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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水库数目众多, 密集的水库运行和调蓄影响着陆地水循环和陆气间的水分能量交换过程, 给高强度开

发地区水文规律认知和水文模拟及预报带来了挑战。 围绕这一问题, 本研究以鄱阳湖流域及流域内千余座水库为

研究对象, 从水库水量平衡方程、 水库蓄泄规则、 多阻断扩散波汇流等方面构建了水库群参数化方案, 并从地表

水、 地下水、 蒸散发、 能量通量等角度实现了其与陆面水文双向耦合模式(CLHMS)的动态耦合。 结果表明: 所构

建的水库群参数化方案可以较好地模拟水库的蓄泄过程, 提高了耦合模式在鄱阳湖流域的径流模拟精度; 水库群

可以使赣江、 信江、 抚河丰水期径流减少 3. 7% ~ 6. 0% , 枯水期径流增加 5. 9% ~ 12. 6% , 多年平均径流减少 0.
6% ~ 1. 5% ; 在空间分布上, 水库群对流域中部和北部径流的调蓄作用相对显著。 本研究所改进的陆面水文模式可

以为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下气象、 水文、 水资源交叉领域的研究提供分析工具和模型基础, 从而支撑变化环境下

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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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是人类开发和利用水资源的重要工程, 其在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给

区域水文规律认知和水文预报预测带来了新的挑战。 开发针对水库群的区域尺度模型工具, 有助于完善现有

模型的物理机制, 提高模拟预报能力, 为水库群影响下气象、 水文、 水资源等交叉领域的研究提供方法和工

具, 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
受模型机制和水库资料的限制, 国内外诸多涉及集总式或半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研究仅通过在流域出口断

面的流量过程线引入一些修正参数来概化水库调蓄对下游径流的影响, 从而达到提高径流模拟预报精度的目

的[1-2]。 随着分布式水文模型的不断完善, 水文模型中水库的传统模拟方式逐渐被有明确物理含义的水库模

块所取代, 这类模块通过在水库实际位置所在网格引入水库蓄泄规则, 实现对水库影响径流过程的模

拟[3-4]。 但在区域尺度上, 完全符合实际的蓄泄规则往往难以获取。 因此, 由机器学习方法训练得到的数据

驱动型蓄泄规则[5-6]或根据水库一般运行方式概化得到的概念性蓄泄规则[7-8] 可作为水库实际蓄泄规则的替

代, 用于模拟现实中水库实际的蓄泄过程。 通过引入水库蓄泄规则, 水库对下游径流的影响作用得以直观表

示, 得到物理意义明确的结果。 然而, 这类水库模块的机制仍然十分简单, 它往往仅将水库概化为一节点,
通过在节点处将天然流量替换成水库出流量来实现水库的刻画。 换言之, 水库只改变汇流过程, 而不对产

流、 地下水、 蒸散发等其他水文过程或感热通量、 地表热通量等能量过程产生影响, 抑或是只对多种水文过

程产生单向的影响, 而这些被改变的水文过程不能反作用于水库模块[9-10], 即缺乏完全耦合或双向反馈机

制。 上述局限使这类水库模块的物理机制较为粗糙, 难以刻画多种水分能量过程与水库群在分布式网格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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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互馈作用[11]。 同时, 这类水库模块往往只针对大型水库, 忽略了流域内中小水库群的影响, 或者假设

中小水库群的水文效应等于流域出口断面一虚拟水库, 即“聚合水库”方法[12]。 近来研究指出[13], “聚合水

库”对下游径流的影响可能与流域内中小型水库群的实际影响存在差异。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以鄱阳湖流域 1 000 余座水库为研究对象, 在构建水库数据库的基础上, 构建基于

特征水位的水库概念性蓄泄规则和水库群调蓄下多阻断二维扩散波方程的汇流方法, 从地表水、 地下水、 蒸

散发等方面实现水库群参数化方案与陆面水文双向耦合模式(CLHMS)的互馈耦合, 实现鄱阳湖流域水库群

水文效应的模拟, 以期为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流域位于长江中下游 (图 1), 地处 113°35′E—118°29′E, 24°29′N—30° 05′N, 流域总面积

16. 22 万 km2。 鄱阳湖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赣江、 抚河、 信江、 修河及饶河为注入鄱阳湖的 5 条主要河流,
五河子流域形成一个完整的流域系统, 是长江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域地势四周高, 中间低, 海拔高程为

7 ~ 1 755 m, 多年平均年降水量约 1 640 mm, 不同区域为 1 300 ~ 2 000 mm。 流域降水和径流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 全年降水和径流的 70%以上集中在 3—7 月份[14]。
截至 2013 年, 鄱阳湖流域共有已建和在建水库 1 万余座, 其中大型水库 30 座, 中型水库 200 余座, 小

型水库 1 万余座, 总库容约 320 亿 m3, 约占鄱阳湖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22% [15], 对流域水文过程的影响

不容忽视。 目前, 赣江、 信江、 抚河干流分别建有外洲、 李家渡和梅港水文站, 如图 1 所示, 其中外洲、 梅

港、 李家渡以上分别建有大中型水库 125 座、 39 座和 20 座。

图 1　 鄱阳湖流域位置及流域内 1 296 座水库分布

Fig. 1 Location of Poyang Lake basin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1296 reservoirs in the basin

2　 研究方法

2. 1　 鄱阳湖流域水库数据库构建

(1) 大中型水库资料收集。 本研究在剔除在建水库的基础上, 通过资料收集, 得到鄱阳湖流域内 22 座

大型水库和 215 座中型水库的详细资料, 包括地理位置、 库容、 特征库容、 多年平均径流量、 调节性能、 设

计功能、 所属水系、 开工时间和竣工时间等, 其空间分布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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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型水库信息提取。 基于遥感图像和多元回归方法, 收集了流域内 177 座小一型水库的位置和库容

信息。 针对其他小型水库资料缺失的问题, 收集了 2017 年汛期 Landsat-8 遥感图像, 利用多波段谱间关系

法[16-17]提取得到流域内 1 059 座小型水库的位置和水面面积信息, 如图 1 所示, 其中包括已知的 177 座小一

型水库。 利用 DEM 提取得到每个水库库址处的高程标准差来代表当地的地形崎岖程度, 从而构建了 177 座

小一型水库的库容—水面面积—高程标准差多元回归关系, 并应用于所有 1 059 座小型水库, 拟合得到鄱阳

湖流域 1 059 座小型水库的库容值, 具体的拟合结果及不确定性分析详见文献[18]。
(3) 库容面积曲线构建。 为计算水库渗漏、 蒸发、 表面降水等, 需绘制水库的库容面积曲线。 在区域尺

度研究中, 该关系曲线不易获得, 因此往往采用经验曲线作为代替。 本研究选取国内外较为常用的倒三棱锥

体积公式[19]为经验水库库容面积曲线:
dV
dz = γz2 (1)

式中: z 为水深; V 为库容; γ 为形状参数, 其值可由库容—水面面积—高程标准差多元回归关系唯一确定。

2. 2　 陆面水文双向耦合模式

CLHMS 为陆面模式 LSX 与分布式水文模型 HMS 的双向耦合模式。 其中, LSX 是全球大气模式 GENE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Simulation of Interactive Systems)的陆面模式, 主要分为植被模块、 积雪模

块和土壤模块等。 HMS 是基于早期水文模型系统 Hydrologic Modeling System 发展而来的地表水-土壤水-地下

水全耦合分布式水文模型(与 HEC-HMS 模型中的 HMS 含义不同) [20-22], 其中, 地表汇流采用多流向算法和

二维扩散波方程在均匀网格上进行演进, 土壤水的时空分布由一维 Richards 方程计算, 地下水动力过程由二

维 Boussinesq 方程进行描述。 CLHMS 已在淮河流域、 鄱阳湖流域、 珠江流域等国内外多个流域进行验证,
在河流径流量、 土壤含水量、 蒸散发及地下水位的分布式模拟和预报方面具有较好的模拟效果[22-24]。

陆面模式 LSX 利用降水、 气温、 太阳辐射、 风速、 气压、 比湿、 云量等气象驱动场计算产流量、 蒸散

发量和土壤下边界的水分通量并传递给分布式水文模型 HMS, HMS 对地表水和地下水进行汇流, 计算深层

包气带的含水量和地下水位并反馈给 LSX, 更新 LSX 土壤下边界的水分通量, 构成一个完整的双向耦合模

式。 本研究中, 降水和气温驱动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地面 0. 5°格点逐日降水和气温数据集

(https:∥data. cma. cn), 太阳辐射、 风速、 气压和比湿等来自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 /美国国家大气

研究中心(NCAR)再分析资料( https: / / psl. noaa. gov / data), 基于真实河网修正的 DEM 来自 HydroSHEDS
(https:∥hydrosheds. org / ), 土壤质地数据来自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

2. 3　 水库群参数化方案及耦合方法的构建

通过构建水库水量平衡方程、 概念性水库蓄泄规则以及多阻断二维扩散波汇流方法开发水库群参数化方

案, 并从地表水、 地下水、 蒸散发和能量通量等角度实现其与 CLHMS 模式的动态耦合。

2. 3. 1　 水库水量平衡方程

为实现水库实际蓄泄过程的模拟, 首先建立水库水量平衡方程:
Vt = Vt -1 + Δt( It - Qt + AtP - AtE - AtD) (2)

式中: Vt - 1和Vt分别为 t - 1 和 t 时刻水库的蓄水量; Δt 为时间步长; It 和 Qt 分别为 t 时刻水库入流量和出流

量; At 为 t时刻水库的水面面积, 采用式(1)构建的库容—面积经验关系计算; E为水库水面蒸发; P为水库面

积上的降水量; D 为水库渗漏量。

2. 3. 2　 基于特征水位的概念性水库蓄泄规则

由于概念性蓄泄规则物理意义明确, 扩展性较好, 且对数据的数量和质量要求相对不高, 较适用于区域

尺度的研究, 因此, 本研究构建概念性水库蓄泄规则。 根据大中型水库水文效应突出、 资料相对完备的特

点, 依据死水位、 正常蓄水位或防洪限制水位(取决于汛期或非汛期)、 防洪高水位等 3 个特征水位来概化

大中型水库的径流调蓄作用。 当大中型水库水位越过某一特征水位时, 采用不同的规则来模拟水库实际的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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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过程。 具体地, t 时刻水库出流量 Qt 通过以下表达式确定:

Qt =

0 Vt ≤ Vd

r Ut 　 　 Vd < Vt ≤ Vc

max r Ut, Qs
Vt - Vc

Vf - Vc
( )

k

[ ] 　 　 Vc < Vt ≤ Vf

max Qs,
Vt - Vf

Δt( ) Vt > Vf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3)

式中: Vd、 Vc、 Vf分别为死水位、 正常蓄水位(或防洪限制水位)、 防洪高水位对应的库容; Ut为 t 时刻人类

需水量; r 为修正系数; Δt为时段长; Qs 表征下游的安全泄量; k为表征入库洪水严重程度的指标, 等于 Qs 与

该时刻水库入流量的比值,k≤1。
该式可解释如下: 当水库蓄水量 Vt ≤ Vd 时, 出流量为 0; 当 Vd < Vt ≤ Vc 时, 出流量按需水量及修正值

计算, 体现水库的兴利作用, 其中 Vc 在汛期对应防洪限制水位, 在非汛期对应正常蓄水位; 当 Vc < Vt ≤ Vf

时, 出流随着蓄水量和入流的增大而增大, 且不大于 Qs , 体现水库的削洪作用; 当 Vt > Vf 时, 为保护大坝

自身安全, 超过 Vf 的水量全部泄流。 由于本研究中缺少水库下泄能力曲线和设计洪水的相关资料, 当前规

则中水库的泄流量未考虑水库下泄能力、 设计洪水位及相应控泄流量。 若该资料可以获得, 可在上述规则中

进一步添加下泄能力约束、 仿照防洪高水位扩展设计洪水位部分, 完善水库蓄泄规则。
另一方面, 根据小型水库防洪库容相对较小、 资料不完备的特点, 忽略小型水库的防洪效益, 仿照大中

型水库, 依据死水位和兴利水位 2 个特征水位来概化小型水库的径流调蓄作用。 当小型水库水位越过某一特

征水位时, 提出了不同的水库蓄泄规则。 具体地, t 时刻水库出流量 Qt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确定:

Qt =

0 Vt ≤ Vd

r Ut 　 　 Vd < Vt ≤ Vc

max rU,
Vt - Vc

Δt( ) Vt > Vc

ì

î

í

ï
ïï

ï
ï

(4)

所构建的概念性水库蓄泄规则主要存在 3 个待确定参数 Ut 、 r 及 Qs 。 当有水库蓄泄资料(历史入流、 出

流、 蓄水量序列)时, 可通过率定得到; 当无水库蓄泄资料时, 可对这些参数值进行估计。
当有水库蓄泄资料时, 可通过率定获取 r 和 Qs 的值, 同时无需确定 Ut 的值。 特别地, 本研究基于目标

出流量和目标蓄水量[25]的概念提出了参数 r 的一种月尺度率定方法, 其表达式如式(5)所示:

rm =
Qm,p1

Ut
1 + a

Vt - Vm,p2

Vm,p2
( ) (5)

式中: rm 为第 m 个月的 r 值; Qm,p1 、 Vm,p2 分别为第 m 个月 p1 累积概率对应的实测水库出流量和 p2 累积概率

对应的实测蓄水量; a 、 p1 、 p2 为率定参数, 实验表明, p1、 p2 的率定最优值通常在 0. 5 附近。 由于水库

的历史出流已知, 此时不再需要求得 Ut 的值。 以 Vm,p2 作为水库第 m 个月的目标蓄水量, 根据实际蓄水量与目

标蓄水量之间的相对偏差来修正第 m 个月的目标出流量 Qm,p1 , 得到该月的修正系数 rm 和实际出流量 rmUt。
当无水库蓄泄资料时, 可采用如下方法估计 Ut 、 r 及 Qs 的值:
(1) 参数 Ut 。 当供水或灌溉不是水库的主要功能之一, 或认为需水量随时间变化不大时, Ut 可取为任

一各时刻都相同的定值; 否则, Ut 可采用水库设计供水资料、 水资源公报分行业用水量数据或全球 0. 5°栅格

的月需水量数据[26]等估计得到。 本研究以全球月需水量栅格数据为例, 提取得到鄱阳湖五大子流域各月的

需水量, 为简便计算假定所有水库均有供水灌溉功能, 根据水库兴利库容的大小按比例将各子流域内的月需

水量分配到该子流域内的每个水库, 并将其在每个月内均匀降尺度到模式的每个时间步长, 即得到每个水库

任一时刻的人类需水量 Ut 。
(2) 参数 r 。 对于不完全年调节水库和年调节水库, r 的取值应可以使偏枯水年的枯水期结束时水库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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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大约落在死库容附近; 对于多年调节水库, r 的取值应可以使连续枯水年组结束时的水库蓄水量大约落

在死库容附近。
(3) 参数 Qs 。 可将坝址处 99%累积概率对应的径流量模拟值选取为 Qs 的值。
此外, 水库初始蓄水量可按土壤含水率、 前期雨量等方法[12]估计或率定得到。

2. 3. 3　 水库群调蓄下基于多阻断二维扩散波方程汇流方法

CLHMS 模式在全流域网格采用天然二维扩散波方程进行汇流演算。 然而, 由于水库群的调蓄, 天然河

道上下游间的水力联系被破坏, 河道水流不再具有连续性, 二维扩散波方程在此不能适用。 针对该问题, 本

文构建水库群调蓄下多阻断二维扩散波方程的模式汇流方法。 由于流域内小型水库的数量远多于大中型水

库, 将流域内大中型水库和小型水库进行分别考虑。 与“聚合水库”的思路不同, 本研究将流域内水库群耦

合于大坝经纬度坐标所对应的网格, 采用相对分布式的思路概化水库对汇流过程的影响。
(1) 大中型水库。 对于大中型水库, 将其耦合于大坝经纬度坐标所对应的网格, 若模拟的网格多年平均

径流量与水库的实际值相差较大, 在模式中对水库位置进行微调, 使两者数值大致相等。 计算水库蓄水量变

化造成的淹没或部分淹没的任一网格水面高程平均变化量 (Δhl) :

Δhl =
( It - Qt)Δt

L2∑( fb + fr)
(6)

式中: fr 为水库水面面积占该网格面积比例, fb 为天然河道占该网格面积比例; L 为网格长度。 忽略水库入流

流速变化引起的动量变化, 构建水库淹没网格的二维扩散波方程组, 即:
dhl

dt + 1
w

dQx

dx +
dQy

dy( ) = (1 - fb - fr)R + ( fr + fb)(P - E) - fbC - frD (7)

g
Q2

x

K2 = - g
dhl

dx (8)

g
Q2

y

K2 = - g
dhl

dy (9)

式中: hl为水库水面高程, 当每一个计算步长结束时, 利用 hl = hl + Δhl再次对hl进行更新; w 为河道宽度;
Qx、 Qy 分别为在 x、 y 方向上的流量; R 、 P 、 E 和 C 分别为网格产流量、 降水量、 潜在蒸散发量、 河湖-地下

水通量; g 为重力加速度; K 为流量模数。
根据大中型水库蓄泄规则和调蓄节点, 计算水库的出流量, 并将其作为水库下游网格连续性方程的源汇

项, 据此构建水库下游网格的二维扩散波方程组:
dhl

dt + 1
w

dQx

dx +
dQy

dy( ) = (1 - fb)R + fb(P - E - C) +
Qt

fb L2 (10)

g
Q2

x

K2 + g
dhl

dx = u2 w
fb L2 (11)

g
Q2

y

K2 + g
dhl

dy = v2 w
fb L2 (12)

式中: u 、 v 分别为流速在 x 、 y 方向上的分量。
(2) 小型水库。 流域内小型水库数目众多, 且多位于小型河流, 在区域尺度上难以与 DEM 生成的河网

一一对应, 本研究假设小型水库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与库容的比值等于附近中型水库该比值的平均值, 从而在

模式中修正得到小型水库的实际入流量。 由于小型水库相对较小, 水面面积通常小于网格面积, 将小型水库

对径流的调蓄作用近似概化为其所在网格连续性方程的源汇项:

Sr =
Qt - It

L2( fr + fb)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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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r 为水库调蓄引起的源汇项。 当水库入流大于出流, 则该时段一部分径流量转移出流域汇流过程; 当

水库出流大于入流, 则该时段一部分径流量额外加入流域汇流过程。 在此基础上, 据此构建小型水库所在网

格的二维扩散波方程组, 即:
dhl

dt + 1
w

dQx

dx +
dQy

dy( ) = (1 - fb - fr)R + ( fr + fb)(P - E) - fbC - frD + Sr (14)

g
Q2

x

K2 + g
dhl

dx =
Sr

z u (15)

g
Q2

y

K2 + g
dhl

dy =
Sr

z v (16)

2. 3. 4　 水库群参数化方案的耦合方法

不同于以往大多数水文模型仅将水库看作调蓄节点的耦合思路, 本文将水库看作一个水循环实体, 在考

虑水库直接影响汇流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坝前水位变化、 水库面积变化和水库渗漏等与其他多种水文过程

的互相作用, 构建水库群参数化方案与 CLHMS 的多重互馈机制, 如图 2 所示。

图 2　 水库群参数化方案与 CLHMS 的多重互馈机制

Fig. 2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between reservoir scheme and CLHMS

(1) 地表水耦合。 在水库调蓄对汇流过程的影响以外, 水库水面面积随着水库蓄水量的变化而变化, 进

而引起产流量改变、 水库表面降水、 蒸发和渗漏导致的地表水量变化等, 这些过程在扩散波的连续性方程

(式(7))中通过 fr 进行描述。 当网格水库水面面积超出当前网格面积时(即 fr > 1 ), 将自动淹没上游网格

(图 2(b))。 其中, 水库的渗漏量由饱和土壤的达西定律计算:

D = Kr
Δhs

Δx (17)

式中: Δhs 为水库水位和地下水位的水头差; Kr 为水库底部水力传导系数; Δx 为渗透距离。 由于缺乏 Kr 和 Δx
的资料, 引入参数 K′ = Kr / Δx 来代表 Kr 和 Δx , 其中 K′ 是一个待确定参数, 根据流域内部分水库渗漏的估

测数据试算得到。
(2) 地下水耦合。 地下水的耦合主要涉及水库的下渗水量进入饱和带的过程, 可由二维 Boussinesq 方程

描述:
dVg

dt = d
dx K(hg - b)

dhg

dx[ ] + d
dy K(hg - b)

dhg

dy[ ] + (1 - fb - fr) I + fbC + frD (18)

式中: Vg 为含水层单位面积垂直土柱的总水量; b 为含水层底部高程, K 为土壤饱和水力传导系数; hg 为地下

水位; I 为土壤下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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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蒸散发及能量通量耦合。 根据网格水库水面面积, 对网格的水面和陆地蒸散发(潜热通量)以及太

阳净辐射、 感热通量、 地表热通量等能量通量进行加权平均, 实现任意网格蒸散发(潜热通量)和能量通量

的耦合。

3　 结果与分析

3. 1　 水库蓄泄过程模拟效果验证

为验证 2. 3 节构建的概念性蓄泄规则对水库蓄泄过程的模拟能力, 需将上述规则模拟得到的水库蓄泄过

程与实际的水库蓄泄过程进行对比。 本研究收集了鄱阳湖流域洪门水库、 团结水库的入库、 出库和蓄水量等

水库蓄泄资料。 在此基础上, 为尽可能考察本研究构建的概念性规则对于不同流域、 不同大小、 不同类型水

库的适用性, 进一步收集了三峡水库、 黄河流域龙羊峡水库和刘家峡水库, 以及大凌河流域白石水库的蓄泄

资料, 在有水库蓄泄资料和无水库蓄泄资料 2 种情形下分别通过参数率定和参数估计对上述各水库的蓄泄过

程模拟效果进行验证。
(1) 有水库蓄泄资料情形。 依据实测出流及蓄水量资料, 分别对各水库的参数 Qs 和参数 r的 3 个子参数

a 、 p1 和 p2 进行率定和验证, 各水库出流量模拟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BP)和日尺度纳什效率系数(ENS)如
表 1 所示, 各水库出流量的模拟值和观测值如图 3 所示, 各水库蓄水量模拟值与实测值及两者的相关系数

(R)如图 4 所示。

表 1　 有水库蓄泄资料情形水库蓄泄过程模拟结果

Table 1 Simulation results of reservoir operation under data- rich conditions

水库
库容 /
亿 m3

率定期 验证期 全时段

BP ENS BP ENS ENS

三峡 450. 4 0 0. 89 - 0. 01 0. 85 0. 87

洪门 12. 1 - 0. 01 0. 73 0. 01 0. 61 0. 68

团结 1. 4 - 0. 02 0. 76 - 0. 02 0. 70 0. 74

刘家峡 57. 0 0 0. 80 0. 01 0. 74 0. 78

龙羊峡∗ 274. 2 0 0. 66 0. 02 0. 40 0. 55

白石∗ 16. 5 0. 01 0. 42 0. 02 0. 35 0. 41

注:∗为多年调节水库。

　 　 模拟结果表明, 所有水库在率定期和验证期的出流相对偏差均在 ± 0. 02 以内。 除了白石水库模拟出流

量的日尺度 ENS为 0. 41 之外, 所有水库全模拟时段的日尺度 ENS均在 0. 5 以上。 其中, 三峡、 团结、 刘家峡

水库的日尺度 ENS达到 0. 7 以上, 而白石、 龙羊峡水库为多年调节水库, 调节能力较强, ENS相对较低。 在蓄

水量方面, 除刘家峡水库, 各水库的相关系数均在 0. 8 以上。 总体而言, 有水库蓄泄资料情形下概念性规则

可以较好地模拟水库的蓄泄过程。
(2) 无水库蓄泄资料情形。 各参数通过 2. 3 节的方法进行估计, 无需设置率定期和验证期。 由于研究区

为鄱阳湖流域, 未对黄河流域、 大凌河流域等的人类需水状况进行分析, 因此, 本节只对鄱阳湖流域的洪门

水库和团结水库的参数进行估计和验证, 2 个水库模拟效果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结果表明, 洪门水库和团结

水库在整个研究时段日出流量的 ENS分别为 0. 40 和 0. 46, 蓄水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56 和 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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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有蓄泄资料和无蓄泄资料情形下各水库实测和模拟出流量

Fig. 3 Observed and simulated reservoir outflow under data- rich conditions and data- scarce conditions

　 　 总体而言, 由于无法通过率定提高参数精确性, 无水库蓄泄资料情形下 2 个水库的模拟效果相对较差。
然而, 无水库蓄泄资料情形下的概念性蓄泄规则仍然能刻画 2 个水库出流量的变化趋势, 表明了概念性水库

蓄泄规则在无资料情形下的适用性。 由于难以收集到鄱阳湖流域大部分水库的蓄泄资料, 该规则对区域尺度

上水库群参数化方案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3. 2　 模式径流模拟效果验证

本研究收集了赣江外洲站、 信江梅港站、 抚河李家渡站 1961—1999 年日径流资料对鄱阳湖流域无水库

群参数化方案的 CLHMS 模式进行了率定和验证。 由于流域绝大多数大中型水库建于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
且其中 1961—1965 年水库建成数量相对较少, 本研究选择 1961—1965 年为率定期, 1966—1970 年为验证

期, 从而尽可能规避大中型水库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影响, 使模式能够较好地还原流域天然径流过程。 此外,
针对模型地下水动力模块, 设置 5 000 a 预热期, 用于达到地下水平衡。

CLHMS 模式主要存在 4 个敏感参数, 分别为河道糙率、 直接产流系数、 潜热交换修正系数以及河道-地
下水交换参数, 其中前 3 个参数主要影响径流过程, 最后 1 个参数主要影响地下水位。 由于无实测地下水位

的相关资料, 本研究只对前 3 个参数进行率定。 具体地, 针对每个站点, 通过拉丁超立方采样随机生成

1 000个参数组并代入模式模拟, 将纳什效率系数最高的参数组作为最佳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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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有蓄泄资料和无蓄泄资料情形下各水库实测和模拟蓄水量

Fig. 4 Observed and simulated reservoir storage under data- rich conditions and data- scarce conditions

　 　 图 5 展示了 3 个站在 1961—1970 年期间日尺度的径流观测值和模拟值, 以及相对误差和日尺度纳什效

率系数的率定和验证结果。 结果表明, 无水库群参数化方案 CLHMS 模式的模拟效果较好, 率定期和验证期

所有 3 个站点的日 ENS均超过 0. 83。 考虑到 20 世纪 90 年代流域内大中型水库已基本建成并陆续投入运行,
本研究基于上述率定结果, 利用无水库参数化方案的 CLHMS 模式进一步对外洲站、 梅港站和李家渡站

1990—1999 年的径流过程进行模拟, 其模拟结果见表 2。 结果表明, 3 个站 20 世纪 90 年代的 ENS均低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基于天然径流的率定结果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难以重现水库群对径流过程

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利用耦合水库群参数化方案的 CLHMS 模式模拟 3 个站 1990—1999 年的长时段径流过程,

本研究假定各水库的初始蓄水量为水库库容与所在网格土壤相对含水量的乘积。 模拟结果(见表 2)表明, 耦

合水库群参数化方案 CLHMS 模式在 1990—1999 年的日径流模拟结果均优于无水库群参数化方案 CLHMS 模

式的径流模拟效果, 且对于所有 3 个站点, 模拟效果的提升均通过了 99%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该提升具有

一定统计学意义。
总体而言, 通过耦合水库群参数化方案, 模式模拟鄱阳湖流域水文情势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这一结果与

笔者通过在 Noah LSM-HMS 模型中耦合水库群提升赣江上游流域洪水模拟效果的研究结果一致[18], 表明了

所构建的水库群参数化方案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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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61—1970 年外洲、 李家渡、 梅港站无水库群参数化方案的 CLHMS 日径流模拟值和观测值

Fig. 5 Daily observed and simulated runoff of Waizhou, Lijiadu and Meigang with reservoir- disabled CLHMS during 1961 and 1970
表 2　 耦合水库群参数化方案前后模式 1990—1999 年模拟径流的日 ENS值

Table 2 Daily ENSof simulated streamflow with reservoir-disabled and-enabled CLHMS during 1990 and 1999

水文站
无水库群参数化方案 耦合水库群参数化方案

1961—1970 年 1990—1999 年 1990—1999 年

外洲 0. 90 0. 82 0. 86∗

梅港 0. 86 0. 80 0. 83∗

李家渡 0. 86 0. 76 0. 80∗

注: ∗表示耦合水库前后日径流模拟效果的提升幅度通过了 99%的显著性检验。

3. 3　 流域水库群水文效应分析

为分析水库群的影响, 将流域径流较大的 5 个月(3—7 月)划分为丰水期, 其余 7 个月(8—2 月)为枯水

期。 在丰水期, 水库群可以分别削减外洲、 梅港和李家渡站径流量 5. 0% 、 3. 7%和 6. 0% , 在枯水期, 可以

增加 3 个站径流量 5. 9% 、 7. 6%和 12. 6% (表 3)。 同时, 3 个站多年平均径流量分别减少了 1. 5% 、 0. 7%和

0. 6% , 可能与水库蒸发和渗漏有关。 在空间分布上, 水库群可减少局部地区汛期径流量至多达 70% , 可增

加枯水期径流量至多达 100% , 且主要集中在流域中部及北部水库密集地区(图 6)。

表 3　 相较于无水库群参数化方案,耦合水库群参数化方案后 CLHMS 模拟的 3 个站月径流量变化值 亿 m3

Table 3 Streamflow variation with the reservoir- enabled CLHMS as compared to reservoir-disabled CLHMS

水文站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外洲 2. 15 - 2. 07 - 2. 29 - 7. 81 - 5. 77 - 9. 30 - 0. 21 - 1. 06 2. 99 4. 85 3. 99 4. 23

李家渡 0. 82 - 0. 25 - 1. 23 - 1. 65 - 1. 30 - 2. 26 - 0. 18 0. 10 0. 91 1. 75 1. 95 1. 65

梅港 0. 30 - 0. 29 - 3. 70 - 3. 11 - 3. 60 - 1. 72 0. 60 - 1. 28 0. 58 1. 52 1. 85 2.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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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耦合水库群后 CLHMS 模拟相较于无水库群情景的径流相对变化

Fig. 6 Relative variation of streamflow with the reservoir- enabled CLHMS as compared to reservoir- disabled CLHMS

4　 结　 　 论

本文发展了耦合水库群参数化方案的区域陆面水文耦合模式, 结合研究区资料收集、 遥感水体面积提取

和多元回归分析构建了流域水库数据库, 建立了水库水量平衡方程、 概念性水库蓄泄规则和水库群调蓄下多

阻断扩散波方程组的模型汇流方法, 同时修正了地表水、 地下水、 陆气间水分能量过程, 实现了水库群参数

化方案与陆面水文耦合模式 CLHMS 的双向耦合。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 本文构建的耦合水库群参数化方案的陆面水文模式可以较好地模拟水库的蓄泄过程, 同时在区域尺

度上提高了模式长时段径流模拟精度。
(2) 鄱阳湖流域的模拟结果表明, 水库群可以使赣江、 信江、 抚河丰水期径流减少 3. 7% ~ 6. 0% , 枯

水期径流增加 5. 9% ~12. 6% , 多年平均径流量减少 0. 6% ~1. 5% 。 空间分布上, 水库群对流域中部和北部

的径流有较为明显的调节作用, 其中枯水期局部变幅可达 100% 。
针对本研究所构建的水库群参数化方案, 未来将基于大气模式 WRF 和分布式水文模型 HMS 的陆气双向

耦合框架, 进一步完善模式的物理机制和模拟预报能力, 开展水库群气候水文效应多要素的模拟和预报研

究, 为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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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oupled land surface-hydrologic simulation fully coupled with
reservoir network scheme∗

DONG Ningpeng1, YU Zhongbo2, WANG Hao1, YAN Denghua1, YANG Mingxiang1,
YANG Chuanguo2, BI Wuxia1, HAO Shaok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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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3. Water Authority of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a very large number of reservoirs, and the operation of high-density reservoir networks impacts
the terrestrial water cycle and the land- atmosphere moisture and energy exchange, which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ydrological processes and the hydrologic simulation and forecasting. In this regard,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oyang Lake basin (PLB) and over 1000 reservoirs in the basin, and developed a reservoir network
scheme in terms of the reservoir water balance, reservoir release rules, and routing methods with the sectioned two-
dimensional diffusion wave equation. The scheme was then fully coupled to the land surface- hydrological model
CLHMS through surface water, subsurface water, evapotranspiration and energy balanc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cheme can well capture the reservoir operation, and can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streamflow simulation; the
reservoirs in the PLB can decrease the runoff by 3. 7%—6. 0% in the wet season, increase the runoff by 5. 9%—
12. 6% in the dry season, and decrease the multi- year average runoff by 0. 6%—1. 5% for the Gan, Fu and Xin
River. Spatially, reservoirs have a more prominent regulating effect on the streamflow in the middle and northern part
of the basin. The newly modified land surface-hydrologic model i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n analyzing tool and model
basis for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atmosphere,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thereby supporting the sustainabl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in areas under chang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reservoir network scheme; land surface-hydrologic model; diffusion wave equation; opera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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