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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变化改变了河流水文情势ꎬ 影响了河流的生态系统健康ꎬ 亟需开展变化环境下河流水文健康演变定量

归因方法研究ꎮ 选取北方半干旱地区老哈河流域为研究区ꎬ 依据流域内 ３ 个水文站、 １７ 个雨量站和 ６ 个气象站

１９６４—２０１６ 年数据ꎬ 基于可变下渗容量模型还原河流的天然流量序列ꎻ 采用概率密度法计算河流生态流量ꎬ 基于

生态流量阈值推求河流水文健康等级ꎻ 基于“观测￣模拟”对比分析法ꎬ 定量分离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流水文健

康情势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 人类活动是甸子和太平庄子流域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河流水文健康情势退化的主要原因ꎬ 其

贡献率分别为 ８６. ９％和 ８７. ９％ ꎻ 大面积农业灌溉用水引起地表径流下降以及水利工程改变天然水文情势ꎬ 影响了

河流水文健康情势ꎻ ９０ 年代降水量较为充沛ꎬ 研究流域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较小ꎬ 河流水文健康等级维持在较高

的水平ꎮ 综合生态流量阈值和“观测￣模拟”对比分析方法可定量识别河流水文健康情势演变原因ꎬ 为适应环境变化

的河流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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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不仅是水文循环的重要路径ꎬ 还为人类和其他生物提供诸多生态系统服务[１]ꎮ 健康的河流既可以

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ꎬ 还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２]ꎮ 变化环境下ꎬ 河流健康发生了显著改变: 人类活动

通过对径流的干预ꎬ 例如水库径流调节、 取水等活动ꎬ 直接对河流健康造成了影响[３￣４]ꎻ 气候变化通过降水

以及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影响径流ꎬ 从而间接对河流健康形成威胁ꎮ
鉴于天然水文情势在维持和保护本土物种和生态完整性中的关键作用[５]ꎬ 河流健康研究中ꎬ 常采用流

量和生态流量满足率作为评价指标的一部分[６]ꎮ Ｒｉｃｈｔｅｒ 等[７] 率先提出可以描述流量变化特征的水文变化指

标方法(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ＨＡ)ꎬ 建立了不同水文变量与水生生境、 栖息地环境等生态特

征的联系ꎻ 为了定量评估生态水文改变程度ꎬ Ｒｉｃｈｔｅｒ 等[８] 进一步发展了基于 ＩＨＡ 的变化范围法ꎮ 生态流量

是维系河湖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ꎬ Ｚｈａｏ 等[９] 通过评估城市河流的健康程度表明生态流量满足率决定着

生态修复措施的有效性ꎻ Ｍａ 等[１０]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流量阈值的河流水文健康评价方法ꎬ 较好表征了河流

生态系统对流量的实际需求ꎮ 基于生态流量阈值研究河流水文健康[１１]ꎬ 可深入剖析河流水文健康情势演变

特征ꎬ 对当前及未来风险的预测与应对至关重要ꎮ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ꎬ 河流水文序列往往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ꎬ 从而影响传统方法对生态流量

的计算结果[１２]ꎮ 通过分析水文变异前后的生态流量ꎬ 可对水文变异前后河流水文健康情势进行评价[１３￣１４]ꎮ
以往关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流健康影响的研究ꎬ 多从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１２ꎬ１５]ꎮ “观测￣模拟”对比分

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定量分析环境变化对径流的影响ꎬ 通过选择合适的水文模型还原天然径流ꎬ 能够定量刻画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的影响[１６]ꎮ 因此ꎬ 综合生态流量阈值和“观测￣模拟”对比分析方法ꎬ 对定量

表征环境变化对河流水文健康情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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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老哈河流域为研究区ꎬ 利用可变下渗容量模型(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ＶＩＣ)重建天然流量

序列ꎬ 基于生态流量阈值计算河流水文健康等级(Ｈ)ꎬ 基于“观测￣模拟”对比分析法ꎬ 定量分离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对河流水文健康演变的影响ꎬ 以期为适应环境变化的河流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

老哈河流域地处河北、 辽宁和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ꎬ 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西北山区柳西川ꎬ 是西辽河的

主要源头之一ꎮ 流域形状呈不对称扇形ꎬ 位于 １１８°１５′Ｅ—１２０°００′Ｅ、 ４１°００′Ｎ—４２°１５′Ｎꎮ 其中ꎬ 太平庄水文

站位于 ４２°１２′Ｎ、 １１９°１５′Ｅꎬ 站点以上集水区面积为 ７ ７２０ ｋｍ２(图 １)ꎮ 流域高程为 ４２７ ~ １ ８８７ ｍꎬ 呈现西南

高、 东北低的地势ꎮ 流域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ꎬ 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４６０ ｍｍꎬ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匀ꎬ 约 ８８％的年降水发生在 ５—９ 月份ꎬ 且暴雨中心多出现在中上游ꎮ 流域多年平均气温为 ７. ０℃ꎬ 且表现

出缓慢升高的趋势ꎮ 该区域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ꎬ 主要土地覆被类型为耕地和草地ꎬ 其中耕地面积自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后期大幅增加ꎮ 此外ꎬ 流域内还兴建了超过 ３０ 座中小型水库ꎬ 总蓄水量超过 ５ 亿 ｍ３ꎬ 以满足农

业灌溉需要[１７]ꎮ

图 １　 研究区气象站、 雨量站和水文站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数据及方法

２. １　 研究数据

本文选取甸子、 西泉和太平庄水文站作为流量控制站ꎬ 其控制面积、 经纬度、 水文气象等特征信息见表

１ꎮ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包括: 从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ＳＧＳ)网站获得的 ３０″分辨率的全球数字高程模型数据ꎻ 联

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提供的土地类型数据ꎻ 美国马里兰大学提供的 １ ｋｍ 精度的全球土地覆被类型数据ꎻ 国

家气象局提供的老哈河流域内及周边 ６ 个气象台站 １９６４—２０１６ 年数据ꎬ 包括日最高和最低气温、 １０ ｍ 平均

风速ꎻ 内蒙古水文局提供的 １９６４—２０１６ 年 １７ 个雨量站日降雨数据和 ３ 个水文站的日流量数据ꎮ 采用反距离

平方加权法对站点数据进行空间插值ꎬ 按照面积权重计算所选子流域平均气象要素ꎮ ＶＩＣ 模型驱动所需气

象、 地理信息均插值为 ０. ０６２ ５° × ０. ０６２ ５°的网格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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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研究区各水文站点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水文站点 控制面积 / ｋｍ２ 所属河流 经度 纬度 多年平均降水量 / ｍｍ 多年平均径流深 / ｍｍ

西泉 ４１９ 黑里河 １１８°３２′Ｅ ４１°２５′Ｎ ５７２. ９ １２６. ５

甸子 １ ６４３ 老哈河 １１８°５０′Ｅ ４１°２５′Ｎ ５２３. ３ ６３. ４

太平庄 ７ ７２０ 老哈河 １１９°１５′Ｅ ４２°１２′Ｎ ４３８. ５ ２６. ６

２. ２　 研究方法

２. ２. １　 水文变异条件下最适宜生态流量的计算

采用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计算潜在蒸散发量ꎬ 使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Ｍ￣Ｋ)趋势检验对所选子流域的降水、
潜在蒸散发和径流序列进行趋势分析ꎬ 并用 Ｐｅｔｔｉｔｔ 突变点检测和降水径流双累计曲线法来确定上述水文序列

的变异点ꎮ 根据水文序列的变异情况ꎬ 将研究期划分为受人类影响较弱的基准期和人类活动影响较强的变化

期ꎻ 利用基准期率定 ＶＩＣ 模型参数ꎬ 采用变化期水文气象资料驱动模型还原变化期河流天然流量序列ꎮ
根据生态系统的生物适应性和可塑性理论ꎬ 将长序列概率密度曲线最大值所对应流量作为最适宜生态流

量[１０]ꎬ 本文选用月平均流量序列ꎮ 首先ꎬ 需要先确定最符合计算序列的概率分布函数ꎮ 中国水文领域中广

泛应用的是 Ｐ￣Ⅲ分布ꎬ 李剑锋等[１８]在计算黄河生态需水流量时选择了更适合站点径流序列的 ＧＥＶ 分布ꎮ 本

文结合研究需要ꎬ 选择广义极值分布(ＧＥＶ)、 伽马分布和 Ｐ￣Ⅲ分布对流量序列进行拟合ꎬ 并使用显著性水

平 α ＝ ０. ０５ 的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Ｋ￣Ｓ)方法进行拟合优度检验ꎬ 选择统计量 Ｄ 最小的概率分布函数ꎮ 考虑

到如果水文序列存在变异点ꎬ 则变异后的水文情势已经影响当地的水生态环境ꎮ 因此ꎬ 计算生态流量时ꎬ 只

考虑基准期的流量序列ꎮ

２. ２. ２　 基于生态流量阈值的河流水文健康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 １ 种基于生态流量阈值的河流水文健康评价方法[１０]ꎬ 该方法认为在一定范围内高流量相比于

低流量具有更好的河流生态效应ꎬ 并通过定义不同的生态流量阈值ꎬ 将流量划分为不同的区间ꎬ 采用不同的

计算公式计算河流水文健康等级(０≤Ｈ≤１００)ꎬ 其计算公式如表 ２ꎮ

表 ２　 河流水文健康等级计算公式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ｅｖｅｌ

区间 [０ꎬ Ｑ５) [Ｑ５ꎬ Ｑ３) [Ｑ３ꎬ Ｑ１) [Ｑ１ꎬ Ｑ０) [Ｑ０ꎬ Ｑ２]

表达式 １０ Ｑ
Ｑ５

× ０. ５( ) １０ Ｑ － Ｑ５

Ｑ３ － Ｑ５
× １. ５ ＋ １( ) １０ Ｑ － Ｑ３

Ｑ１ － Ｑ３
× ２ ＋ ４( ) １０ Ｑ － Ｑ１

Ｑ０ － Ｑ１
× １ ＋ ８( ) １０ Ｑ２ － Ｑ

Ｑ２ － Ｑ０
× １ ＋ ９( )

区间 (Ｑ２ꎬ Ｑ４] (Ｑ４ꎬ Ｑ６] (Ｑ６ꎬ １. ５Ｑ６] (１. ５Ｑ６ꎬ ∞ ]

表达式 １０ Ｑ４ － Ｑ
Ｑ４ － Ｑ２

× ２ ＋ ６( ) １０ Ｑ６ － Ｑ
Ｑ６ － Ｑ４

× １. ５ ＋ ２. ５( ) １０ １. ５Ｑ６ － Ｑ
Ｑ６

× １ ＋ ０. ５( ) ５

　 　 表 ２ 中ꎬ Ｑ０ 为最适宜生态流量ꎬ ｍ３ / ｓꎻ Ｑ１ 为最适宜生态流量的下阈值ꎬ ｍ３ / ｓꎬ 其值为最小生态流量与

最适宜生态流量的平均值ꎻ Ｑ２ 为最适宜生态流量的上阈值ꎬ ｍ３ / ｓꎬ 其值为最大生态流量与最适宜生态流量

的平均值ꎬ 这样就避免了传统水文频率法中极端流量的影响ꎻ Ｑ３ 为最小生态流量ꎬ ｍ３ / ｓꎬ 其值为选定月平

均流量序列中各月的最小值ꎻ Ｑ４ 为最大生态流量ꎬ ｍ３ / ｓꎬ 其值为选定月平均流量序列中各月的最大值ꎬ 如

果在天然情况下水生生物已经安全经历过这样的最小(大)流量ꎬ 且生态系统没有遭到严重的不可恢复的破

坏ꎬ 则水生生物的最低生存条件在这样的流量条件下能够得到保证ꎻ Ｑ５ 为极小生态流量ꎬ ｍ３ / ｓꎬ 其值为选

定日流量序列中各月单日流量的最小值ꎻ Ｑ６ 为极大生态流量ꎬ ｍ３ / ｓꎬ 其值为选定日流量序列中各月单日流

量的最大值ꎬ 由于这种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较小且对河流生态的影响较大ꎬ 因此赋予其较小的值域区间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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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 为准确计算河流的真实生态流量ꎬ 上述阈值计算的基础数据均来自基准期的实测流量数据ꎮ
根据以上计算方法ꎬ 可将河流水文健康分为[０ꎬ １００]的分级ꎮ 根据各生态流量阈值的定义ꎬ 当河流水

文健康等级处于 ８０ ~ １００ 时ꎬ 河流生态系统为适宜的稳定状态ꎻ 当河流水文健康等级处于 ４０ ~ ８０ 时ꎬ 河流

生态系统受到一定的干扰ꎬ 生物发展受到限制ꎬ 但仍能保证最低的生存条件ꎻ 当河流水文健康等级低于 ４０
时ꎬ 河流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ꎬ 且所遭受损害很可能是不可恢复的[１９]ꎮ 此外ꎬ 通过各月的生态流量阈值

可构建年平均生态流量阈值ꎮ 因此ꎬ 该方法还可以计算年尺度的河流水文健康等级ꎮ 本文分别计算了老哈河

流域实测流量序列与天然(模拟)流量序列年尺度和月尺度的河流水文健康等级ꎮ

２. ２. ３　 环境变化对河流水文健康影响的定量计算

利用基准期的实测流量序列ꎬ 计算了生态流量的不同阈值ꎬ 并构建环境变化对河流水文健康评价影响的

定量计算方法ꎮ 通过该方法ꎬ 可以分别计算出基准期和变化期的实测 Ｈ 序列和模拟 Ｈ 序列ꎮ 本文假定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流水文健康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ꎬ 因此ꎬ 河流水文健康的变化可表示为

ΔＨｔ ＝ ΔＨｃ ＋ ΔＨｈ ＝ Ｈ２ꎬｏｂｓ － Ｈ１ꎬｏｂｓ (１)
其中 ΔＨｃ 和 ΔＨｈ 还可表示为

ΔＨｃ ＝ Ｈ２ꎬｓｉｍ － Ｈ１ꎬｓｉｍ (２)

ΔＨｈ ＝ ΔＨｔ － ΔＨｃ ＝ (Ｈ２ꎬｏｂｓ － Ｈ１ꎬｏｂｓ) － (Ｈ２ꎬｓｉｍ － Ｈ１ꎬｓｉｍ) (３)
因此ꎬ 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定量分离为

Ｉｃ ＝
ΔＨｃ

｜ ΔＨｔ ｜
× １００％ 　 　 Ｉｈ ＝

ΔＨｈ

｜ ΔＨｔ ｜
× １００％ (４)

式中: ΔＨｔ 和 ｜ ΔＨｔ ｜ 分别表示河流水文健康等级的总变化值和其绝对值ꎻ ΔＨｃ 和 ΔＨｈ 分别表示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引起的河流水文健康变化量ꎻ Ｈ１ꎬｏｂｓ 和 Ｈ２ꎬｏｂｓ 分别为基准期和变化期实测序列多年平均河流水文健康

值ꎻ Ｈ１ꎬｓｉｍ 和 Ｈ２ꎬｓｉｍ 分别为基准期和变化期模拟序列多年平均河流水文健康值ꎻ Ｉｃ 和 Ｉｈ 分别表示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对河流水文健康变化的贡献率ꎮ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水文变异分析及天然径流重建

老哈河流域 １９６４—２０１６ 年水文气象要素 Ｍ￣Ｋ 趋势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西泉站年降水、 潜在蒸散发和

径流序列均无显著趋势变化ꎻ 甸子和太平庄站年降水和潜在蒸散发均无明显趋势变化ꎬ 但是两站年径流量呈

显著下降趋势ꎬ 其Ｍ￣Ｋ 检验量 Ｚ 值分别为 － ２. ４８ 和 － ５. ０７ꎮ Ｐｅｔｔｉｔｔ 突变点检测和降水径流双累积曲线(图 ２)
结果表明: 研究区年降水量未发生突变ꎬ 西泉站年径流量未发生突变ꎬ 甸子和太平庄站年径流量均在 １９７９

表 ３　 所选子流域 １９６４—２０１６ 年降水量、 潜在蒸散发量和径流量 Ｍ￣Ｋ 趋势分析和 Ｐｅｔｔｉｔｔ 突变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Ｋ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ｔｉｔｔ 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ｉｎｔ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Ｔ)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ａｓｉ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６４—２０１６

水文站点

Ｍ￣Ｋ 趋势检验 Ｐｅｔｔｉｔｔ 突变点检测

降水量 潜在蒸散发量 径流量

Ｚ 值 趋势 Ｚ 值 趋势 Ｚ 值 趋势
降水量 潜在蒸散发量 径流量

西泉 － １. ５７ ↓ －１. ２０ ↓ －０. ４１ ↓ — — —

甸子 － ０. ５８ ↓ －０. ２１ ↓ －２. ４８∗ ↓ — — １９７９

太平庄 － ０. ５８ ↓ ０. ３１ ↑ －５. ０７∗∗ ↓ — — １９７９
注: ↓和 ↑分别表示下降和上升趋势ꎻ ∗和∗∗分别为显著性水平 α ＝ ０. ０５ 和 α ＝ ０. ０１ ꎻ —为通过显著性水平 α ＝ ０. ０５ 的 Ｐｅｔｔｉｔｔ 检验ꎬ 即
序列无突变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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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生突变ꎬ 并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水平 α ＝ ０. ０５ 和 α ＝ ０. ０１ 的假设检验ꎮ 因此ꎬ 选取西泉站作为参照站来

评估水文模型和河流水文健康等级计算的准确性ꎮ 同时ꎬ 将整个研究期分为 ２ 个阶段: １９６４—１９７９ 年(基准

期)ꎬ １９８０—２０１６ 年(变化期)ꎮ

图 ２　 老哈河年降水径流双累积曲线

Ｆｉｇ. ２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ａｓｓ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ｏｆ Ｌａｏｈａｈｅ Ｒｉｖｅｒ

　 　 将基准期(１９６４—１９７９ 年)分为模型率定期(１９６４—１９７４ 年)和验证期(１９７５—１９７９ 年)ꎬ 其模拟精度评

价指标(表 ４)表明ꎬ ＶＩＣ 模型的精度是可以接受的ꎮ 其中ꎬ 甸子子流域率定期相关系数(ＥＣＣ)、 Ｎａｓｈ￣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ＥＮＳ)和相对偏差(ＥＢＩＡＳ)分别为 ０. ９１、 ０. ８３ 和 １. ８１％ ꎬ 验证期 ＥＣＣ、 ＥＮＳ和 ＥＢＩＡＳ分别为 ０. ９３、 ０. ８５
和 ７. ２７％ ꎮ 太平庄子流域率定期和验证期 ＥＣＣ分别为 ０. ９５ 和 ０. ９１ꎬ ＥＮＳ分别为 ０. ９０ 和 ０. ８２ꎬ ＥＢＩＡＳ分别为

１ ５９％ 和 ５. ４７％ ꎮ 西泉子流域率定期 ＥＣＣ、 ＥＮＳ和 ＥＢＩＡＳ分别为 ０. ９１、 ０. ７８ 和 ９. １９％ ꎬ 验证期 ＥＣＣ、 ＥＮＳ和 ＥＢＩＡＳ

分别为 ０. ９２、 ０. ７９ 和 － ５. ８％ ꎬ 以及模拟期 ＥＣＣ、 ＥＮＳ和 ＥＢＩＡＳ分别为 ０. ８８、 ０. ７７ 和 － ０. １４％ ꎮ 综上所述ꎬ 通

过 ＶＩＣ 模型重建的天然流量序列是合理和可靠的ꎬ 可以用来计算天然河流的水文健康等级ꎮ

表 ４　 ＶＩＣ 模型模拟精度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ｏ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Ｃ ｍｏｄｅｌ.

站点
率定期 验证期 变化(模拟)期

ＥＣＣ ＥＮＳ ＥＢＩＡＳ / ％ ＥＣＣ ＥＮＳ ＥＢＩＡＳ / ％ ＥＣＣ ＥＮＳ ＥＢＩＡＳ / ％

西泉 ０. ９１ ０. ７８ ９. １９ ０. ９２ ０. ７９ － ５. ８ ０. ８８ ０. ７７ － ０. １４

甸子 ０. ９１ ０. ８３ １. ８１ ０. ９３ ０. ８５ ７. ２７ — — —

太平庄 ０. ９５ ０. ９０ １. ５９ ０. ９１ ０. ８２ ５. ４７ — — —

３. ２　 河流生态流量的计算

基于水文变异分析结果ꎬ 选择 １９６４—１９７９ 年的月平均径流序列进行概率分布函数拟合ꎮ 基于 ３ 种分布

函数描述各月平均径流量的 Ｋ￣Ｓ 法的概率(ｐ)和统计量检验值(Ｄ)计算结果表明ꎬ 所选 ３ 个水文站ꎬ 多数月

份的 ＧＥＶ 分布拟合统计量检验 Ｄ 值均最小ꎮ 因此ꎬ 选择 ＧＥＶ 分布作为最优概率分布拟合月径流序列ꎬ 并分

别计算其概率密度最大处所对应流量作为各月最适宜生态流量ꎮ 同时ꎬ 将计算结果与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２０]和逐月频

率法[２１]计算结果进行比较ꎮ 其中ꎬ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中的多年平均流量应为天然情况下的年平均流量ꎬ 因此采用

ＶＩＣ 模型模拟的流量序列ꎻ 逐月频率法采用本文介绍的方法确定最适宜概率分布函数ꎬ 但其保证率的选择仍

有不同建议ꎬ 本文采用各月保证率均为 ５０％进行计算[１９]ꎮ ３ 种方法对比结果如表 ５ 和图 ３ 所示ꎬ 本文计算

结果与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相比ꎬ 西泉站生态流量略低于最佳范围的下限ꎬ 甸子和太平庄站生态流量处于最佳范围

内ꎻ 与逐月频率法相比ꎬ 本文计算结果略低ꎬ 这主要与逐月频率法的保证率选择有关ꎬ 但 ２ 种方法的结果都

位于 ２ ２. ２ 节中确定的最适宜生态流量上下限之间ꎮ 因此ꎬ 认为本文采用概率密度最大处流量作为最适宜生

态流量ꎬ 其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ꎮ 最小生态流量值通过逐月最小生态径流法[２１] 进行计算ꎬ 其值为选定

月平均流量序列中各月的最小值ꎮ 通过与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比较发现ꎬ ２ 种方法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ꎬ 同时甸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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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站的逐月最小生态径流法的计算结果略大ꎬ 更有利于河流生态系统的维系ꎮ

表 ５　 生态流量计算结果比较 ｍ３ / ｓ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站点
最适宜生态流量 最小生态流量

概率密度法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 逐月频率法 逐月最小生态径流法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

西泉 ０. ８５ １. ０１ ~ １. ６８ １. ３０ ０. １６ ０. １７

甸子 ３. ２４ ２. ４１ ~ ４. ０１ ４. ２０ ０. ５１ ０. ４０

太平庄 ７. ４８ ６. １２ ~ １０. ２ ９. ４９ １. ３７ １. ０２

图 ３　 最适宜生态流量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３. ３　 河流水文健康情势评价

根据 ２. ２. ２ 节中的定义ꎬ 各站月尺度各生态流量阈值的分布情况如图 ４ 所示ꎮ 利用各生态流量阈值ꎬ 可

计算各站研究期各月的水文健康等级ꎬ 如图 ５ꎮ 西泉子流域水文健康整体较好ꎬ 且无明显突变ꎻ 相比于甸子

子流域和太平庄子流域ꎬ 西泉子流域实测月 Ｈ 序列与模拟月 Ｈ 序列分布相对一致ꎬ 均在 １—３ 月份出现明显

低值ꎻ 甸子子流域和太平庄子流域实测 Ｈ 序列均在 １９７９ 年左右发生明显下降的变异ꎬ 这与径流量的变异特

征一致ꎬ 而 ２ 个流域模拟 Ｈ 序列无明显变化趋势ꎮ 此外ꎬ ２０００ 年之后ꎬ 太平庄子流域水文健康表现出显著

退化的特征ꎮ 甸子子流域在 ３—５ 月份和 １０—１１ 月份表现较好ꎬ 河流水文健康等级可以达到 ８０ꎬ 有利于水生

生物的生存ꎻ 太平庄子流域在 ３—５ 月和 ８—１０ 月份表现较差ꎬ 健康等级低于 ２０ꎬ 且基本处于[０ꎬ ５)和

[１０ꎬ ２５)ꎬ 这表明该时间段内ꎬ 河道内流量都低于最小生态流量ꎬ 对水生生物生存产生较大的威胁ꎬ 这可

能是由于 ３—５ 月为流域内农作物的关键播种期ꎬ 农业灌溉需要大量的水资源ꎬ 而 ８—１０ 月份是流域的汛期ꎬ
水利调控改变了天然水流情势ꎮ

图 ４　 生态流量阈值年内分布

Ｆｉｇ. 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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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６４—２０１６ 年实测与模拟月 Ｈ 分布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Ｖ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ｕｎｏｆｆ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４ ｔｏ ２０１６

为进一步分析水文健康在年代间的分布特征ꎬ 将整个研究期分为 １９８０ 年前、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以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共 ５ 个时期ꎮ 计算各生态流量阈值的年平均值ꎬ 利用年平均流量

序列ꎬ 通过水文健康等级计算公式计算各年的水文健康等级ꎬ 并得到各时期的年 Ｈ 平均值ꎮ 表 ６ 反映了其年

代平均值的变化特征: 西泉子流域各年代平均值无明显差距ꎬ 均呈现良好的水文健康状况ꎻ 甸子子流域年代

平均值整体呈现下降趋势ꎬ 但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均值出现了增大的情况ꎻ 太平庄子流域年代平均值表现出显

著下降的趋势ꎬ 同样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表现均值明显增加的特征ꎮ
此外ꎬ 西泉子流域年 Ｈ 实测序列与模拟序列的相对偏差为 ４. ６％ ꎮ 综合上述西泉子流域月尺度和年代尺

度实测序列与模拟序列分布特征的对比情况ꎬ 认为本文基于 ＶＩＣ 模型径流模拟结果对自然状态下河流水文健

康评价的方法是合理可行的ꎮ
３. ４　 河流水文健康情势演变定量归因

利用式(２)—式(５)分别计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流水文健康等级降低的影响ꎬ 其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西泉子流域 Ｈ 整体上升 ０. ７ꎬ 环境变化对该流域河流水文健康的影响较小ꎻ 甸子子流域 Ｈ 整体变化 － ２２ꎬ 其

中气候变化的贡献率为 － １３. １％ ꎬ 人类活动的贡献率 － ８６. ９％ ꎻ 太平庄子流域 Ｈ 整体变化 － ４３. ３ꎬ 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的贡献率分别为 － １２. １％和 － ８７. ９％ ꎮ 赤峰市经济社会数据显示: 相比于基准期ꎬ 变化期人口增

加约 ８０ 万ꎻ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呈现指数型增长ꎬ ２０００ 年以后增幅明显ꎻ 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ꎬ 其中粮食

作物(主要包括小麦、 玉米、 水稻、 大豆等)占比约 ７０％ ꎬ 粮食产量增加约 ４００ 万 ｔꎮ 农业灌溉是流域内主要

的耗水途径ꎬ 其耗水量占总耗水量的 ６０％ 以上ꎬ 水利工程支持下的农业灌溉是流域径流量下降的主要原
因[１７]ꎮ 河道内流量的减少ꎬ 直接影响了河流的水文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ꎮ 此外ꎬ 流域内水库、 水电站等水
利工程对水资源的调蓄ꎬ 改变了河流的天然水文情势ꎬ 加剧了河流健康的退化ꎮ

对于各年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贡献率ꎬ 同样利用式(２)—式(５)进行计算ꎮ 表 ６ 表明ꎬ 在变化期ꎬ
除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其他时期人类活动均是影响河流水文健康的主要因素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其贡献
率甚至超过 ９６％ ꎬ 其主要原因是中大型水库的修建、 人类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２２]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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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１９００—１９９９ 年期间ꎬ 河流健康退化程度明显减弱ꎬ 这主要由于该时期降水相对较多ꎬ 河道内流量较大ꎬ
河流水文健康维持在较高的水平ꎬ 气候变化成为影响河流水文健康的主导因素ꎮ

表 ６　 １９６４—２０１６ 年各流域年代 Ｈ 均值、 相对基准期的变化量及河流健康下降的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６ Ｍｅａｎ 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ｂａｓｉ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Ｈ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ａｒｓ(１９６４—２０１６)

年份

西泉 甸子 太平庄

Ｈ 值 Ｈ 值 贡献率 Ｈ 值 贡献率

平均值 变化量 平均值 变化量 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 平均值 变化量 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

１９６４—１９７９ 年 ９２. １ ８８. ２ ９１. ３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９３. ３ １. ２ ５５. ８ － ３２. ４ － １２. ８ － ８７. ２ ５５. ２ － ３６. １ － ３２. １ － ６７. 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 ９３. ７ １. ６ ８２. ８ － ５. ４ － ６１. ９ － ３８. １ ８３. ３ － ８. ０ － ５０. ３ － ４９.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 ８８. １ － ４. ０ ５６. ５ － ３１. ７ － ９. ６ － ９０. ４ ３３. ５ － ５７. ８ － ３. ２ － ９６. 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 ９６. ２ ４. １ ６７. ６ － ２０. ６ － ３. ４ － ９６. ６ １１. ６ － ７９. ７ － ５. １ － ９４. ９

１９８０—２０１６ 年 ９２. ８ ０. ７ ６６. ２ － ２２. ０ － １３. １ － ８６. ９ ４８. ０ － ４３. ３ － １２. １ － ８７. ９

４　 结　 　 论

(１) Ｍ￣Ｋ 趋势检验、 Ｐｅｔｔｉｔｔ 突变点检测以及降水径流双累积曲线表明: 老哈河各子流域年降水量和潜在

蒸散发量变化趋势不显著ꎬ 西泉站年径流量无明显变化趋势ꎬ 甸子和太平庄站年径流量均显著下降且在

１９７９ 年发生突变ꎮ
(２) 通过 Ｋ￣Ｓ 法选择 ＧＥＶ 函数拟合月平均流量序列ꎮ 基于 ＧＥＶ 分布ꎬ 利用概率密度法计算各站最适宜

生态流量ꎬ 西泉、 甸子和太平庄年平均最适宜生态流量分别为 ０. ８５ ｍ３ / ｓ、 ３. ２４ ｍ３ / ｓ、 ７. ４８ ｍ３ / ｓꎮ
(３) 基于生态流量阈值计算各站现状(观测)和天然(模拟)河流水文健康等级ꎬ 分别进行月尺度、 年尺

度以及年代尺度的对比分析ꎬ 结果显示: 西泉子流域河流水文健康情势无明显变化ꎻ 甸子和太平庄子流域均

在 １９７９ 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有恢复趋势ꎬ 但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又明显下降ꎬ 特别是太平庄

子流域河流水文健康显著退化ꎮ
(４) 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外ꎬ 其他时期人类活动是引起甸子和太平庄子流域水文健康变化的主要因素ꎬ 其

贡献率甚至超过 ９６％ ꎬ 这主要是由于取水活动和水利工程调节影响了天然的水文情势ꎮ ９０ 年代降水较为充

沛ꎬ 研究流域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较小ꎬ 河流水文健康等级维持在较高的水平ꎮ 整体来说ꎬ 流域近 ８８％ 的

河流水文健康下降是由人类活动所引起的ꎬ 气候变化的贡献率为 １２％左右ꎮ
基于生态流量阈值和“观测￣模拟”对比分析的河流水文健康情势演变定量归因方法ꎬ 可以定量分离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流水文健康演变的影响ꎬ 但在量化不同人类活动方式对河流水文健康的影响方面还存在

不足ꎬ 未来可通过增加不同人类活动取用水量数据ꎬ 细化不同人类活动对河流水文健康的影响ꎬ 为变化环境

下河流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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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ꎻ 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ꎻ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ꎻ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ꎻ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 ＆ 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１６ＹＦＡ０６０１５０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１９７９０６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