的影

响约为 ４％ ꎬ 降水下降的贡献约为 ３０％ ꎮ 在人类活动的贡献中ꎬ 取用水的影响大于下垫面变化的影响ꎬ 其中

取用水的贡献约为 ５５％ ꎬ 下垫面变化的影响约为 １１％ ꎮ 从 ４ 个水资源二级区径流变化归因的对比结果来看ꎬ
海河南系和徒骇马颊河的降水变化贡献较大ꎬ 这与流域内降水变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一致ꎬ 即流域南部降水减

少的幅度大于流域北部ꎮ ４ 个水资源二级区相比ꎬ 海河南系和海河北系的取用水贡献较大ꎬ 这与流域内的水

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一致ꎬ 即这 ２ 个区域内的入海径流量占地表水资源的比例较小ꎮ 徒骇马颊河是平原区ꎬ 没

有显著的流域边界ꎬ 同时植被变化大、 地下水超采严重ꎬ 利用水文模型模拟地表径流的不确定性较大ꎬ 造成

重构的天然径流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同时ꎬ 根据水资源评价数据ꎬ 徒骇马颊河的径流变化不显著ꎬ 突变点

前后的地表径流减少幅度绝对值较小ꎬ 因此径流变化归因识别结果的不确定性较大ꎮ

图 ５　 海河流域水资源二级区地表径流变化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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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讨　 　 论

(１) 气候要素变化对河川径流的影响ꎮ 根据气象观测数据ꎬ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ꎬ 海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呈

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ꎬ 达到了 １％ 的显著性水平ꎻ 年降水量呈现出减少趋势ꎬ 达到了 ５％ 的显著性水平ꎮ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与 １９５６—１９８０ 年相比ꎬ 海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升高了 ０. ９６ ℃ꎬ 年降水量减少了 １０. ６％ ꎮ 根据

海河流域地表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理ꎬ 当年平均气温升高 ２ ℃时ꎬ 地表径流减少 ６. ５２％ ꎻ 当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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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１０％时ꎬ 地表径流减少 ２３％ [２３]ꎮ 因此ꎬ 根据敏感性分析的结果和海河流域历史气候变化特征ꎬ 气温升

高和降水变化分别导致地表径流减少 ３. １３％和 ２４. ３８％ ꎮ 在空间上ꎬ 海河流域北部的升温幅度要大于流域南

部ꎬ 但是流域南部降水的减少幅度大于流域北部ꎮ 因此ꎬ 海河流域气温升高对径流减少的影响从北向南呈减

小趋势ꎬ 但是降水减少对径流减少的影响从北向南呈增大趋势ꎮ
(２) 取用水对河川径流的影响ꎮ 根据水资源评价数据ꎬ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海河流域内由于经济社会取用水

引起的地表水资源耗水量呈增大趋势ꎮ １９５６—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ꎬ 地表水资源耗水量占水资源的比例

从 ４０％增加到 ７７％ ꎮ 滦河流域在 １９８０ 年以前的取用水较少ꎬ 地表水资源耗水量占水资源的比例在 ２０％ 左

右ꎬ 地表水资源量和入海径流量差别较小ꎬ １９８０ 年以后由于引滦入津工程的实施和流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ꎬ
滦河流域入海径流与地表水资源量的差别快速增加ꎬ 到 ２１ 世纪地表水资源耗水量占水资源的比例超过

９５％ ꎮ 海河北系和南系的人类活动较大ꎬ １９８０ 年以前地表水资源耗水量占水资源的比例约为 ５０％ ꎻ １９８０ 年

以后南系比北系的人类活动更明显ꎬ 北系和南系地表水资源耗水量占水资源的比例分别为 ７５％ 和 ９０％ ꎮ 徒

骇马颊河的取用水较少ꎬ 地表水资源耗水量占水资源的比例约为 ２０％ ~３０％ ꎮ
(３) 下垫面变化对河川径流的影响ꎮ 由于水土保持、 植树造林等措施的开展ꎬ 海河流域内的土地利用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ꎬ 植被覆盖率明显提高ꎬ 一方面会增加植被截留ꎬ 另一方面会增强土壤蓄水容量和调蓄作

用ꎬ 从而引起降水径流响应时间和蒸散发量的增加ꎬ 最终导致地表径流和洪峰流量的减少ꎬ 并引起流域内河

川径流量的变化ꎮ 此外流域内地下水超采严重ꎬ 地下水位下降ꎬ 土壤干化ꎬ 同样降水条件下的产流量减少ꎮ 根

据水资源评价数据ꎬ 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ꎬ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的地表水资源量要明显小于１９５６—１９８０ 年的地表水资

源量ꎬ 以 １９８０ 年为界ꎬ 在前后 ２ 个时段中ꎬ 下垫面变化使得海河流域的径流系数从 ０. １５ 下降为 ０. ０９ꎮ
(４) 与已有成果的对比ꎮ 近 ６０ 多年来ꎬ 中国北方的海河、 黄河、 辽河等河流的径流量呈现出显著的下

降趋势[２６]ꎮ 不同研究关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变化的贡献虽然在定量上有一些差别ꎬ 但是在定

性上基本取得了一致的结论ꎬ 相关典型流域的分析结果表明人类活动是海河、 黄河中游和辽河径流变化的主

要原因ꎬ 其贡献率要大于气候变化的影响ꎻ 而气候变化是黄河上游径流变化的主要原因[１２ꎬ１５￣１６ꎬ２７]ꎮ 本研究发

现人类活动是海河流域河川径流量减少的主要原因ꎬ 其贡献为 ６２％ ~ ６８％ ꎬ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ꎬ
同时有两点进步之处ꎮ 一是ꎬ 以往的研究主要以典型的水文站控制断面以上流域为研究对象ꎬ 分析的空间范

围较小ꎬ 而本研究利用水文模型参数移植技术以整个海河流域和水资源二级区为研究对象ꎬ 研究范围更大ꎬ
能够更好地解释整个海河流域径流变化的成因及其空间差异性ꎮ 二是ꎬ 本研究在以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径流变化贡献二元归因识别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将气候变化的贡献按照影响水文过程的气候要素分成气温变化

和降水变化ꎬ 将人类活动的贡献分成下垫面变化和取用水ꎬ 进而构建了基于四元驱动的径流变化归因识别技

术体系ꎬ 能够更深入地解释河川径流变化的成因ꎮ
(５) 不确定性分析ꎮ 海河流域径流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其演变机理十分复杂ꎮ 本研究利用 ＶＩＣ 模型

重构的天然径流、 水资源评价还原的天然径流和实测径流 ３ 种序列的对比ꎬ 初步分析了海河流域径流变化的

成因ꎬ 结果较为可信ꎬ 但是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ꎮ 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于 ＶＩＣ 模型重构的天然径流精度ꎮ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ꎬ 基于参数移植技术 ＶＩＣ 模型模拟径流的相对误差小于 １５％ ꎬ 因此识别的径流变化归因

结论的置信度大于 ８５％ ꎮ 本研究的结论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论相一致ꎬ 可信度较大ꎮ 本研究分析了 ４ 种要

素对径流变化的独立驱动作用ꎬ 但是不同驱动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ꎬ 特别是气温和降水有较大的相互

关联性ꎮ 海河流域地处东亚季风区ꎬ 其降水的变化主要受东亚夏季风系统的影响ꎬ 而东亚夏季风具有显著的

年代际变化特征ꎬ 因此ꎬ 海河流域的降水也具有显著的年代际变化特征[２８]ꎮ 东亚夏季风的年代际变化与全

球气候系统相关联ꎬ 其影响因素众多ꎬ 包括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循环、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等ꎮ 这些因素有

其自身的周期性变化规律ꎬ 同时又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ꎮ 关于东亚季风年代际变化的检测与归因是气候学领

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ꎮ 目前很难准确地将气候自然变率和全球气温升高对降水变化的影响剥离开ꎮ 关于

多种驱动要素的相互关联ꎬ 及其对径流变化的耦合驱动作用是本研究的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ꎬ 这需要在以后

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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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利用模型参数移植技术构建了海河流域 ＶＩＣ 模型ꎬ 重构了流域天然径流序列ꎮ 建立了气温变化、 降

水变化、 下垫面变化和取用水四元要素驱动的径流变化归因定量识别技术体系ꎬ 分析了其在海河流域径流减

少中的贡献ꎬ 主要结论如下:
(１) 利用模型参数移植技术构建了海河流域大尺度径流模拟模型ꎬ 能够较好地模拟天然时期流域内的地

表径流ꎮ
(２) 人类活动是海河流域地表径流量减少的主要原因ꎬ 但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可忽略ꎬ 其中人类活动的

贡献为 ６２％ ~６８％ ꎬ 气候变化的贡献为 ３２％ ~ ３８％ ꎮ 在气候变化的贡献中ꎬ 降水下降的贡献要远大于气温

升高的影响ꎬ 其中气温升高的影响约为 ４％ ꎬ 降水下降的贡献约为 ３０％ ꎻ 在人类活动的贡献中ꎬ 取用水的影

响大于下垫面变化的影响ꎬ 其中取用水的贡献约为 ５５％ ꎬ 下垫面变化的影响约为 １１％ ꎮ
(３) ４ 个水资源二级区相比ꎬ 海河南系和徒骇马颊河的降水变化贡献较大ꎬ 海河南系和海河北系的取用

水贡献较大ꎬ 滦河流域径流变化时间较晚ꎬ 徒骇马颊河地表径流减少幅度较小其归因识别的不确定性较大ꎮ
河川径流的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ꎬ 其过程机理十分复杂ꎮ 气温变化和农业灌溉用水增加会使

流域内实际蒸散发增加ꎬ 导致流域水循环过程变化ꎬ 从而改变流域径流过程变化ꎻ 南水北调工程启用ꎬ 外调

水量的加入又使得该地区水循环过程更为复杂ꎮ 如何定量识别各种因素对河川径流变化的耦合驱动机制及其

不确定性ꎬ 需要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深入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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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 Ｒｕｉｍｉｎ１ꎬ２ꎬ ＧＵＡＮ Ｔｉｅｓｈｅｎｇ１ꎬ２ꎬ ＬＩＵ Ｙａｎｌｉ１ꎬ２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ＷＲ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Ｕｎｉｔ ３１１１０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６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ꎬ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ＨＲＢ).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ｔｈｅ ＨＲＢ.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ＨＲＢ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ＲＢ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１ / ３ ａｎｄ ２ / 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３０％ ) ｉｓ ｍｕｃ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４％ ).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５５％ )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１％ ).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ꎬ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 ＨＲＢ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ＨＲＢ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ꎬ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ｓ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ａ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ＨＲＢ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ＨＲＢ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ｈａｉｍａｊｉ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ｎｏｆｆꎻ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ꎻ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ꎻ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ꎻ Ｈ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１７ＹＦＡ０６０５００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１９６１１２４００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