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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黄河流域

水资源演化规律初探

王 浩，贾仰文，王建华，秦大庸，周祖昊，仇亚琴，严登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资源研究所，北京 3...11）

摘要：应用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 模型初步分析了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黄河水资源演化规律。

通过 -... 年现状下垫面条件下的评价结果与历史系列条件下的评价结果比较，以及考虑与不考虑

人工取用水条件下的模拟结果比较，初步发现：黄河流域在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下，水资源量及其

构成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地表水资源量衰减>而不重复地下水量增加；在狭义水资源衰减的同时，伴

随着有效蒸散即降水有效利用的增加，流域广义水资源量有一定幅度增加。研究成果对黄河的治理

规划和水安全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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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言

迄今为止，国内外水资源评价方法与实践均是基于“实测—还原”的一元静态模式@38-A !，

即通过实测水文要素后，再把实测水文系列中隐含的人类活动影响扣除，“还原”到流域水资

源的天然“本底”状态。但是，随着人类活动日益加剧> 还原比例越来越大，受资料条件等客观

因素的限制和选取还原参数时人为主观随意性的影响，应用还原法难以获取“天然”和“人

工”二元驱动力作用下的水资源量“真值”。同时，现行水资源评价方法还存在以下问题：!以

地表水和地下水构成的径流性水资源为评价口径，评价口径不全面，难以反映水资源的多元

有效性（如生态植被对土壤水的有效利用等）；"以分离评价为基本模式，如地表水评价与地

下水评价相分离、水资源量评价与开发利用评价相分离，难以适应水资源综合规划需求；#采

取分区集总式的评价方法，在描述水资源的空间变异特征和指导开发利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局

限。因此，传统水资源评价方法和评价手段亟待改进。

在综合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陆面地表过程模型和传统水资源评价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笔者发展了 ;*< 模型和 B;C$=;*< 模型@087A，并结合黄河流域的特点，构建了黄河流域

分布式水文模 型 ;*<=’ （;DEFG DHI *HFGJK EGDHLMFG <GNOFLLFL PH ’DGJF GPQFG RDLPHL） 模 型 。

;*<=’ 模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综合了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和陆面地表过程模型

（+?&)+ 模型）的各自优点，实现了水循环与能量交换过程的耦合模拟；"依据 S*T 和实测

河流矢量图进行包含空间拓扑信息的河网生成与子流域划分，以“子流域内等高带”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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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并用“马赛克”法考虑计算单元内土地覆被的多样性，既避免了“大流域粗网格”带来的

水量平衡失真与汇流路径失真问题，又能够合理表述水文变量空间变异特征；!针对各水循

环要素过程的特点，采用“变时间步长”进行模拟计算，既保证了水循环动力学机制的合理表

述，又提高了计算效率；"在产汇流计算中体现了变水源区（#$%）理论，能够模拟超渗、蓄满

和泉水溢出等各种产流机制的产汇流过程，并做到了“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土壤水的联合动

态计算”；#与集总式水资源调控模型进行交互反馈，实现天然主循环系统与人工侧支系统

的紧密耦合；$模型计算速度快&全黄河流域一年模拟时间 ’’ 分钟(，既可用于洪水预报又可

用于长期连续计算。

本文应用该模型进行了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化规律初步分析。

! 黄河流域水资源评价)*、+,

水资源的本质特征包括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 - 个方面，水资源评价相应地有 - 个

评价准则。有效性是指，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具有效用的水分均可以看作是水资源；

可控性是指，在对人类具有效用的水分中，通过采取工程措施可以开发利用的那一部分水

分；可再生性是指，水资源在流域水循环形成和转化过程中，其作为可再生性资源的充分必

要条件是保持流域水循环过程的相对稳定。由此可见，根据有效性准则定义的水资源包括了

降水中的有效部分和径流性水资源，是一种广义水资源；在广义水资源范畴内，根据可控性

准则定义的水资源是传统水资源评价的径流性水资源，即狭义水资源。在狭义水资源范畴

内，进一步从可再生性准则出发，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被工程系统一次

性开发利用的最大潜在量，可定义为水资源的国民经济可利用量。

广义水资源总量等于不重复的有效蒸散（发）量与狭义水资源总量之和，可用式（’）表

示：

!".（#"$#%）/&’$&""$&(" （’）

式中：!"———广义水资源量；#"———地表水资源量；#%———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

冠层截流蒸发量；&""———地面截流有效蒸发；&("———与地表水、地下水不重复的土壤水有

效蒸发量。

本研究认为，林草冠层蒸发可直接降低植物表面和体内的温度，对维护植物正常生理是

有益的，因此，林草冠层截流蒸发是有效的；居民与工业用地是人类居住和活动的集散地，蒸

发可以起到降温、湿润等直接的环境作用，并认为这一部分蒸发也是有效的。对于地面截流

蒸发，本研究认为居民与工业用地上的地面截流蒸发、作物和林草棵间截流蒸发分别对于人

类和生态环境主体有直接环境效用，应将其纳入到有效的广义水资源范畴。对于难利用土地

截流蒸发（沼泽地除外）、稀疏草地的大棵间截流蒸发等都作为无效蒸发；对于土壤水蒸散

（发）中，蒸腾耗散的水分直接参与了生物量的生成，属于有效水分，居民与工业用地土壤蒸

发、作物和林草棵间土壤蒸发对于人类和生态环境主体也有直接环境效用，作为有效蒸发。

潜水蒸散（发）是从狭义的地下水资源转化而来，全部属于有效水分。

本研究中，狭义水资源评价与传统水资源评价口径一致，即是地表水资源量与不重复的

地下水资源量之和。

在 !""" 年现状下垫面和取用水影响情景下，黄河流域 ’0123!""" 年系列各二级分区的

广义水资源评价结果见表 ’。从表 ’ 可以看出，黄河流域 ’0123!""" 年系列平均降水量为

- 12-4’"+5-，现状下垫面和取用水影响情景下平均广义水资源量为 ! *12624’"+5-，占降水

量的 **678，其中非径流性有效水分为 ! "+"6’4’"+5-，是径流性狭义水资源的 -6’ 倍，这表明

以土壤水等其他形式赋存的有效降水对于经济和生态系统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各二级

区当中，三门峡—花园口区间的广义水资源占降水比例最高，占 076*8，而内流区的比例最

低，占 176!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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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现状条件下黄河主要断面 "#$%&’((( 年系列狭义水资源)"(*+!,评价结果

"#$%& ’ ())&))*&+, -. +#//-0 )&+)& 0#,&/ /&)-1/2&) -. *#3+ 2/-)) )&2,3-+) 1+4&/ 5/&)&+, 2-+43,3-+ 3+

,6& 7&%%-0 839&/ :#)3+ ./-* ;<=> ,- !???

主要断面 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狭义水资源总量
资源总量 不重复资源量

贵德 !?;@A >=@’ ;@< !?’@>
兰州 ’?B@? ;?!@! =@’ ’;’@’

头道拐 ’;’@> ;>?@< C?@= ’=C@;
龙门 ’=;@= !??@< CA@C ’<B@<

三门峡 CCB@< ’!=@< B>@= =’=@C
花园口 CB=@C ’>;@? <A@= =B!@<

表 ’ 现状条件下黄河流域狭义水资源（"(*+!）评价

"#$%& ! ())&))*&+, -. +#//-0 )&+)& 0#,&/ /&)-1/2&) 1+4&/ 5/&)&+, 2-+43,3-+ 3+ ,6& 7&%%-0 839&/ :#)3+

水资源分区 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狭义水资源总量
资源总量 不重复资源量

黄河区 =CB@A C?C@! ;!A@A >A>@C
龙羊峡以上 !;?@; >=@’ ;@< !;!@;

龙羊峡至兰州 ;;!@B ’A@? ’@C ;;>@;
兰州至河口镇 ;B@= =B@> ’=@! =’@A
河口镇至龙门 C!@’ C?@? >@< C<@!
龙门至三门峡 ;?C@= ;!=@; ’<@? ;C’@=

三门峡至花园口 ’<@! ’=@; ;;@? =?@’
花园口以下 ;B@? !’@> ;C@? ’!@?

内流区 ’@’ ;<@= ;>@! ;<@=

表 " 现状条件下黄河流域广义水资源（"(*+!）评价结果

"#$%& ; ())&))*&+, -. $/-#4 )&+)& 0#,&/ /&)-1/2&) 1+4&/ 5/&)&+, 2-+43,3-+ 3+ ,6& 7&%%-0 839&/ :#)3+

水资源分区 降水量 狭义水资源
有效降水利用量

广义水资源
农田有效蒸散! 林草有效蒸散" 居工地有效蒸发# 总量

黄河区 ’ =>’@? >A>@C B<?@< ; ;A’@’ ;=@< ! ?B?@; ! A=>@>
龙羊峡以上 >’!@’ !;!@; =@= !!A@! ?@; !’!@B CCC@B

龙羊峡至兰州 C’’@? ;;>@; CB@= ;B!@B ;@? !’!@’ ’CB@C
兰州至河口镇 C!A@> =’@A ;;<@> ;;>@A !@B !’<@; !<!@<
河口镇至龙门 CB?@! C<@! ;CC@> ;C’@? ?@> !BB@! ’’A@C
龙门至三门峡 ; ?’B@< ;C’@= ’B>@B ’’?@; >@A A!’@> B>A@;

三门峡至花园口 !AC@A =?@’ B<@> ;;B@= ;@> !?<@A !>?@?
花园口以下 ;=A@B ’!@? B=@B !?@B !@< ;?<@= ;C;@=

内流区 ;;B@> ;<@= ;?@= ’C@; ?@; CC@A >C@’

黄河流域 ;<=>D!??? 年系列分区狭义水资源评价结果见表 !。从表 ! 可以看出，!??? 年

现状下垫面和取用水条件下，黄河流域传统的狭义水资源总量为 >A>@CE;?B*’，其中地表水资

源量为 =CB@AE;?B*’，地下水资源量为 C?C@!E;?B*’，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为 ;!A@A E;?B*’。

现状条件下 ;<=>D!??? 年系列黄河干流各主要断面水资源评价结果见表 ’。从表 ’ 可

以看出，!??? 年现状条件下 C= 年系列黄河花园口断面天然年径流量为 CB=@CE;?B*’，不重复

地下水资源量为 <A@=E;?B*’，水资源总量为 =B!@<E;?B*’。

!农田有效蒸散包括农作物冠层截流蒸发、农作物土壤蒸腾和棵间土壤蒸发，但不包括潜水蒸散（发）。

"林草有效蒸散包括林草冠层截流蒸发、林草土壤蒸腾和小棵间蒸发，也不包括潜水蒸散（发）。

#居工地包括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和其他建设用地，居工地有效蒸散是指土壤蒸散（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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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化规律分析

!"# 水资源历史演变规律分析

黄河流域 $%&’(!""" 年系列狭义水资源评价的“历史仿真”结果见表 )。可以看出，在

“自然—人工”双驱动力作用下，黄河流域 $%*"(!""" 年系列平均狭义水资源总量较 $%&’(
$%+% 年系列减少 #,$-，其中地表水资源衰减 ’,%-，但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增加了 !$,)-。

!"$ 人工取用水对流域水资源演变的影响

以 !""" 年现状下垫面条件为基础，黄河流域有、无取用水两种情景下的 )& 年系列水资

源评价结果见表 &。可以看出，人工取用水对于流域水资源演变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了

狭义水资源的构成，人工取用水通过袭夺河水减少了地下水的河川排泄量，从而使得河川径

流量有明显减少，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有明显增加。虽然狭义水资源总量没有太大变化，

但水资源构成变化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后果，包括河流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地下水超采负面

生态环境后效等问题；"有效降水利用量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人工取用水造成地下水位下

降，包气带增厚，增加了有效土壤水资源量，有利于降雨就地利用。

!"! 下垫面变化对流域水资源演变的影响

历史实际系列下垫面情景和 !""" 年现状下垫面情景下的水资源评价，对比结果见表

’。可以看出，下垫面变化对流域水资源演变影响主要表现在：!狭义水资源的总量减少

了 !".$"*/#，其中地表水减少了 )$.$"*/#，不重复地下水增加了 !$.$"*/#。这主要是因为

随着水土保持、田间整治、梯田建设等各项人工措施实施，不利于地表水产流，而增加了

表 % 有、无取用水情景下的水资源（#&’(!）评价对比

01234 & 56/7189:6; 6< 1::4::/4;= 6< >1=48 84:6?8@4: ?;A48 ?:4 68 ;6;B?:4 @6;A9=96;:
情景 有人工取用水情景 无人工取用水情景

分区
地表水

资源

地下水

总量

水重复

地下水

水资源

总量

有效蒸

散C发D

地表水

资源

地下水

总量

不重复

地下水

水资源

总量

有效蒸

散C发D
龙羊峡以上 !$",$ ’&,# $,% !$!,$ !#!,* !$",% ’&," $,*& !$!,* !#!,&

龙羊峡至兰州 $$!,* #+," #,) $$’,$ !#!,# $$),+ #&,’ ",’# $$&,# !!*,%
兰州至河口镇 $*,& &*,’ #&,! &#,+ !#%,! $%,& )+,’ !*,*% )*,# !!),!
河口镇至龙门 )!,# )"," ’,% )%,! !**,! )#,# )+,$ $",#! &#,’ !*+,#
龙门至三门峡 $"),& $!&,$ #%," $)#,& +!#,’ $!",$ $$%,# !*,!+ $)*,) +!&,%

三门峡至花园口 #%,! #&,$ $$," &",# !"%,* )*,$ #$,! $,!’ )%,# !$),&
花园口以下 $*," !#,’ $)," #!," $"%,& !)," $#,+ *,’# #!,+ $$#,’

内流区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 "+",&

表 ) 黄河流域狭义水资源（#&’(!）系列仿真评价

01234 ) E9/?31=96; 1;A 1::4::/4;= 6< ;1886> :4;:4 >1=48 84:6?8@4: 9; :4894: 9; =F4 G4336> H9I48 J1:9;

时段 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水资源总量
资源总量 不重复资源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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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历史系列下垫面和现状下垫面水资源（"#$%&）评价结果对比

"#$%& ’ ()*+#,-.)/ )0 #..&..*&/1 )0 2-.1),-3#% 4/5&,%6-/7 .4,0#3&. #/5 +,&.&/1 4/5&,%6-/7 .4,0#3&. 8#1&, ,&.)4,3&.
情景 历史下垫面 !999 年下垫面

分区
地表水

资源

地下水

总量

不重复

地下水

水资源

总量

有效蒸

散:发;

地表水

资源

地下水

总量

不重复

地下水

水资源

总量

有效蒸

散:发;
龙羊峡以上 !!<=< ’>=> ?=@ !!A=? !9>=< !?9=? ’A=< ?=B !?!=? !<!=@

龙羊峡至兰州 ?!<=A <>=> !=< ?!A=B !?@=B ??!=@ <>=9 <=C ??’=? !<!=<
兰州至河口镇 ?B=B A@=< <<=> A<=A !<<=? ?@=A A@=’ <A=! A<=> !<B=!
河口镇至龙门 C?=? <>=9 A=< C’=C !>A=C C!=< C9=9 ’=B CB=! !@@=!
龙门至三门峡 ??C=@ ??’=! !B=< ?CC=! ’BB=B ?9C=A ?!A=? <B=9 ?C<=A >!<=’

三门峡至花园口 C!=< <A=C >=@ A9=? ?>’=! <B=! <A=? ??=9 A9=< !9B=@
花园口以下 !?=C ?B=@ ??=’ <<=9 ?9@=C ?@=9 !<=’ ?C=9 <!=9 ?9B=A

内流区 <=? ?@=’ ?C=B ?@=9 C’=@ <=< ?B=A ?’=! ?B=A CC=@
总计 A@B=C <B9=’ ?9’=> ’B’=! ? B’’=! AC@=> C9C=! ?!>=> ’>’=C ! 9@9=?

垂向的下渗量；!有效降水利用量增加 ??<=BD?9@*<，不仅利用了就地拦蓄下来的径流性

水资源，而且还增加了原有一部分无效 的 土 壤 水 和 地 表 截 流 ；"广 义 水 资 源 总 量 增 加

BC=?D?9@*<。在上述狭义水资源衰减、其他形式有效水分增加的作用下，流域广义水资源

量仍有一定幅度增加。

C 总结

（?）本 研 究 应 用 EFGHI 模 型 提 出 了 黄 河 流 域 现 状 下 垫 面 和 取 用 水 影 响 情 景 下 的 全

口径水资源评价成果。?BA’J!999 年系列平均降水量为 < A’<D?9@*<，平均广义水资源量为

! >A’=’D?9@*<，占降水的 >>=CK，其中非径流性有效水分为 ! 9@9D?9@*<，狭义水资源总量为

’>’=CD?9@*<。地表水资源量为 AC@=>D?9@*<，地下水资源量为 C9C=!D?9@*<，不重复的地下水资

源量为 ?!>=>D?9@*<。

（!）根据黄河流域 ?BA’J!999 年系列水资源评价的“历史仿真”结果，黄河流域 ?B@9J
!999 年系列平均狭义水资源总量较 ?BA’J?B>B 年系列减少 <=?K，其中地表水资源衰减

’=BK，但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增加了 !?=CK。

（<）通过 !999 年现状下垫面条件下，黄河流域有、无取用水两种情景下的 CA 年系列模

拟结果对比以及历史实际系列下垫面情景和 !999 年现状下垫面情景下的评价结果比较，人

类活动影响下的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化规律主要表现在：#改变了狭义水资源的构成，即河川

径流量有明显减少，不重复地下水明显增加。这也合理揭示了为什么后来的水资源评价中不

重复地下水量比我国第一次水资源评价结果（@!D?9@*<，?BA’J?B>B 年系列）增大。虽然狭义

水资源总量略有衰减，但水资源构成的急剧变化将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后果。因此L在黄河

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应注意地下水的超采问题，以利于河流生态系统的维护和避免地下

水超采引起生态环境问题；!有效降水利用量增加，不仅利用了就地拦蓄下来的径流性水资

源，而且还增加了原有一部分无效的土壤水和地表截流；"在狭义水资源衰减的同时，由于

有效蒸散:发;量的增加L提高了降水的有效利用，流域广义水资源量仍有一定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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