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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下, 海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及生态

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流域水资源管理中面临的紧迫任务. 由于水

循环承载着每一滴水的形成和转化, 同时又与水生态、水环境等过程相伴生, 且相互作用, 只有

将三者结合起来, 明确了解水循环演变驱动下的水生态、水环境的演变趋势, 才能有助于问题

的根本解决. 为全面诊断和解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与水环境的问题, 本研究在全面剖析流域

水循环演变“自然-社会”二元特性的基础上, 构建海河流域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综合模拟

平台, 并以此为工具通过基于气候模式预测结果与水量控制条件的情景设置, 对水资源、水生

态和水环境的未来演变情势进行了预估. 结果表明: 结合气候变化, 通过实施耗水控制管理和

南水北调工程, 未来水平年(2030 年)海河流域在保证国民经济用水增长的同时, 水资源的消耗

量、地下水的超采量、入海水量可实现良性发展, 与此相伴生的水环境恶化得到缓解, 自然生

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将呈增长趋势. 这为开展流域水循环调控和实施最严格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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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 , 水资源短缺引发了

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加之全球气候变化, 进一步增

加了未来流域水资源演变的不确定性 , 干旱与洪涝

灾害发生频率增加, 水生态及水环境的脆弱性加剧. 

这一系列与水相关的问题成为当前全球关注的焦

点 [1~8]. 然而, 不论水问题的表现形式如何, 都可归

结于水循环过程的演化 , 因为水循环承载着每一滴

水的形成和转化, 同时又与水生态、水环境等过程相

伴生, 且具有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如图1). 因此, 如何

合理利用好每一滴水, 协调好水循环过程中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三大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维持健

康的水循环过程, 直接关系着流域/区域的可持续发

展. 但是由于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 流域水循环已

由原来的“自然”一元模式占主导逐渐转变为“自然-

社会”(或“自然-人工”)二元耦合模式. 因此, 面对日

益凸显的二元水循环特性 , 仅以传统的“自然”一元

水循环模式进行研究已不能完全揭示水循环及其驱

动下的水生态、水环境演变机理. 立足于二元水循环

模式, 开展水循环及其驱动下的水生态、水环境系统

研究, 成为当前水循环及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如 1994 年美国农业部(USDA)的农业研究中心开发

的 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模型[9], 在其

后期的完善过程中, 先后增加了农业灌溉、城市用水

等社会水循环成分, 引入了作物生长模型, 改进了河

道中营养成分的水质方程以及对杀虫剂迁移的模拟,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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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循环、水环境及生态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 

 

和环境的模拟. 然而, 该模型其优势仍是集中于对自

然水循环过程的模拟, 缺乏对水资源的配置、水资源

分配与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等社会水循环要素的全

面考虑 , 这也使得与水循环相伴生的生态和环境的

模拟也不完全 . 欧洲的 SHE(european hydrological 

system)模型 [10]亦是如此 , 即在自然水循环过程中 , 

通过土地利用条件的变化和水环境模块的嵌入体现

了社会水循环的要素和水环境的特性 , 但是其核心

对象仍是自然水循环过程 , 并不具有更多模拟社会

水循环过程的功能, 同时也缺乏对生态过程的模拟. 

瑞典的 WEAP(water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system)

模型 [11] 尽管具有较强的对社会水循环模拟的功能 , 

但是由于缺乏对自然水循环过程、生态过程和水环境

过程的模拟 , 亦不具有开展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

程综合模拟的能力. 另外, 尽管一些研究者亦对水循

环的二元特性开展了较为全面的剖析 [12], 但是其研

究主要集中于对统计数据的归纳分析 , 难以系统揭

示水循环内部、水循环与水环境、生态之间的作用机

制 , 缺乏相应的定量化方法研究 . 总之 , 目前关于

“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综合定量模

拟研究鲜有报道.  

海河流域在高强度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的

影响下 , 水循环具有明显的“自然 -社会”二元特性 , 

长期以来呈现出流域产流、河川径流、入海水量等自

然水循环通量显著减少, 而供水、用水、耗水、排水

等社会水循环通量日益增大的演变趋势 ; 加之流域

水资源本底条件较差, 流域内水资源短缺、水生态退

化和水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 为全面诊断和解

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与水环境的问题, 本研究在全

面剖析流域水循环演变二元特性的基础上 , 构建了

海河流域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综合模拟与预测

模型平台 , 并以此为工具模拟分析了不同情景下流

域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未来的演变情势. 相关成

果可为海河流域立足于水循环全过程 , 开展基于水

循环过程的调控和水资源管理提供支撑.  

1 海河流域概况及其水循环的二元演化 

机制 

1.1  海河流域概况 

海河流域位于中国的东部 , 介于 112°~120°E, 

35°~43°N 之间,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 8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 总面积 32×104 km2, 占全国面积的

3.3%. 其中山丘区面积 18.9×104 km2, 占 59%, 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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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为 13.1×104 km2, 占 41%; 是我国政治文化的

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 据统计, 到 2008年, 全流域人

口达到 1.37 亿人, 占全国的 10.3%; 城镇化率达到

37.4%,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GDP 达到 2.58 亿元, 

占全国的 13%. 然而 , 流域内水资源状况不容乐观 , 

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已远远超出流域水资

源的承载能力, 供需严重失衡, 且由此造成了一系列

水生态、水环境问题. 

据统计 , 到 2005 年 , 全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为   

202 m3, 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13%, 远低于国际公认的

人均 1000 m3 缺水标准和 500 m3 的极度紧缺标准; 亩

均用水量仅为 213 m3, 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12%[13]; 

流域内用水量较大 , 从黄河流域年均引水量超过

40×108 m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 106%, 已远远超

过 63%的水资源可利用率. 同时, 由于经济用水挤占

生态用水, 使得流域内主要河流每年几乎全部断流, 

白洋淀、七里海等 12 个主要湿地总面积较 20 世纪

50 年代减少了 5/6[14]; 为弥补水资源的不足, 地下水

长期超采, 全流域累积超采量在 1000×108 m3 以上, 

占全国超采总量的 2/3, 超采造成的地下水漏斗呈集

中连片的趋势 [15]; 入海水量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207×108 m3 锐减到 21 世纪初的 17×108 m3(详见图 2). 

此外, 水污染严重, 目前全流域污染河长达 7057.0 km, 

占评价河长的 59.8%, 其中严重污染河长占评价河长

的 53.6%[16].  

1.2  海河流域水循环的二元演化机制 

海河流域地处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季风气  

候区 ,  处于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  同时又是我国政  

治、文化的中心区域, 处于国家经济发展第三极 [17] 

(http://house.focus.cn/news/2009-10-04/768374.html).  

海河流域水循环承受着自然变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

的双重作用, 呈现出明显的“自然-社会”二元特性.  

在自然因素方面,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 流域内水

循环的外在驱动条件发生改变 , 使得本已较少且时

空分布极不均匀的降水呈现下降趋势. 据统计, 全流

域平均降水量近 26年(1980~2005年)为 498.8 mm, 较

前 24 年(1956~1979 年)的 566.5 mm 减小 11.9%; 而

水资源量、地表径流量、入海水量减少的比例更大, 

详见图 2.  

在社会因素方面 , 由于大规模的人类活动 , 供

水、用水、耗水、排水等社会水循环系统日益复杂, 对

流域自然水循环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集中体现

在循环通量、循环结构和循环路径的变化上. 据统计, 

近 26 年, 社会水循环通量整体呈增加趋势, 且与之

相伴的循环结构随着供用水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 在

供水方面表现为地表水减少、地下水增加, 外调水和

非常规水增加的演变趋势; 在用水方面表现为生活、

工业用水量增加, 农田灌溉用水量减少的变化格局. 

全流域不同年代的供用水及其结构的变化见图 3.  

此外 , 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土地利用格局改变引

起的流域下垫面变化亦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自然水循

环过程. 一方面, 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供

用水过程, 增加了自然水循环通量转化的环节; 另一

方面 , 土地利用格局的改变影响了流域水资源的产

生和消耗. 据统计, 到 2005年, 全流域已建大型水库

34 座, 中型水库 114 座, 小型水库 1711 座; 有蓄

水能力的塘坝 17505 座; 另外, 流域内还有向城市

输水的引提水工程和引黄工程 [18], 这直接影响了自

然水循环的产汇流. 与此同时,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 

 

 
图 2  20 世纪不同年代海河流域水资源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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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海河流域供用水变化状况 

的发展, 流域内土地利用格局发生明显改变, 耕地面

积逐年下降, 城镇用地稳定增加, 亦影响着水循环的

路径和通量.  

总之 ,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

下, 流域水循环在循环驱动力、循环结构和循环参数

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 呈现出自然和社会水循

环系统相互依存、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 并且在高强

度人类活动影响下、循环环节不断增加、循环路径不

断延长、循环通量不断变化的二元演化特性. 与此相

伴生的流域水环境、生态系统亦随之改变.  

2  海河流域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综合

模拟平台 

由于水循环、水环境、生态 3 大系统间存在着错

综复杂的作用关系, 而水又是其中重要的驱动因子, 

对其他两大系统的演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为全

面揭示流域水资源、生态和水环境的演变特性, 本研

究借助海河流域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综合模

拟平台开展了相关研究. 图 4 为海河流域二元水循环

及其伴生过程综合模拟平台的总体结构图 .  其中

DAMOS, ROWAS 和 WEPLAR 构成二元水循环模型
NADUWA(natural-artificial dualistic water cycle model),  

为综合模拟平台的核心模型 , 进一步与流域水环境

模型和流域生态模型 ECO 耦合, 形成二元水循环及

其伴生过程的综合模拟模型 NADUW3E (natural- 

artificial dualistic water cycle model with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与此同时, 为揭示气候变

化对水循环的影响, 基于空气动力学机制, 将全球气

候模式和区域气候模式相嵌套 , 可实现海河流域气

候模拟与预测, 并与综合模拟模型进行耦合. 该平台

根据水循环模型、水环境模型、生态模型及气候模式

之间的耦合关系, 采用 Eclipse RCP 技术、组件技术、

大规模优化模型求解技术等成熟的先进技术 , 基于

GIS 平台, 将数据库与模型库集成一个整体, 可实现

流域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历史演变规律分析和未

来各种情景的预估.  

以下对模型平台中的二元水循环模型、流域水环

境模型、流域生态模型以及流域生态模型和流域环境

模型与二元水循环的耦合关系作简要说明.  

2.1  二元水循环模型 

二元水循环模型(简称二元模型), 由分布式流域

水循环模型 WEPLAR、水资源配置模型 ROWAS 和

多目标决策分析模型 DAMOS耦合而成, 可从宏观到

中观, 再到微观, 层层分解, 嵌套模拟反馈, 实现“自

然-社会”二元水循环过程的全面模拟. 其中 WEPLAR

模型处于 底层, 集中于相对微观尺度, 主要用以模

拟不同水资源配置模式下自然和社会水循环耦合运

动过程; DAMOS 模型处于 顶层, 集中于宏观尺度, 

主要通过多目标综合决策将社会、经济、环境、水资

源等子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约束机制进行模拟 , 

分析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驱动和需求; ROWAS 模型, 

处于中间环节 , 侧重于社会水循环中的水资源的配

置过程 . 有关二元水循环模型开发和校验以及不同

模型间的耦合关系等可参见文献[19].  

2.2  流域水环境模型及其与二元水循环模型的 

耦合 

流域水环境模型包括流域水质模型 WEQ(water 

quality model based WEPLAR)[20]和地下水水质模

型[21]. WEQ 模型针对海河流域尺度大、污染来源复

杂、人类活动强烈等特点, 构建了水循环伴生的流域 



 
 
 

    2013 年 4 月  第 58 卷  第 12 期 

1068   

 

图 4  海河流域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综合模拟平台的总体结构 

 

水质模型 . 该模型可定量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

模式, 污水处理水平下的污染物产生运移状况, 关键

控制断面水质状况, 水功能区达标情况. WEQ 水质

模型基于流域水循环的单元划分方式, 考虑点源(包

括工业和生活)和非点源污染(包括农田、畜禽养殖、

农村生活、水土流失、城镇径流)的产生、入河及其

在河道中的迁移转化过程 , 分别与流域水循环的产

流、坡面汇流和河道汇流过程紧密联系.  

地下水水质模型: 主要是针对海河流域平原氮、

磷污染较为严重而构建的地下水氮、磷污染物溶质运

移模型. 在模型的构建中, 以地下水水流模型为基础, 

以专用于模拟地下水流和污染物在多孔介质中运移

的计算软件 PMWIN(processing modflow for windows

的简称)为模拟平台, 选择其中包含的 MODFLOW 地

下水水流模块, 和 MT3DMS 地下水污染物运移模型

为主要模型工具 , 采用一阶不可逆反应作为溶质运

移模拟的化学反应项模拟 , 其中磷和氨氮选用

Langmuir 非线性等温吸附模型, 硝态氮采用无吸附

模式开展详细模拟.  

在具体模拟过程中 , 以上两模型与水循环模型

均采用单向耦合方式(如图 5 所示), 实现污染物在陆

域、河道以及地下的迁移转化过程. 有关流域水环境

模型更详细的内容见文献[20,21].  

2.3  流域生态模型及其与二元水循环模型的耦合 

流域生态模型包括陆地植被生态模型和农田生

态模型. 其中农田生态模型是以 WOFOST 作物生长

模型为基础 , 结合二元模型构建了分布式农田作物

生长模型[22]. 该模型针对 WOFOST 模型[23,24]仅可模

拟单一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一年生作物生长全部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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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流域水环境模型与水循环模型耦合关系图 

 

 
的不足 , 结合二元水循环模型在水循环模拟过程中

的分布式特点 , 通过气象数据和农作物生理参数的

相互交换, 可全面考虑区域气候、土壤类型差异, 农

业生产中供、用、耗、排具体条件的不同, 在重新编

写一个主程序、气象数据生成模块、作物数据生成模

块和土壤数据生成模块后 , 通过主程序来循环调用

气象数据生成模块、作物数据生成模块、土壤数据生

成模块和 WOFOST 模块, 进而实现较大区域农田作

物生长的分布式模拟.  

陆地植被生态模型, 以 BIOME-BGC 生物化学

循环模型 [25]为基础 , 结合二元模型构建了流域尺度

的陆地植被生态模型 [26]. 该模型针对 BIOME-BGC

模型仅能开展单点计算模拟 , 难以对大流域开展模

拟的特点, 重新改写了原 BIOME-BGC 模型的主程序, 

并通过为 WEPLAR 模型提供不同时期及生长季节的

叶面积指数等生态参数, WEPLAR 模型将为植被生

长模型提供温度、日照条件等数据交换, 与二元水循

环模型进行耦合, 通过气象、地理位置、土壤、海拔

等数据的循环调用, 实现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土壤- 

大气”之间的碳、水分和养分循环模拟.  

图 6 给出了流域生态模型与二元水循环模型的

耦合关系 . 有关流域生态模型的更详细内容见文

献[12,26]. 

2.4  气候模式与水循环模型耦合 

本研究采用区域气候模式 RegCM3(详见 http:// 

users.ictp.it/~pubregcm/), 通过对参数化方案的选择

和海河流域模拟范围的选取进行了调试 , 建立了海

河流域的区域气候模式系统 . 气候模式与水循环模

型之间通过空间和时间降尺度处理实现相互耦合 . 

在空间上 , 本研究选用国际上应用较广泛的统计降

尺度模型 SDSM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model)来进

行气候模式的空间降尺度; 在时间上, 采用国家气候

中心与瑞典哥德堡大学联合开发的适用于中国广大

地区的中国天气发生器 BCCRCG-WG 3.00, 后通

过对降水、气温等气象要素的降尺度处理, 实现与水

循环模型的耦合.  

3  海河流域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综

合模拟模型验证 

为实现对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全面模拟 , 通

过对模型系统参数灵敏度的分析 , 选择敏感度高的

参数开展了模型参数率定和模型校验 . 本研究主要

校验的参数为 :  在气象要素方面包括降水和气温 ; 

在水循环方面包括河道径流量、蒸发蒸腾量、水库蓄

变量和地下水位变化; 在水环境方面包括河道水质、

地下水水质; 在水生态方面包括粮食单产、叶面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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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流域水生态模型与水循环模型耦合关系图 

 

数以及净初级生产力 NPP. 以下对校验结果简要说明. 

3.1  气象要素降尺度结果验证 

在空间降尺度方面, 选择流域内 26 个气象站点

实测气候资料和气候模式的预估结果, 以 1961~1990 

年为率定期, 1991~2000 年为验证期, 分站点对模型

进行参数率定和验证. 在时间降尺度方面, 利用该天

气发生器对各站点 2021~2050 年逐月气候资料进行

降尺度, 得到满足水文模型要求的日尺度资料. 结果

表明 , 各个站点降水和温度的降尺度结果比较令人

满意, 图 7 是北京站降水和温度的空间降尺度结果与

实测结果的对比.  

3.2  二元水循环模型的验证 

(1) 河道径流验证.  为进行模型验证, 在 1956~ 

2005 年共 50 年历史水文气象系列及相应下垫面条件

下进行连续模拟计算. 以 1956~1979年系列为模型校

正期, 以 1980~2005 年为验证期, 以典型水文站为验

证站 , 将计算结果与实测值进行对比 , 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见, 对于具有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的海河流

域, 此模拟效果比较满意, 各水文站模拟与实测径流

量的 Nash 效率系数在 0.6 以上, 相关系数在 0.8 以上. 

详细的模拟过程见文献[19].  

 

图 7  北京站月平均温度和降水降尺度结果与实测

(1961~2000 年)对比图 

(2) 水库蓄变量验证.  在水库蓄变量的校验中, 

本研究选取潘家口、密云、岳城、西大洋 4 个大型水

库作为典型, 将 1980~2005 年模拟计算的蓄变量过

程与实测过程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模拟过程和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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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径流验证结果 

水文站 韩家营 承德 滦县 戴营 密云水库 观台 黄壁庄 

相对误差(%) 0.30 −5.80 −1.30 −4.00 11.80 3.60 −5.90 

Nash 效率 0.70 0.72 0.60 0.65 0.79 0.81 0.68 

相关系数 0.85 0.85 0.86 0.81 0.89 0.93 0.83 

 
 

过程基本一致 , 说明模型能较好地反映水库调度过

程. 详细验证过程可参见文献[27].  

(3) 地下水验证.  本次研究采用华北平原 1984, 

2001 年, 2002 年浅层地下水等水位线, 2001, 2002 

年深层地下水等水位线; 河北省 1975 年, 1985 年, 

1992 年浅层和深层地下水等水位线; 以及地下水观

测井 1993~2008 年地下水动态观测数据, 分别对地

下水流场和 232 个观测井水位进行了校验. 模拟结果

很好地再现了实测结果 , 表明二元模型在地下水流

场模拟中具有较高的精度. 图 8 为 2005 年所有浅层

观测井计算地下水位与观测计算水位对比.  

(4) 蒸发蒸腾量(ET)验证.  以 2002~2005 年为

验证期, 将模型模拟的 ET 成果与 RS 反演 ET 值进行

对比, 全流域平均相差 5.5%, 且由图 9 可见模拟结果

与反演结果的演变趋势基本吻合.  

3.3  水环境模拟验证 

(1) 流域水质模型验证.  流域水质模型的验证

包括流域废污水排放量的验证、污染负荷的验证和关

键水质控制断面的验证 . 在流域废污水排放量的验

证中, 本次研究以海河流域水资源评价中 2000 年海 

 

图 8  2005 年浅层观测井计算地下水位与观测计算水位对比 

河流域内 1270 个工矿企业污染源的废水和污染物排

放量为参考 , 模拟与评价的废污水排放量的估算误

差为 1.0%, 说明模型估算的废污水量与综合规划的

评价量在流域总量上基本保持一致 . 对于污染负荷

的估算 ,  采用常用指标化学需氧量 COD 和氨氮

NH3-N 进行模拟, 结果表明模拟过程和实测过程基

本一致, 说明模型基本能模拟海河流域的水质状况,  
 
 

 

图 9  模型模拟的 ET 成果与 RS 反演 ET 对比图(2005 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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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满足流域规划、污染源削减、总量控制的需求. 详

细的模拟结果参见文献[20].  

(2) 地下水质模拟结果验证.  在大致估算出每

个时期各污染物进入海河平原区地下水系统的数量

之后, 对海河地下水水质模型进行率定, 率定的主要

参数为各污染物在地下水中一介反应系数 , 以及弥

散度参数. 应用 2004 年 9 月各测站插值结果作为模

型率定的参考 , 模型能够很好地实现地下水污染物

的迁移转化. 由于篇幅限制, 图 10 仅列出硝态氮的

对比结果.  

3.4  生态模型的校验 

(1) 农田生态模型验证.  以冬小麦为主要农作

物, 分别对叶面积指数、干物质进行校验. 在验证中

采用 2007~2008 年大兴试验站实测结果与模拟结果

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两种水分条件下, 冬小麦生长

的模拟值与实测值都非常接近 , 变化趋势也基本一

致, 能较好地反映农作物的生长特点. 详细的验证过

程可参见文献[22].  

(2) 陆地植被生态模型验证.  对于陆地植被生

态模型验证, 是基于 NTSG(numeric terra dynamic 

simulation group)研究组推荐的各类植被的生理学参

数 , 用南小河沟试验站刺槐光合作用观测试验数据

和叶面积指数观测数据进行温带阔叶林生理参数率

定后 , 分别对温带阔叶林叶面积指数和净初级生产 

 
 

 

图 10  硝态氮模拟与实测对比 
(a) 模拟结果; (b) 实验结果 

力 NPP 的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了校验. 结果表

明陆地植被模型基本能够反映自然植被的生长发育

特点. 表 2 给出了叶面积指数的验证结果, 有关 NPP

验证见文献[26].  

4  海河流域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未来演变

趋势预估 

为保障未来海河流域有限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 

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发展 , 结合当前流域水资源条件

和水环境现状, 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要

素的基础上设置了不同情景 , 借助二元水循环及其

伴生过程的综合模型平台分析了水量控制及气候变

化条件下, 流域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未来演变. 对

于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见文献[27].  

4.1  情景说明 

为增强流域水资源可持续性, 改善流域水环境及

生态条件, 更好地发挥水资源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

中的作用, 本研究根据海河流域水资源状况和未来水

资源调控措施, 综合考虑了以下 6 方面边界条件, 共

设计了 17 个情景. 由于篇幅所限仅列出部分情景, 见

表 3.  

具体边界条件为: (1) 水平年: 现状 2005 水平

年、未来 2015, 2020 和 2030 三个水平年. (2) 水文系

列: 为全面反映流域水文的丰枯变化, 设置 2 个水文

系列, 即 1980~2005 年 26 年短系列(偏枯系列)和

1956~2005 年 50 年长系列(丰枯交替系列). (3) 地下

水利用 [28 ]: 考虑现状地下水开采与规划压采方案 , 

结合南水北调工程通水规模和进度的变化 , 经济增

长对水资源的需求, 设置现状年均超采 80×108 m3, 

2015 年减少超采 1/3, 2020 和 2030 年基本实现采补平

衡. (4) 入海水量: 结合流域不同年代实际入海水量, 

制定了 3 种可能目标, 分别为: 35×108 m3(1980~2005 

年实测平均, 反映流域总水量均衡的 低要求)、55× 

108 m3 (1980~2005 年平均天然河川径流量的 1/3, 维

持流域近期水均衡状况)和 93×108 m3(1956~2005 年 
 

表 2  2009 年 7~9 月植被叶面积指数验证结果 

月-日 07-05 07-11 07-23 08-01 08-11 08-23 09-01 09-11 

模拟值 2.16 2.22 2.33 2.41 2.49 2.62 2.7 2.78 

实测 2.24 3.33 2.44 2.085 2.2 2.23 1.96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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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量情景方案设置(单位: ×108 m3) 

水平年 方案 水文系列 降水量 地下水超采 入海水量 
南水北调(引江) 

引黄 
中线 东线 

2005 现状水平年 S1 

1980~2005 

1596.2 80 35 0 0 46.2 

2015 未来水平年 
S2 1596.2 53 35 0 3.65 46.4 

S4a) 1596.2 53 55 56.4×50% 3.65 46.4 

2020 未来水平年 

S6 1596.2 0 55 58.7 14.2 47 

S10a) 1596.2 27 55 58.7 14.2 47 

S16 1596.2 55 55 62.4 16.8 51.2 

2030 未来水平年 
S11a) 1596.2 0 93 83.9 31.3 43.3 

S17 1596.2 36 55 86.2 31.3 51.2 

a) 为推荐相对优选方案 

 
实测平均, 维持长期的水量均衡状态). (5) 南水北调

(引江): 以南水北调的规划方案为基础, 考虑通水时

间和通水量的变化, 共设置 5 种可能情景, 即: 现状

年不通水; 2015 年东线调水 3.65×108 m3, 中线不通水

和东线年调水 3.65×108 m3; 2015 年中线年调水 28.2× 

108 m3, 总调水量 31.85×108 m3; 2020 年东线一期、中

线完全通水, 总调水量 72.9×108 m3; 2030 年东线二期

工程通水, 总调水量 114.2×108 m3. (6) 引黄水量: 现

状年 46.2×108 m3(1980~2005 年平均), 2015 年 46.4×108 

m3, 2020 年 47.0×108 m3(包括黄河侧渗补给量 1.06×108 

m3); 2030 年引黄水量略有减少, 调水量 43.3×108 m3.  

4.2  水量控制及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水循环演变 

预估 

采用海河流域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综合模

拟平台, 对 17 个情景分别进行模拟, 分析了不同水

资源条件下, GDP、粮食产量、ET、入海水量、用水

量、减少地下水超采量和 COD 等的变化. 通过模拟

结果与设置目标的对比 , 给出保证经济和粮食持续

发展, 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条件下的优选方案(详

见表 3), 并就此分析了对应水量控制条件下的水循

环演变, 同时, 结合气候变化预测了未来 2020~2045 

年水资源演变趋势 . 以下仅列出短系列优选方案的

模拟结果, 详见表 4~6.  

(1) 水量控制下的水循环演变预估.  由表 4 可

见 , 在 1980~2005 年水文条件和水量控制条件下 , 

全流域现状水平年、2015, 2020 和 2030 未来 3 个水 

平年 , 在保证总用水量增加的同时 , 水资源的消耗

量、地下水的超采量、入海水量均呈良性发展趋势. 

其中, 大可消耗的水资源整体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但当地水资源(即扣除引江引黄水量)的消耗却呈减

少趋势 . 全流域地下水的超采量呈减少趋势 , 到

2030 年基本实现零超采, 甚至有可能得到回补, 如

S11, 回补约 2.6×108 m3; 入海水量呈增加趋势, 且在

2030 水平年可达到 60×108 m3. 

在社会侧支水循环方面 : 全流域总用水量呈增 

 

表 4  海河流域不同情景下的二元水循环要素统计(单位: ×108 m3 ) 

项目 
现状水平年 2015 水平年 2020 水平年 2030 水平年 

S1 S4 S16 S10 S11 S17 

降水量 1596.2 1596.2 1596.2 1596.2 1596.2 1596.2 

引黄、引江水量 41.3 74.7 134.4 117.3 157.0 166.0 

ET(目标) 1660.6 1667 1695.8 1675.4 1685.2 1704.7 

地下水蓄变量 −66.2 −54.5 −20.7 −18.9 2.6 −5.2 

入海/出境水量 43.1 58.4 55.5 57 65.4 62.7 

当地地表水供水量 135.6 169.5 127.4 110.0 110.4 114.7 

地下水供水量 248.7 232 − 180.6 150.9 − 

国民经济用水量 381.1 386.9 448.4 399.9 410.9 456.6 

生态环境用水量 3.5 14.7 19.2 17.1 20.9 23.3 

总用水量 384.6 401.6 467.6 417.1 431.8 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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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海河流域未来气候变化与水量调控情景下的水量平衡表(单位: ×108 m3) 

项目 降水量 引黄、引江水量 入海水量 ET 量 蓄变量 

2020~2045 年 

多年平均值 

2020 水平年 
S16C 1752.5 134.4 79.0 1821.2 −13.3 

S10C 1752.5 117.3 91.3 1785.5 −7.0 

2030 水平年 
S11C 1752.5 157 104.2 1794.2 11.1 

S17C 1752.5 166 88.2 1831.2 −0.1 

 

表 6  在气候变化和水量控制情景下的海河流域水资源量变化(单位: ×108 m3) 

情景 降水量 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狭义水资源量 广义水资源量 
总量 不重复量 

2020 水平年 
S10C 1752.5 157.7 205.4 147.4 305.1 1620.5 

S16C 1752.5 152.7 231.4 153.4 306.1 1616.1 

2030 水平年 
S11C 1752.5 166.1 201.9 133.4 299.5 1618.5 

S17C 1752.5 160.6 235.3 142.7 303.2 1614.8 

 
 

长趋势, 且生态环境的用水量增加幅度较大, 国民经

济用水量在节水措施的保障下, 增长较为缓慢. 在供

水结构方面, 外调水趋于增加, 当地地表水相对稳定, 

地下水供水量减少; 用水结构表现为, 农业用水减少, 

工业和生活用水增加.  

总之 , 在以上水资源总消耗量和用水结构的控

制下, 不仅能够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能

够合理有效地改善了河道水环境和渤海及其临近海

岸带地区的生态环境.  

(2) 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水循环演变预估.  在保

持2020水平年下垫面和以上方案用水条件下 , 结合

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 , 采用SRES-A1B模式 , 模拟 

分析了2020~2045年海河流域水循环及水资源演变趋

势 . 结果 (详见表5) 表明 : 在流域未来降水量增加

10.4%, 温度增加1℃的气候变化因素和水资源调控

措施实施的共同驱动下 , 全流域地下水超采得到有

效缓解, 到2020年超采减少约80％, 2030年基本实现

零超采并有望得到回补地下水 ; 入海水量总体呈增

加趋势, 2020 年之后入海水量均维持在79.0×108 m3

以上.  

与此同时 , 流域水资源亦发生相应变化 . 比较

2020 和 2030 两个水平年的统计结果(见表 6)发现: 在

降水量增加 , 而社会水循环结构和通量发生适当变

化(适当加大了当地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 增加了

外调水水源 , 增加农业用水量的作用)的情势下 , 水

资源量的演变集中体现为: 地表水资源量减少, 地下

水资源量增加, 不重复量增加, 狭义水资源量和广义

水资源量变化不大.  

4.3  水环境演变预估 

以水利部门采用的水功能区和环保部门采用的

水环境功能区整合后的功能区水质目标为约束 , 采

用综合模拟平台中的水质模型, 对 2015 水平年 S2, 

2020 年 S4 和 S6 进行了排污总量控制计算. 结果表

明, 由于南水北调水量的增加, COD 和 NH3-N 纳污

能力整体呈增加趋势. 其中对应于 S2, S4 和 S6 水量

方案下 2015 和 2020 各水平年的纳污能力 COD 分别

为: 29.8, 32.3和 34.3×104 t/a, NH3-N 分别为 1.45, 1.55

和 1.64×104 t/a.  

另外, 结合水量控制情景, 按照海河流域水污染

防治“十五”、“十一五”计划为控制水污染, 通过对不

同水质控制方案(见表 7)的模拟分析了流域入海冲击

负荷. 结果表明: 在现状水平年, 当污染物控制削减

10%后, 流域内 COD 和 NH3-N 的入河和入海污染负

荷均随之减少; 在 2015 水平年海河流域在南水北调

中线未通水的 S2E2 情形下, COD 和 NH3-N 的入海负

荷分别为 51.9×104 和 7.5×104 t; 当中线通水一半

S4E2 情形下, 由于入海水量的增加, 相应入海 COD 

表 7  水量水质综合控制列表 

 2005 水平年 2015 水平年 2020 水平年 

 S1 S2 S4 S6 

E1: 现状排污 S1E1    

E2: 削减 10% S1E2 S2E2 S4E2  

E3: 削减 20%    S6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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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NH3-N 负荷均有所增加; 2020 水平年 S6E3 方案, 

污染物削减 20%的情况下, 与 2015 水平年相比, 由

于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消耗量(ET)的控制 , 入海水

量进一步增加, 与此相伴生的 COD 和 NH3-N 的入海

负荷都有较为明显的增加 . 不同方案下的详细模拟

结果见表 8.  

4.4  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生态演变预估 

利用综合模拟平台中的农田作物生长模型分别

对 2021~2050 年 SRES-A1B, SRES-A2 和 SRES-B1 三

个情景下海河流域粮食产量进行了模拟 . 结果表明

(见表 9): 相对于历史条件, 在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

下海河流域冬小麦平均单产将可能增长 7%左右.  

对陆地植被生态系统 , 通过将 IPCC 提出的

SRES 排放情景中的 A1B, A2 和 B1 情景, 与现状和

2020 规划水平年的两种下垫面情景相组合, 形成 6

种情景方案(见表 10), 分析了不同情景下海河流域陆

地植被生态系统演变趋势. 模拟结果(见图 11)表明: 

在未来气候变化情势下 , 海河流域陆地植被生态系

统的 NPP 有所增加, 但随着下垫面的不同, 变化率

不同. 其中现状下垫面系列的情景 1、情景 3、情景 5

的 NPP 增加在 1%~2%左右, 2020 下垫面系列情景 2、 

表 8  海河流域入海水量以及入河入海负荷表  

方案设置 入海水量(×108 m3) 产生量(×104 t) 入河量(×104 t) 入河系数 入海量(×104 t) 入海系数 

COD 

S1E1 57.6 801.7 183.3 0.229 47.6 0.26 

S1E2 57.6 801.7 168 0.229 43.9 0.262 

S2E2 64.6 812.8 175.7 0.236 51.9 0.296 

S4E2 72.5 812.8 193.6 0.26 60.9 0.315 

S6E3 92.3 831.1 229.2 0.332 83 0.362 

NH3-N 

S1E1 57.6 83.6 20.4 0.244 6.7 0.328 

S1E2 57.6 83.6 18.6 0.222 6.2 0.333 

S2E2 64.6 84.7 19.5 0.23 7.5 0.385 

S4E2 72.5 84.7 21.3 0.251 9 0.425 

S6E3 92.3 86.6 25.6 0.296 12.6 0.493 

表 9  气候变化情景下海河流域多年平均单产变化 

内容 历史平均 SRES-A1B SRES-A2 SRES-B1 

多年平均单产(kg/ha) 5546.1 5938.7 5932.2 5928.7 

变化率  7.08% 6.96% 6.90% 

表 10  未来变化环境情景设定 

情景设定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4 情景 5 情景 6 

气候条件 A1B A1B A2 A2 B1 B1 

下垫面条件 现状 2020 现状 2020 现状 2020 

 

 

图 11  海河流域气候和下垫面变化情景下陆地植被年 NPP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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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4、情景 6 的 NPP 增加在 5%~6%左右.  

5  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干扰下 , 水

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及生态退化成为海河流域水资

源管理中面临的紧迫问题 . 由于三大问题间的关系

错综复杂, 只有将水循环及伴生的水环境、生态问题

结合起来开展研究, 才能有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为

全面诊断和解决这些问题 , 本研究在全面剖析海河

流域水循环演变二元特性的基础上 , 系统概述了海

河流域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综合模拟平台后, 

通过设置不同情景 , 模拟分析了水量控制和气候变

化条件下海河流域水资源、生态和水环境的未来演变

情势, 为立足于水循环全过程, 开展水循环调控和水

资源管理奠定了基础. 相关模拟结果如下:  

(1) 在水资源方面, 在未来 2020~2045 年间, 当

流域未来降水量增加 10.4%, 温度增加 1℃的气候变

化自然因素和适当加大了当地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

度, 增加了外调水水源, 增加农业用水量等社会因素

的共同驱动下, 水资源的演变呈现为: 地表水资源量

减少, 地下水资源量增加, 不重复量增加, 狭义水资

源量和广义水资源量变化不大的演变 ; 届时全流域

在总的 大可消耗水资源的约束下 , 在保证总用水

量增加的同时, 水资源的消耗量、地下水的超采量、

入海水量均呈良性发展趋势.  

(2) 在水环境方面, 在 2015 水平年和 2020 年水

平年 , 考虑南水北调水量的增加 , 入海水量增大 , 

COD和 NH3-N纳污能力呈增加趋势, 与此同时入河、

入海负荷亦将增加.  

(3) 在生态方面, 在未来 SRES-A1B, SRES-A2

和 SRES-B1 排放情景下, 海河流域冬小麦平均单产将

可能增长 7%左右; 自然生态系统 NPP 亦呈增长趋势.  

应当看到, “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

的耦合机制十分复杂, 目前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需要进一步研究, 相应的定量工具即海河流域二元水

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耦合模拟平台亦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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