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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湿地是流域水循环和水量平衡的重要调节器ꎬ 在维护流域水量平衡、 减轻洪旱灾害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

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是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ꎬ 科学认识和理解流域湿地水文

调蓄功能对流域湿地恢复保护、 水资源综合管控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本文阐述了流域湿地水文

调蓄功能的概念与内涵ꎬ 剖析了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时空变异性、 阈值性和多维性三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包括

湿地土壤特性、 植被特征和初始水文条件等内在因素和流域特征、 降雨特征、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外在因素)ꎬ
探讨了流域湿地不变情景下和变化情景下水文调蓄功能评估方法ꎬ 并介绍了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模型

与应用情况ꎮ 最后ꎬ 从学科发展和实践需求的视角提出了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未来亟需加强研究的重点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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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与森林、 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ꎬ 是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维护流域水量平衡、
减轻洪旱灾害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ꎬ 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和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１￣２]ꎮ 然而ꎬ 近几十年来ꎬ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ꎬ 全球尺度湿地面积大幅度萎

缩和功能急剧下降ꎬ 已对流域生态安全和水安全构成了威胁[３￣５]ꎮ «２０１８ 年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 [６]中强调基

于自然的水资源解决方案(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的理念是通过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蓄￣滞￣渗￣净￣
排”的特点和功能来管理水的可获得性、 水质和涉水风险与灾害ꎬ 增加可利用水量、 改善水质和降低水旱灾

害风险ꎬ 从而强化整体水安全ꎮ 湿地水文调蓄功能是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开展定量评估

对湿地生态功能评价和湿地生态系统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ꎮ 作为湿地水文功能核心构成部分

的湿地水文调蓄功能是指在流域尺度上湿地生态系统对水循环过程及水量平衡发挥的调节作用和功效ꎬ 可作

为基于自然的水资源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中的重要载体ꎬ 以应对干旱洪水等极端水文事件带来的风险[７￣８]ꎬ
从而服务于生态海绵智慧流域建设[９￣１０]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出于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的需要ꎬ 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评估逐步得到重视ꎬ 国内外专

家也对湿地水文功能评估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ꎬ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１１￣１２]ꎬ 主要集中在单块湿地水文功能的

研究ꎬ 对单块湿地水文功能的大小及其影响因素认识较为全面ꎮ 但是ꎬ 目前流域尺度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

评估方兴未艾ꎬ 国内外研究存在分歧[１３￣１６]ꎬ 深度挖掘再认识比较缺乏ꎬ 对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概念、
内涵及其特征和影响因素等的系统性研究有待加强ꎬ 尤其缺乏有关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方法和模

型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ꎬ 难以满足学科发展和实践应用的需求ꎮ
本文力求深入阐述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概念、 内涵及其特征和影响因素ꎬ 探讨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

能定量评估方法ꎬ 介绍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模型与应用情况ꎬ 指出该领域未来亟需加强研究的重

点方向ꎬ 以期更好地为流域湿地恢复保护与水资源综合管控提供科学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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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概念、 内涵与特征

１. １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概念与内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国际上出现了湿地水文功能的概念ꎬ 认为湿地水文功能是湿地水文过程所表现出来的

所有功能ꎬ 是湿地生态系统与水文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ꎬ 主要包括洪水削减、 水沙拦蓄、 水质净化和补给地

下水等功能[６￣７]ꎮ 其中ꎬ 湿地水文调蓄功能是湿地水文功能的核心内容ꎬ 也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

一[１６]ꎮ 纵观国内外有关湿地水文功能的概念ꎬ 目前尚缺乏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公认的定义ꎮ 笔者认为ꎬ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是指流域湿地对水文过程的累计影响效应ꎬ 即在流域尺度上湿地生态系统借助其特殊

的水文物理特性ꎬ 以水循环为纽带ꎬ 通过影响流域蒸散发、 入渗、 地表径流、 地下径流和河道径流等方式而

改变流域水文过程的能力(图 １)ꎬ 主要体现在调节径流、 削减洪峰、 维持基流和补给地下水等 ４ 个方面ꎬ 具

有时空变异性、 阈值性和多维性等特征(图 ２)ꎬ 在维持流域健康水循环和水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图 １　 以水循环为纽带的流域湿地对水文过程调蓄作用概念[１４]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ａ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ｖｉａ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１４]

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大小主要由其特殊的水文物理性质决定ꎬ 即湿地往往具有较高的土壤孔隙度和较强

的土壤饱和持水量等特征ꎬ 汛期通过吸收和储存来水发挥削减地表径流、 降低流速和削弱洪峰等作用ꎻ 非汛

期以缓慢释水和下渗侧渗的方式发挥水源供给、 维持基流和补给地下水等作用[１７￣１９] (图 ２(ｃ))ꎮ 流域湿地以

水文连通为媒介ꎬ 即通过地表径流、 地下径流、 蓄满产流和潜流等方式与其他湿地和地表水系统连通ꎬ 影响

流域水文过程ꎬ 发挥其水文调蓄功能[２０￣２２](图 ２(ｂ))ꎮ 流域湿地的类型、 面积和位置等因素影响其水文调蓄

功能的大小(强或弱)及效应(增加或减小径流) [１３ꎬ２３￣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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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示意

Ｆｉｇ. 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ａ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１. ２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特征

１. ２. １　 时空变异性

流域水文过程和湿地水文物理特性具有显著的多时间尺度(年际、 季节性和逐日时变特征)和空间尺度

变化特征ꎬ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大小和效应也呈现明显的时空变异性ꎮ 同时ꎬ 流域气候变化[２５]、 地形

地貌特征[１８ꎬ２６]、 湿地特性[１３ꎬ２７￣３０]和人类活动[１２ꎬ３１￣３２] 等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影响湿地之间及湿地与其他地表

水系统水文连通程度ꎬ 引起湿地特定的水文调蓄功能的大小和效应呈现时空变异性ꎻ 其次ꎬ 在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的影响下ꎬ 湿地水文调蓄作用的几个方面可以发生相互转化ꎬ 从而呈现时间尺度上的差异性ꎮ 流域雨

养湿地(如孤立湿地)在降雨期间主要发挥削减和延缓地表径流的作用[１３ꎬ１５]ꎬ 而在非降雨期间主要发挥补给

地下水而增强基流的作用[３３]ꎮ 另外ꎬ 不同空间位置的湿地具有特定的水文情势ꎬ 其与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

的连通性不同ꎬ 在流域尺度发挥水文功能的效应有显著差异性[２２]ꎮ 如流域上游孤立湿地在一定程度上发挥

增强下游洪水的作用ꎬ 下游河滨湿地主要发挥调节径流和削减洪水的作用[１５ꎬ３４]ꎮ

１. ２. ２　 阈值性

湿地基于“蓄￣滞￣渗￣排”过程发挥水文调蓄功能ꎮ 基于“降雨￣径流”过程中湿地水文调蓄作用的强度和效

应的变化ꎬ 将其划分为 ３ 个阶段: 持续蓄水期、 间歇性蓄满产流期和持续蓄满产流期ꎮ 在降雨之初ꎬ 若湿地

土壤具有较低的土壤含水量ꎬ 湿地可以全部储蓄其汇水区内的降雨量而发挥削减径流的作用[３５￣３７]ꎮ 随着降

雨的增加ꎬ 湿地储蓄水量和削减径流量逐渐增加ꎻ 当湿地的土壤接近饱和ꎬ 湿地本身及其汇水区所在的负地

貌蓄水接近最大值(湿地地下水位逐渐接近于地表)ꎬ 湿地就会发生间歇性的蓄满产流[１８]ꎻ 随着累计降雨量

的进一步增大ꎬ 湿地地下水位等于地表时ꎬ 湿地就会持续产流ꎬ 从而增加地表径流和河道径流[２５ꎬ３７]ꎮ 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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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ꎬ 在一定的条件下ꎬ 流域尺度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存在阈值性ꎬ 当低于该阈值时ꎬ 湿地主要发挥储蓄水量

和削减径流的作用ꎻ 当超过该阈值时ꎬ 湿地水文调蓄功能会发生本质性改变ꎬ 主要发挥产流输送和增加径流

的功能(图 ３)ꎮ

图 ３　 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阈值效应

Ｆｉｇ. ３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１. ２. ３　 多维性

流域湿地以水文连通为媒介发挥其水文调蓄功能ꎬ 湿地水文连通的多维度动态特性[２０￣２２] 决定了流域湿

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多维性ꎬ 即纵向、 横向和垂向 ３ 个空间维度以及 １ 个时间维度(图 ２)ꎮ 流域湿地纵向调蓄

作用即上游湿地对下游水文过程的调蓄作用[３３ꎬ３５]ꎬ 主要体现在湿地对下游河道径流的调节作用ꎮ 如孤立湿

地通过储蓄暴雨径流并缓慢释水的方式影响地表径流过程ꎬ 进而影响河道径流过程(图 ２(ｂ))ꎮ 横向调蓄作

用是指洪泛区湿地￣河流横向水文连通发挥径流调节、 洪水削减和基流维持等作用[１５ꎬ１８]ꎻ 垂向调蓄作用是指

通过湿地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湿地￣大气界面之间的水量(分)垂向交换(蒸散发)影响区域地下水均衡及流域

水量平衡[３８]ꎮ 从时间维度来看ꎬ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会随其水文连通和水文过程的变化而变化ꎮ 如 Ｌｅｅ
等[３３]发现 Ｔｕｃｋａｈｏｅ Ｃｒｅｅｋ 流域湿地通过影响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等发挥调蓄下游河道径流的作用ꎬ 但其调
蓄作用的强度有明显的年内差异性ꎻ Ｗｕ 等[３４]发现ꎬ 嫩江流域上游湿地对下游洪水的洪量、 持续时间和洪峰
流量等有明显的调蓄作用ꎬ 但其调蓄作用的强度和效应在涨水期和退水期差异明显ꎻ 吴燕锋等[３９] 发现多布

库尔河流域湿地对总径流、 暴雨径流和基流的影响效应(削弱或增强)和强度有明显的月、 季节和年尺度变

化特征ꎮ

２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影响因素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ꎬ 内在因素主要有湿地土壤特性、 植被特
征和初始水文条件等ꎻ 外在因素主要有流域特征、 降雨特征与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等[３ꎬ２３ꎬ３９￣４０]ꎮ 其中ꎬ 内在

因素决定了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潜在能力ꎬ 外在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湿地水文调蓄作用的大小及效应ꎮ
２. １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内在影响因素

２. １. １　 土壤特性

湿地土壤的质地、 结构和孔隙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湿地的蓄水量、 渗漏量和潜流量ꎬ 进而影响湿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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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调蓄功能ꎮ 黏粒和孔隙度的大小决定了湿地土壤的透水性、 持水性和排水能力ꎬ 影响湿地的蓄水和补给地

下水功能的大小[２８ꎬ３６]ꎮ 如三江平原沼泽土壤草根层与泥炭层的容重为 ０. １０ ~ ０. ２８ ｋｇ / ｍ３ꎬ 总孔隙度大于

７０％ ꎬ 饱和持水量可达 ４ ０００ ~ ９ ７００ ｇ / ｋｇꎬ 全区沼泽土壤的蓄水总量可达 ４６. ９７ 亿 ｍ３[１９]ꎮ 土壤厚度影响湿

地的垂向调蓄作用ꎬ 湿地下渗和侧渗能力往往随着土壤厚度的增加而减少[４１]ꎮ 伴随着湿地的形成和演化以

及人类活动的干扰ꎬ 湿地土壤水文物理性质的变化越发复杂[４２￣４３]ꎬ 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强度和效应也会发

生改变ꎮ 土壤中动物形成的孔洞和植物残体会增加湿地的孔隙度ꎮ 一方面提供了储水空间ꎬ 增强了湿地对地

表径流的削减作用[４３￣４４]ꎻ 另一方面引起泥炭底层和土壤母质层交互的界面水力传导度增加ꎬ 从而增加潜流

和侧渗量ꎬ 增强湿地补给地下水功能ꎮ

２. １. ２　 植被特征

湿地植物种类丰富且类型多样ꎬ 植被的类型、 盖度和格局及其季相变化直接影响其冠层、 枯落物层和土

壤层对大气降水的再分配过程ꎬ 进而影响湿地对地表径流和河道径流的调蓄作用ꎮ 植被通过降雨截留、 透流

作用和干流作用的方式影响降雨￣径流过程ꎬ 发挥削减地表径流的作用[１ꎬ１７]ꎻ 河滨湿地植被因其具有较高的

地表粗糙度发挥延迟下游洪峰形成的作用[１４ꎬ１８]ꎮ 然而ꎬ 植被类型、 盖度和格局不同ꎬ 其粗糙度和枯枝落叶

层厚度不同ꎬ 对地表径流的削减作用和对河道径流调蓄作用有明显差异[２３ꎬ４５]ꎮ 另外ꎬ 植被的季相变化会引

起湿地调蓄功能大小的改变[２８ꎬ３７]ꎮ 蒸腾是湿地水量支出的主要方式之一ꎬ 可以为汛期湿地蓄洪削峰提供储

水空间[４６￣４７]ꎻ 春季植被蒸腾较弱ꎬ 对湿地水文调蓄的贡献较低ꎻ 夏季植被强烈的蒸散作用(超过降雨量)可
引起湿地保持较低水位状态ꎬ 湿地持续发挥较强的径流削减作用[１ꎬ２９]ꎮ

２. １. ３　 初始水文条件

湿地的初始水文状况直接影响其蓄水和下渗能力ꎬ 进而影响湿地水文调蓄功能ꎮ 当湿地处于低水位且土

壤含水量相对较低时ꎬ 湿地具有较大的储水空间ꎬ 可以储蓄大量的来水从而发挥削减地表径流和河道径流的

作用[２６ꎬ２８]ꎻ 而当湿地前期土壤含水量较高或水位较高时ꎬ 湿地直接发挥水量传输的功能[２７]ꎮ 如 Ｂａｙ[２９] 发现

美国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湿地处于最低水位时ꎬ 其对洪峰流量的调蓄能力可为正常水位条件下调蓄能力的 ３ 倍ꎮ

２. ２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外在影响因素

２. ２. １　 流域特征

流域地形地貌、 土地利用类型、 河网水系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湿地景观单元及其汇水区的大小和形状

以及湿地的土壤类型、 植被特征和坡度等 [２５ꎬ４５￣４６]ꎬ 影响湿地水文调蓄功能ꎮ 流域的河网水系密度、 河道宽

度、 深度、 长度和糙率系数等对湿地水文连通性有重要的影响ꎬ 影响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强度和效

应[２０￣２２ꎬ３６]ꎮ 土地利用类型影响湿地内部及其汇水区的地表截留与入渗、 积雪融雪[４８]和蒸发蒸腾[４７]等水文过

程ꎬ 进而影响湿地的水量收支平衡过程[４９]ꎬ 影响湿地景观与下游景观类型之间的水量传输过程ꎮ

２. ２. ２　 降雨特征

降雨可以直接补给湿地或通过形成地表径流和潜流汇入湿地[１８ꎬ４９]ꎮ 降雨总量、 强度、 持续时间和集中

度通过影响湿地及其汇水区的植被截留、 填洼、 下渗和产流等过程ꎬ 从而影响湿地在降雨期间及后续流域产

汇流过程中的水文调蓄作用[２９ꎬ４５ꎬ５０]ꎮ 如 ＭｃＣａｕｌｅｙ 等[３１]发现同等雨量的降雨事件中ꎬ 若雨强较弱且持续时间

较长ꎬ 湿地可以完全储蓄降雨量ꎻ 若雨强较大且过于集中时ꎬ 即使湿地初始土壤含水量较低ꎬ 湿地也会直接

以蓄满产流的方式发挥水量传输功能ꎮ

２. ２. ３　 气候变化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加剧全球水文循环过程ꎬ 驱动降水量、 蒸发量、 径流量等水文要素的

变化ꎬ 增强洪水、 干旱等水文极值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ꎬ 深刻改变湿地￣流域水文过程与水量平衡 [１ꎬ３ꎬ５０]ꎬ
进而影响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ꎮ 如李志威等[５１] 发现气候变化下若尔盖高原湿地地下水位的季节性波动影

响其蓄水能力的大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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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４　 人类活动

流域内大规模垦殖、 城市化进程、 河道取用水和水库防洪堤坝的修建等人类活动通过改变流域下垫面状

况、 湿地面积和河道径流机制等ꎬ 进而影响湿地水文情势、 景观格局及其水文连通ꎬ 改变流域湿地水文调蓄

功能的强度和效应[３２ꎬ５２￣５３]ꎮ 大规模的湿地排水和农田化直接引起湿地水位下降、 面积萎缩和破碎化ꎻ 水库和

防洪堤坝的修建削弱湿地之间及湿地￣河道之间的水文连通性ꎬ 引起流域湿地蓄水削洪能力减弱(图 ４)ꎬ 加

重洪涝灾害风险[５４￣５５]ꎮ 如 Ｒｅｂｅｌｏ 等[５５]基于不同历史湿地分布模拟研究表明ꎬ 南非弗洛勒尔角河谷湿地农田

化引起湿地对暴雨的储蓄能力减弱ꎬ 加剧流域洪涝灾害ꎻ Ｖｏｌｄｓｅｔｈ 等[５６]发现北美大沼泽湿地汇水区农田化改

变了湿地原有的水量平衡ꎬ 尤其是在枯水期加剧了湿地的干旱强度ꎬ 致使湿地维持基流的功能几乎完全丧

失ꎻ 范少英等[５７]发现三峡水库通过影响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水量交换而改变了鄱阳湖的水文调蓄能力ꎮ

图 ４　 水库和防洪堤坝对河滨湿地洪水调蓄作用影响示意

Ｆｉｇ. ４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ａｍ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ｅｓ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３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

３. １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方法

３. １. １　 流域湿地不变情景

目前ꎬ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流域内有 /无湿地情景或湿地排水与否、 ２ 个(有 /无湿地的流域)或多个子流域

(湿地率不同)、 湿地出入流量以及湿地生态水文要素变化等角度评价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表 １)ꎮ 研究者

表 １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评估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情景设定 评估方法 不足

流域有 / 无湿地情景下对比分析
基于流域湿地水文模型ꎬ 开展有 / 无湿地情景下流域水文过程的
模拟ꎬ ２ 种情景下模拟流量差异性即为湿地的调蓄作用

模型的不确定性(如模拟精度)
影响模拟结果

流域湿地排水前后对比分析ꎬ 毗邻的 ２
个有 / 无湿地排水的流域

基于排水前后实测的湿地出流量或湿地下游河道流量ꎬ 对比分
析排水前后径流量的变化ꎬ 量化湿地水文调蓄功能

忽略湿地排水后土地利用方式
对流域水文过程影响

毗邻的 ２ 个有 / 无湿地的流域
基于观测或模拟流量ꎬ 对比分析 ２ 个流域流量的差异性ꎬ 评估
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大小

忽略 ２ 个流域其他土地利用类
型对水文过程的影响

湿地率不同的多个流域
基于多个流域观测的流量ꎬ 对比分析流量的差异性ꎬ 即湿地的
水文调蓄作用

忽视不同流域之间流域特征差
异性对水文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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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湿地的径流调节、 洪水调蓄、 基流维持和地下水补给 ４ 个方面开展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量化评估研

究ꎮ 在研究中ꎬ 主要采用地表径流、 河道日流量与总径流量及其变异性等指标定量评估流域湿地径流调节功

能[３３ꎬ３５ꎬ５８]ꎻ 采用洪水频率、 洪量、 洪峰流量、 年最大洪峰流量、 洪水持续时间(涨水历时和落水历时)、 洪

峰流量出现的时间及洪水风险指数等指标定量评估流域湿地洪水调蓄功能ꎻ 采用基流量、 低流量、 不同流量

历时曲线阈值流量等指标定量评估流域湿地基流维持功能 [３４￣３５ꎬ３９]ꎻ 主要采用下渗量和潜流量等指标定量评

估流域湿地补充地下水功能[３３ꎬ３８ꎬ６０]ꎮ

３. １. ２　 流域湿地变化情景

流域湿地面积和格局的变化会引起水文调蓄功能的改变ꎮ 近年来ꎬ 流域湿地变化情景下水文调蓄功能定

量评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兴趣ꎮ 在研究思路上ꎬ 研究者主要基于流域内不同湿地分布情景开展模拟研究ꎬ
例如设置流域湿地的类型(如孤立湿地和河滨湿地、 雨养湿地和洪泛湿地) [１３]、 面积大小[１４]、 不同位置(如
上游和下游湿地、 子流域 /干流河滨湿地)和蓄水量大小等级[１３ꎬ３３￣３４]ꎬ 或不同湿地恢复保护情景下水文连通

性变化等情景[５８ꎬ６１]ꎬ 模拟分析流域水文过程变化特征ꎬ 揭示湿地变化的水文效应ꎮ 研究发现流域湿地季节

性变化[１３ꎬ６２]、 湿地的退化[３８]、 湿地恢复与重建程度[５８] 和农业开垦[１４] 等会引起湿地生态水文过程的改变ꎬ
进而引起其水文调蓄功能的变化ꎮ 如 Ｄｕｎｃａｎ[６３]发现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年 Ｃｏｌｅ Ｇｒｅｅｋ 流域 ６０％的湿地消失导致流域

２ 年、 ５ 年和 １０ 年一遇的洪水发生概率均增加了 １５％ ꎻ Ｌｅｅ 等[３３]在 Ｔｕｃｋａｈｏｅ Ｃｒｅｅｋ 流域基于历史湿地面积退

化特征ꎬ 在设定的 ５ 种湿地退化情景开展了流域水文过程模拟研究ꎬ 发现随着面积的减少ꎬ 湿地对流域地表

径流的削减作用和地下水补给量逐渐减弱ꎮ

３. ２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模型与应用

湿地水文模型是开展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评估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１]ꎮ 笔者之前已系统介绍了

湿地生态水文模型的概念、 内涵、 构建方法及分类ꎬ 回顾了湿地生态水文模型的国内外发展历程ꎬ 并论述了

目前湿地生态水文模型研究应用的重点领域[１２]ꎬ 这里重点介绍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模型与应用ꎮ
在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研究中ꎬ 研究者首先采用 ＨＥＣ￣ １ 模型、 ＰＲＭ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和 ＳＷＡＴ 模型等传统的流域水文模型或水动力学模型ꎬ 主要围绕湿地洪水调蓄功能定量评

估开展相关研究[６４￣６６]ꎮ 近年来ꎬ 研究者主要基于现有的流域水文模型或水动力学模型ꎬ 修改或增加相应的

湿地模块ꎬ 并应用于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研究ꎮ 目前主流的耦合湿地模块的流域水文模型主要有

ＭＩＫＥ(ＳＨＥ、 ＦＬＯＯＤ 和 １１ / ＮＡＭ) [６７]、 改进的 ＳＷＡＴ 模型[１４ꎬ２２ꎬ３３ꎬ５８] 和 ＰＨＴＳＩＴＥＬ / ＨＹＤＲＯＴＥＬ 水文模拟平

台[１３ꎬ３４ꎬ４０ꎬ５６ꎬ６８]ꎮ 基于耦合湿地模块的流域水文模型ꎬ 研究者主要开展有 /无湿地分布情景下流域水文过程的

模拟ꎬ 对比分析水文要素的演变特征ꎬ 量化湿地水文调蓄功能ꎮ 其中ꎬ 无湿地分布情景下的模拟中ꎬ 研究者

假设湿地土壤已达到饱和状态ꎬ 即湿地土壤无法再发挥储蓄水量而削减径流的作用ꎮ 该假设目前已得到国内

外学者的认可ꎬ 且已在 ＳＷＡＴ[１４ꎬ３３]ꎬ ＭＩＫＥ １１ 和 ＨＹＤＲＯＴＥＬ 等水文模型中得到广泛应用[６７]ꎬ 并用于流域湿

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的研究中ꎮ 如 Ｗｕ 等[３４]基于耦合湿地模块的 ＰＨＹＳＩＴＥＬ / ＨＹＤＲＯＴＥＬ 模型平台开展

了不同空间位置湿地分布情景下的嫩江流域水文过程模拟ꎬ 采用有 /无湿地情景下的模拟结果量化了湿地的

洪水调蓄功能及其强度和效应的时空差异性ꎮ
基于耦合湿地模块的流域水文模型ꎬ 在量化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基础上ꎬ 围绕流域湿地水文功能模

拟与水资源管控、 湿地生态恢复重建的水文效应等方面开展探索研究ꎮ 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开展研究: ①基

于历史湿地情景(恢复至历史某一时期)的水文模拟ꎬ 对比分析目前湿地情景和历史某时段情景下湿地水文

功能的差异性ꎻ ②基于现有湿地分布和重建选址分析ꎬ 运用优化算法和目标函数(如最大洪峰削减、 最低投

入和维护成本、 最大景观尺度水文连通性等)ꎬ 模拟多个湿地保护和重建情景下湿地水文情势和流域水文过

程ꎬ 确定湿地位置和面积大小等最优生态格局ꎮ 研究发现流域湿地面积的丧失会引起其水文调蓄功能的减弱

甚至丧失[１４ꎬ３３ꎬ３８ꎬ６３]ꎬ 而科学合理的湿地的恢复重建会明显提升其水文调蓄功能[５８￣５９ꎬ６１ꎬ６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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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展望

综合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ꎬ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评估方法和模型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ꎬ 但仍缺乏流域

湿地水文过程与流域水文过程耦合机制的研究ꎬ 难以支撑流域湿地恢复保护与水治理的实践需求ꎻ 其次ꎬ 目

前仍缺乏普遍适用性的耦合湿地模块的流域水文模型ꎬ 尚未实现湿地水文过程物理机制上的紧密耦合ꎬ 影响

模拟的精度和研究的适用性ꎻ 另外ꎬ 如何从发挥湿地水文服务功能的视角进行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ꎬ 践行基

于自然的水资源解决方案ꎬ 也是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亟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ꎮ 为进一步推进流域湿地水文

调蓄功能定量评估深入、 系统的研究ꎬ 基于目前已有成果和存在的问题ꎬ 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与展望ꎮ
(１) 加强湿地水文过程与流域水文过程耦合机理研究ꎮ 把湿地的水循环过程纳入到流域单元内ꎬ 从蒸散

发过程、 产流过程以及湿地与周围环境水文交互过程等方面深入认识和理解不同类型湿地水文过程与流域水

文过程相互作用关系、 尺度转换及耦合机制ꎬ 实现湿地水文过程与流域水文过程紧密耦合ꎮ
(２) 加快耦合湿地模块的流域水文模型的研发ꎮ 耦合湿地模块的流域水文模型是定量评估流域湿地水文

调蓄功能不可或缺的工具ꎬ 现有流域水文模型中的湿地模块对不同类型湿地(如木本沼泽、 草本沼泽和泥炭

沼泽等)的水文特性尤其是湿地地下水模块的刻画过于简化ꎬ 湿地水文模块的开发和和完善仍是未来湿地生

态水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ꎮ
(３) 强化基于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控ꎮ 系统评估流域湿地调蓄洪水、 维持基流和补给

地下水等水文调蓄功能的大小及其时空差异性ꎬ 基于自然的水资源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理念ꎬ 将湿地水文

调蓄功能作为重要绿色调控措施纳入到流域水资源综合管控中ꎬ 并与传统水利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有机结合

和统筹协调ꎬ 以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水旱灾害的风险ꎬ 保障流域水安全ꎮ

参考文献:

[１] 章光新ꎬ 张蕾ꎬ 冯夏清ꎬ 等. 湿地生态水文与水资源管理[ Ｊ].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Ｌꎬ
ＦＥＮＧ Ｘ Ｑꎬ ｅｔ 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 章光新ꎬ 武瑶ꎬ 吴燕锋ꎬ 等. 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综述[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５): ７３７￣７４９.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ＷＵ Ｙꎬ
ＷＵ Ｙ Ｆꎬ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５): ７３７￣ ７４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董李勤ꎬ 章光新. 全球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研究综述[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２(３): ４２９￣４３６. (ＤＯＮＧ Ｌ Ｑ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Ｘ.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２(３):
４２９￣４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章光新ꎬ 尹雄锐ꎬ 冯夏清. 湿地水文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Ｊ]. 湿地科学ꎬ ２００８ꎬ ６(２): １０５￣１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ＹＩＮ Ｘ
Ｒꎬ ＦＥＮＧ Ｘ Ｑ.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８ꎬ ６(２): １０５￣ １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Ｌꎬ ＬＡＧＯＭＡＳＩＮＯ Ｄ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Ｎꎬ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ｄｒｉｖｅ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ｌｏｓｓ[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
ｇ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６(１０): ５８４４￣５８５５.

[６] ＵＨＬＥＮＢＲＯＯＫ Ｓꎬ ＣＯＮＮＯＲ Ｒꎬ ＡＢＥＴＥ Ｖ. ２０１８ Ｕ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Ｒ]. Ｐａｒ￣
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ꎬ ２０１８.

[７] ＺＨＵ Ｚ Ｃꎬ ＶＵＩＫ Ｖꎬ ＶＩＳＳＥＲ Ｐ Ｊꎬ ｅｔ 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ｓｔ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Ｊ].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１０): ８５３￣８６２.

[８] ＴＨＯＲＳＬＵＮＤ Ｊꎬ ＪＡＲＳＪＯ Ｊꎬ 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 Ｆꎬ ｅｔ 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ｓ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ꎬ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０８: ４８９￣４９７.

[９] 严登华ꎬ 王浩ꎬ 张建云ꎬ 等. 生态海绵智慧流域建设: 从状态改变到能力提升[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８(２): ３０２￣３１０.
(ＹＡＮ Ｄ Ｈ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ｏｎｇｅ￣ ｓｍａｒｔ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ｏ ｉｍ￣



４６６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３２ 卷　

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８(２): ３０２￣３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张双虎ꎬ 夏军. 应对洪灾亟须改进治水思路[Ｎ / ＯＬ]. 中国科学报ꎬ ２０２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７￣２０].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ｈｔｍｌ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７ / ４４２８２０. ｓｈｔｍ. (ＺＨＡＮＧ Ｓ Ｈꎬ ＸＩＡ Ｊ. Ｕｒｇｅｎｔ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Ｎ / Ｏ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ｉｌｙꎬ ２０２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７￣２０].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ｈｔｍｌ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７ / ４４２８２０. ｓ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ＬＡＮＥ Ｃ Ｒꎬ ＬＥＩＢＯＷＩＴＺ Ｓ Ｇꎬ ＡＵＴＲＥＹ Ｂ Ｃ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ꎬ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ｎ￣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ｔｏ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ｗａｔｅｒ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ＪＡＷＲ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４
(２): ３４６￣３７１.

[１２] 吴燕锋ꎬ 章光新. 湿地生态水文模型研究综述[Ｊ].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７): ２５８８￣２５９８. (ＷＵ Ｙ Ｆ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Ｘ.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７): ２５８８￣
２５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ＦＯＳＳＥＹ Ｍꎬ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Ａ Ｎꎬ ＳＡＶＡＲＹ 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ｌｏｗｓ ｕ￣
ｓｉｎｇ 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０(１１): １７６８￣１７８１.

[１４] ＥＶＥＮＳＯＮ Ｇ Ｒꎬ ＪＯＮＥＳ Ｃ Ｎꎬ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Ｄ Ｌꎬ ｅｔ ａｌ. Ａ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ｃａ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ｒｉｃｈ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Ｘꎬ ２０１８ꎬ １: １００００２.

[１５] ＡＣＲＥＭＡＮ Ｍꎬ ＨＯＬＤＥＮ Ｊ. Ｈｏｗ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ｌｏｏｄｓ[Ｊ].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３(５): ７７３￣７８６.
[１６] ＫＡＤＹＫＡＬＯ Ａ Ｎꎬ ＦＩＮＤＬＡＹ Ｃ Ｓ.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０: ９１￣１０３.
[１７]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Ｎ Ｃ. Ｒａｍｓａ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 / / Ｔｈ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ꎬ ２０１８: ４５１￣４５８.
[１８]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Ａꎬ ＡＣＲＥＭＡＮ Ｍ.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７

(３): ３５８￣３８９.
[１９] 刘兴土.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的蓄水与调洪功能[Ｊ]. 湿地科学ꎬ ２００７ꎬ ５(１): ６４￣６８. (ＬＩＵ Ｘ 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ｓｈ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Ｊ].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７ꎬ ５(１): ６４￣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崔保山ꎬ 蔡燕子ꎬ 谢湉ꎬ 等. 湿地水文连通的生态效应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Ｊ].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２(６): ７３８￣７４６. (ＣＵＩ Ｂ Ｓꎬ ＣＡＩ Ｙ Ｚꎬ ＸＩＥ Ｔꎬ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２(６): ７３８￣７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陈月庆ꎬ 武黎黎ꎬ 章光新ꎬ 等. 湿地水文连通研究综述[Ｊ].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７(１): ２６￣３８. (ＣＨＥＮ Ｙ Ｑꎬ
ＷＵ Ｌ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７(１): ２６￣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ＧＯＬＤＥＮ Ｈ Ｅꎬ ＬＡＮＥ Ｃ Ｒꎬ ＡＭＡＴＹＡ Ｄ Ｍ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５３: １９０￣２０６.

[２３] ÅＨＬÉＮ Ｉꎬ ＨＡＭＢÄＣＫ Ｐꎬ ＴＨＯＲＳＬＵＮＤ Ｊꎬ ｅｔ 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ｉｚ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ｒｓｔｒöｍ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ꎬ Ｓｗｅｄｅｎ[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７０４: １３５４５２.

[２４] ＤＥＭＩＳＳＩＥ Ｍꎬ ＫＨＡＮ 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ｉｎ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 Ｒ ]. ＭｃＨｅｎｒ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ꎬ １９９３.

[２５]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ＲＹ Ｄ Ｏꎬ ＷＩＮＴＥＲ Ｔ 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 ｕｐ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ｐｏｔｈｏｌ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Ｄａｋｏｔ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７ꎬ １９１(１ / ２ / ３ / ４): ２６６￣２８９.

[２６] ＢＵＴＴＬＥ Ｊ.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ｔｈｅ Ｔ３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１５): ３４１５￣３４２２.

[２７]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Ｖ Ｍꎬ ＧÓＭＥＺ￣ＰＬＡＺＡ Ａꎬ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ＭＥＮＡ Ｍ.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８４(１ / ２ / ３ / ４): １１４￣１３０.

[２８] ＵＭＥＲ Ｙ Ｍꎬ ＪＥＴＴＥＮ Ｖ Ｇꎬ ＥＴＴＥＭＡ Ｊ.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７７: １２３９４５.

[２９] ＢＡＹ Ｒ 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６９ꎬ ９(１): ９０￣１０２.
[３０] ＳＴＲＥＩＣＨ Ｓ Ｃꎬ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 Ｃ 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ｅｎ ａｔ ｌｏｗ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４(２): ２４４￣２５７.



　 第 ３ 期 吴燕锋ꎬ 等: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研究综述 ４６７　　

[３１] ＭｃＣＡＵＬＥＹ Ｌ Ａꎬ ＡＮＴＥＡＵ Ｍ Ｊꎬ ｖａｎ ｄｅｒ ＢＵＲＧ Ｍ Ｐ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 Ｅｃｏｓｐｈｅｒ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６(６): １￣２２.

[３２] 章光新ꎬ 郭跃东. 嫩江中下游湿地生态水文功能及其退化机制与对策研究[Ｊ].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８.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ＧＵＯ Ｙ 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Ｎｅ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２(１): １２２￣１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 ＬＥＥ Ｓꎬ ＹＥＯ Ｉ Ｙꎬ ＬＡＮＧ Ｍ Ｗ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
ｇ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Ｗ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ｏｄｕｌｅ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２３:
３７￣４８.

[３４] ＷＵ Ｙ Ｆ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Ａ Ｎꎬ ｅｔ ａｌ. Ｏｎ ｈｏｗ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Ｎｅ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８７: １２５０１２.

[３５] ＰＥＴＥＲＳ Ｄ Ｌꎬ ＰＲＯＷＳＥ Ｔ 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ｔｏ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ａ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ｄｅｌｔａ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ｎａｄａ[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１９): ４１７３￣４１９６.

[３６] ＳＰＥＮＣＥ Ｃ.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ｃａｌ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４(７): ８１９￣８３３.

[３７] ＢＯＵＲＧＡＵＬＴ Ｍ Ａꎬ ＬＡＲＯＣＱＵＥ Ｍꎬ ＧＡＲＮＥＡＵ Ｍ.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ｆｌｕｃｔｕ￣
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１(５): １１８４￣１１９５.

[３８] ＡＭＥＬＩ Ａ Ａꎬ ＣＲＥＥＤ Ｉ 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ｌ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ꎬ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ＪＡＷＲ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５(２): ２９４￣３０６.

[３９] 吴燕锋ꎬ 章光新ꎬ ＡＬＡＩＮ Ｎ Ｒ.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定量评估[ Ｊ].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０(２)ꎬ ２８１￣ ２９４.
(ＷＵ Ｙ Ｆ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ＡＬＡＩＮ Ｎ 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Ｔｅｒｒａｅꎬ ５０(２): ２８１￣２９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 ＷＵ Ｙ Ｆ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Ａ Ｎꎬ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ｑｕｉｃｋ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Ｎｅ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８３: １２４５６５.

[４１] ＫＶÆＲＮＥＲ Ｊꎬ ＫＬØＶＥ Ｂ.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ａ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ｌａｔ Ｆｅ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６０
(１ / ２ / ３ / ４): １５￣３０.

[４２] ＧＯＲＥ Ａ Ｊ Ｐ. Ｍｉｒｅｓ: ｓｗａｍｐꎬ ｂｏｇꎬ ｆｅｎ ａｎｄ ｍｏ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ꎬ １９８３: ６７￣１５８.
[４３] ＢＡＩＲＤ Ａ Ｊꎬ ＥＡＤＥＳ Ｐ Ａꎬ ＳＵＲＲＩＤＧＥ Ｂ Ｗ Ｊ.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ｏ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４): ２８９￣２９８.
[４４] ＳＨＡＮＴＺ Ｍ Ａꎬ ＰＲＩＣＥ Ｊ Ｓ.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ｉｓ￣ ｄｅｓ￣Ｂｅｌ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ꎬ Ｑｕｅｂｅｃꎬ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３１(３ / ４): ５４３￣５５３.
[４５] ＥＶＡＮＳ Ｃꎬ ＤＡＶＩＥＳ Ｔ Ｄꎬ ＭＵＲＤＯＣＨ Ｐ 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ｔ ｆｏｕｒ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ｓｋｉｌ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ａｎａ￣

ｌｙｓ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１９９９ꎬ １３(４): ５６３￣５７５.
[４６] 宋文彬ꎬ 谢先红ꎬ 徐婷ꎬ 等. 洪河沼泽湿地水文过程模型构建及水文功能分析[Ｊ]. 湿地科学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２(５): ５４４￣５５１.

(ＳＯＮＧ Ｗ Ｂꎬ ＸＩＥ Ｘ Ｈꎬ ＸＵ Ｔ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ｓｈ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ｈｅ[Ｊ].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２(５): ５４４￣５５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７] ＤＵＮＮ Ｓ Ｍꎬ ＭＡＣＫＡＹ 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５ꎬ １７１(１ / ２): ４９￣７３.

[４８] ＦＯＲＴＩＮ Ｊ Ｐꎬ ＴＵＲＣＯＴＴＥ Ｒꎬ ＭＡＳＳＩＣＯＴＴＥ Ｓ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ＩＳ ｄａｔａ:
Ｉ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ａｕｄｉèｒ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０１ꎬ ６(２): １００￣１０８.

[４９] ＯＷＥＮ Ｃ Ｒ. Ｗａｔｅｒ ｂｕｄｇｅ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５ꎬ １６９(１ / ２ / ３ / ４): １７１￣１８７.
[５０] ＦＯＳＳＥＹ Ｍꎬ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Ａ 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４１: １２８７￣１３０２.
[５１] 李志威ꎬ 鲁瀚友ꎬ 胡旭跃. 若尔盖高原典型泥炭湿地水量平衡计算[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５): ６５５￣６６６ (ＬＩ Ｚ Ｗꎬ

ＬＵ Ｈ Ｙꎬ ＨＵ Ｘ Ｙ.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ｂｕｄｇｅｔ ｉｎ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Ｚｏｉｇｅ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ＦＬＯＷ ａｎｄ



４６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３２ 卷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ｓｉｔｕ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５): ６５５￣６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２] ＺＨＥＮＧ Ｙ 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ＷＵ Ｙ Ｆꎬ ｅｔ ａｌ. Ｄａ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Ｎｅ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 Ｗａｔｅｒ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１(１０): ２０３８.
[５３] 李志威ꎬ 王兆印ꎬ 张晨笛ꎬ 等. 若尔盖沼泽湿地的萎缩机制[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５(２): １７２￣１８０. (ＬＩ Ｚ Ｗꎬ ＷＡＮＧ

Ｚ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Ｃ Ｄꎬ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ｏｅｒｇａｉ ｓｗａｍｐ[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５(２): １７２￣１８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４] ＧÓＭＥＺ￣ＢＡＧＧＥＴＨＵＮ Ｅꎬ ＴＵＤＯＲ Ｍꎬ ＤＯＲＯＦＴＥ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ｕｂｅ Ｄｅｌｔａ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Ｊ].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 １００９６５.

[５５] ＲＥＢＥＬＯ Ａ Ｊꎬ ＭＯＲＲＩＳ Ｃꎬ ＭＥＩＲＥ Ｐꎬ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ａｌｍｉｅ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０１: ７１￣８０.

[５６] ＶＯＬＤＳＥＴＨ Ｒ Ａ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Ｗ Ｃꎬ ＧＩＬＭＡＮＯＶ Ｔ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７(２): ５２７￣５４０.

[５７] 范少英ꎬ 邓金运ꎬ 王小鹏ꎬ 等. 三峡水库运用对鄱阳湖调蓄能力的影响[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４): ５３７￣５４５. (ＦＡＮ
Ｓ Ｙꎬ ＤＥＮＧ Ｊ Ｙꎬ ＷＡＮＧ Ｘ Ｐ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４): ５３７￣５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８]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Ｅꎬ ＮＥＪＡＤＨＡＳＨＥＭＩ Ａ Ｐꎬ ＷＯＺＮＩＣＫＩ Ｓ Ａ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３３: １２１￣１３４.

[５９] ＪＡＶＡＨＥＲＩ Ａꎬ ＢＡＢＢＡＲ￣ＳＥＢＥＮＳ Ｍ.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ꎬ ｆｌｏｏｄ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ꎬ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ａｐｓ ｉｎ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４ꎬ ７３: １３２￣１４５.

[６０] ＭＩＮ Ｊ Ｈꎬ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Ｄ Ｂꎬ ＪＡＷＩＴＺ Ｊ Ｗ.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０(５): ９９７￣１００６.

[６１]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Ｅꎬ ＮＥＪＡＤＨＡＳＨＥＭＩ Ａ Ｐꎬ ＷＯＺＮＩＣＫＩ Ｓ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７７: １０３￣１１３.

[６２] ＥＶＥＮＳＯＮ Ｇ Ｒꎬ ＧＯＬＤＥＮ Ｈ Ｅꎬ ＬＡＮＥ Ｃ Ｒ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ꎬ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８(４): ９５３￣９６６.

[６３] ＤＵＮＣＡＮ Ｂ 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ｏｎ ｆｌｏｏｄ ｐｅａｋｓ: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Ｈａｒｒｉｓ
Ｃｏｕｎｔｙ[Ｄ]. Ｔｅｘａｓ: Ｒｉ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１.

[６４] ＰＡＤＭＡＮＡＢＨＡＮ Ｇꎬ ＢＥＮＧＴＳＯＮ Ｍ 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Ｃ] / /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ｎ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ꎬ ２００１: １￣１２

[６５] Ｃ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ＥＣ￣１ ｆｌｏｏｄ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ｕｓｅｒ′ｓ ｍａｎｕａｌ[Ｒ]. Ｄａｖｉｓꎬ ＣＡ: Ａｒｍｙ Ｃｏｒｐ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ꎬ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１９９８.

[６６] ＶＩＮＩＮＧ Ｋ 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ꎬ Ｓｔａｒｋ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ｕｌｅｅ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ꎬ Ｎｏｒｔｈ Ｄａｋｏｔａꎬ ｗａｔｅｒ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８[Ｒ].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ꎬ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２００２

[６７] ＡＨＭＥＤ 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ｃｒｅｅｋ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２(１): Ｄ５０１６００１.
[６８] 吴燕锋ꎬ 章光新ꎬ 齐鹏ꎬ 等. 耦合湿地模块的流域水文模型模拟效率评价[ 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３): ３２６￣３３６.

(ＷＵ Ｙ Ｆ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ＱＩ Ｐ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３): ３２６￣３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９] ＷＵ Ｙ Ｆ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Ｘꎬ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Ａ 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ｂａｓｉｎ￣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６３(２): ２７９￣２９１.



　 第 ３ 期 吴燕锋ꎬ 等: 流域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研究综述 ４６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ＷＵ Ｙａｎｆｅ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１０２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ｓｏｌｉ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ꎬ ｉ. ｅ. ꎬ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ｒｉｓｋｓꎬ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ｆｏ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ｎａｍｅｌｙ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ꎬ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ｗｅ 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ｅｔ￣
ｌａｎ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ꎻ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ꎻ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ꎻ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所登论文的中、 英文摘要或全文同时被有关文摘刊物、 检索系统、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等有关网上

期刊转载、 传播ꎬ 作者将稿件交本刊登载的同时也将数字化汇编权、 数字化复制权、 数字化制品形式 (包括光盘、 互联网出

版物) 发行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授予本刊编辑部ꎬ 作者著作权使用费随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ꎮ 凡有不同意者ꎬ 可另

投他刊ꎮ
作者来稿文责自负ꎬ 不得一稿多投ꎮ 收到本刊收稿通知后 ３ 个月未收到稿件处理意见者ꎬ 若无其他约定ꎬ 可自行处理稿

件ꎮ 论文出版后ꎬ 按国家有关规定酌付稿酬ꎬ 并赠阅当期期刊两份ꎮ

«水科学进展» 编委会

∗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１３７１１０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４０６０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