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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介绍了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 9730项目 /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规律与可再生

性维持机理 0第二课题 ( G1999043602)中取得的三项主要成果: ( 1)流域水资源二元演化模型; ( 2)黄

河流域水资源全口径层次化动态评价; ( 3)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化规律。首先, 将分

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WEP- L)和集总式水资源调配模型 (WARM )相耦合, 建立了流域水资源二元演化

模型。然后, 在界定 /广义水资源0与 /狭义水资源 0概念的基础上, 提出了水资源全口径层次化动态

评价方法, 并给出了黄河流域评价成果。最后, 通过比较 2000年现状下垫面条件下与历史系列条件

下的评价结果, 以及考虑与不考虑人工取用水条件下的模拟结果, 初步发现: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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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在狭义水资源量衰减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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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对客观评价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土地利用变化的水文水资源

效应, 对黄河的治理规划和水安全战略具有重要参考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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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on / Evolutionary Laws and Dualistic EvolutionaryM odel ofW ater

Resources in the Ye llow R iver Basin0

JIA Yang-w en, WANG H ao

( Departm ent ofW a ter Resources, Institute o fW ater Resources and H ydropow erResearch, B 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 t: The paper descr ibes threem a in results obta ined in the second pro jec t of the Ye llow R iver / 9730 P rog ram, i1 e1, N a-

tiona l Development Program fo r Basic Key Sc ience Research entitled / Evolutionary Laws and SustainableM ainta iningM echanism

o fW ater Resources in the Ye llow R iver Basin01 The three ma in results are: ( 1) estab lishm ent o f a dua listic evo lutionary m ode l

o f wa ter resources; ( 2) m ult-i cr iterion and dynam ic assessm ent of w ater resources in theY ellow R iver Basin; ( 3) evo lutionary

law s of w ater resources in the Ye llow R iver Basin under the im pac t o f hum an activ ities1 The dua listic evo lutiona rym odel of wa ter

resources is estab lished by coupling a distr ibuted hydro log ica lm ode l for large basins (WEP- L ) and aw ater a llocation and regu-

lation m odel (WARM ) 1 Concepts of spec ia l wa ter resources and genera l w ater resources are proposed, and an approach fo r

mu lt-i criter ion and dynam ic assessm ent o fw ater resources is suggested1 Thew ate r resources assessm ent results under presen t un-

derly ing surfaces are com pa red w ith those under the h istor ica l underly ing ( land covers) , and thew ate r resources assessm ent re-

su lts under no wa ter use cond ition are com pared w ith those unde rw ater use cond ition as we ll1 By contrast, it is shown that the

quantity and compositions ofw ate r resources changed d istinctly unde r the im pac t o f in tensive hum an activities1 The tw om ain var-i

a tions are as fo llow s: ( 1) the surface w ater resources reduced but the g roundwa ter resources which are non-over lapped w ith the

surface w ater resources increased; ( 2) the special w ater resources reduced but the genera lw ate r resources increased accom pa-

n ied w ith increase o f the effective evaporation, nam e ly e ffectiv e utilization o f prec ipita 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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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规律与二元演化模型 0研

究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 9730项目 /黄河流

域水资源演变规律与可再生性维持机理0中的第二课

题 ( G1999043602) , 研究历时 5年 ( 1999年 10月 ~

2004年 9月 )。该课题主要完成单位是: 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水利部黄河委员会水文局、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有: 王  浩、

贾仰文、王建华、秦大庸、李丽娟、罗翔宇、周祖

昊、严登华、王  玲、张学成、刘广全、秦大军、张

新海、江  东、杨贵羽等。受篇幅限制, 本文将简要

介绍在该课题中取得的三项主要成果, 即: ( 1)流域

水资源二元演化模型; ( 2)黄河流域水资源全口径层

次化动态评价; ( 3)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黄河流域水资

源演化规律。详细内容请参见文献 [ 1]以及课题研究

报告《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规律与二元演化模型》(中

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等, 2004年 9

月 )。

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剧, 天然状态下的流域水

循环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出现了由 /取水 ) 输

水 ) 用水 ) 排水 ) 回归0五个基本环节构成的人工侧

枝循环圈, 形成 /天然 ) 人工0双驱动力作用下的流

域 /二元 0水循环模式。这种 /二元 0模式导致流域水
资源形势加速演变, 洪涝与旱灾发生的几率与不确定

性增加, 同样规模的洪水造成的损失急剧增大, 同时

还引起生态与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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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的一元静态模式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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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流域水资源的天然 /本底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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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和

/人工0二元驱动力作用下的水资源量 /真值 0。同时,

现行水资源评价方法还存在以下问题: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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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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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难于反映下垫面变化对现状可利用水资源

的影响;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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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 (面积 795 000 km
2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黄

河流域出现了水资源严重短缺, 生态环境恶化, 下游

断流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这种状况既与近年降水偏少有

关, 又与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密不可分。据统计, 目前

黄河流域干流共建成 12座大型水库 (总库容 563亿 m
3
)、

支流大中型水库 (总库容 100亿 m
3
)以及大量水土保

持设施; 灌溉面积由 20世纪 50年代的 80万 hm
2
增

加到 2000年 730万 hm
2
。人类活动不仅改变了水循

环过程, 同时对水资源的数量及其构成产生重大影

响。因此, 开展黄河水资源动态评价, 即分析黄河流

域水资源在过去、现在及未来下垫面条件下的变化并

找出其演化规律, 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具有重要意义。

2 模型开发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计算机技术、地

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的进步, 分布式流域水文模

型
[ 6, 7]
得到很大发展。基于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流域水

文模型, 可结合遥感、航测、数字流域
[ 8]
及地理信

息系统等新技术进行较为细致的水文分析与预测, 能

够分析不同下垫面条件下的流域水资源演变情景, 为

开展水资源动态评价创造了条件。本研究首先开发了

大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 然后将大流域分布式水文模

型和集总式水资源调配模型相耦合, 建立起流域水资

源二元演化模型。

211 大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

大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WEP- L是在综合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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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 WEP- L的结构

式水文模型和陆面过程模型各自优点的基础上开发

的, 模拟对象为 /天然 ) 人工0二元水循环系统。该

模型建立在 WEP模型基础之上, 但为适应黄河这样

的超大流域, 采用 /子流域内等高带 0为计算单元,

并用 /马赛克 0法考虑计算单元内土地植被的多样性,

避免了采用过粗网格单元产生的模拟失真问题。针对

各水循环要素过程时间尺度不同的特点, 计算时采用

了 1 h至 1 d的 /变时间步长 0, 既合理表述了水循环

动力学机制又提高了计算效率。研究中根据 1 km分

辨率 DEM (数字高程模型 )以及数字化河网等空间信息

数据, 将全黄河流域划分为具有空间拓扑关系的 8 485

个子流域和 38 720个等高带, 采用 45年 ( 1956 ~

2000年 )水文气象系列数据及相应下垫面条件进行了

模拟计算, 并根据黄河流域主要水文站逐月和逐日径

流系列进行了模型校验。

WEP- L模型各基本计算单元 (子流域内等高带 )

内的垂直方向结构如图 1( a)所示。从上到下包括植

被或建筑物截留、地表洼地储留、表层土壤、中层土

壤、底层土壤、过渡带、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等

8层。非饱和土壤的 3层 (表层、中层和底层 )分割,

是为了反映土壤含水率随深度的变化和便于描述土壤

蒸发、草或作物根系吸水和树木根系吸水。状态变量

包括植被截留量、洼地储留量、各层土壤含水率、地

表温度、过渡带层储水量、地下水位及河道水位等。

主要参数包括植被最大截留深、土壤渗透系数、土壤

水分吸力特征曲线参数、地下水透水系数和产水系

数、河床的透水系数和坡面、河道的糙率等。为考虑

基本计算单元内土地利用的不均匀性, 采用了 /马赛

克 0法即把基本计算单元内的土地归成数类, 分别计

算各类土地类型的地表面水热通量, 取其面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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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算单元的地表面水热通量。土地利用首先概化为

裸地 ) 植被域、灌溉农田、非灌溉农田、水域和不透

水域等 5组。裸地 ) 植被域又分为裸地、草地和林地
3类, 不透水域分为城市地面与都市建筑物 2类。在

水循环各要素模拟中, 截留、土壤、水面和植被蒸腾

等蒸发项, 按照土壤 ) 植被 ) 大气通量交换方法

( SVATS)、采用 No ilhan-P lanton模型、 Penman公式

和 Penman-M onteith公式等进行了详细计算。地表径

流分为超渗和蓄满两种产流模式分别采用 G reen-

Ampt模型和 R ichards方程计算, 对山坡斜面土壤层

进行了壤中流计算, 浅层地下水运动进行了二维数值

计算并与非饱和土壤水及河水进行了动态耦合, 积雪

融化过程采用温度指标法。

WEP- L模型的平面结构如图 1( b)所示。坡面

汇流计算根据各等高带的高程、坡度与 M ann ing糙

率系数, 采用 1维运动波法将坡面径流由流域的最

上游端追迹计算至最下游端。各条河道的汇流计

算, 根据有无下游边界条件采用 1维运动波法或动

力波法计算。地下水流动分山丘区和平原区分别进

行数值解析, 并考虑其与地表水、土壤水及河道水

的水量交换。

详细内容请参见有关参考文献 [ 1, 9, 10]。

212 流域水资源二元演化模型

取用水等人工侧支水循环过程与自然水循环过程

相互影响, 因此需要将二者耦合模拟以反映流域水资

源实际演化机理。为此, 本研究将大流域分布式水文

模型WEP- L和集总式水资源调配模型WARM (Water

A llocation andR egu lationM ode l)相耦合, 建立起流域

水资源二元演化模型。受篇幅限制, 集总式水资源调

配模型请参见文献 [ 1, 11]。

WEP- L模型与WARM模型的耦合见图 2: ( 1)

具体通过WEP- L分布式模拟结果的时空尺度聚合与

WARM集总式调控结果的时空展布来实现。 ( 2)耦合

模拟包括两种类型, 一是历史系列或是某个时间断面

的模拟; 二是对于未来过程或某一时间断面的模拟。

( 3)耦合是双向和交互式的, WEP- L模型为WARM

模型提供来水信息、WARM模型为WEP- L模型提供

各类用水要求和水利工程的调度规则, 并通过信息反

馈不断修正。

213 输入数据处理与模型参数

输入数据的处理包括: ( 1)河网水系生成、子流

域划分及其编码, 基本计算单元 (等高带 )的划定与

计算顺序的确定; ( 2)降水等气象要素的时空展布;

( 3)下垫面要素信息 (如土地利用、土壤、水文地质、

图 2 大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WEP- L与水资源调配

模型 WARM的耦合

植被、水库、湖泊、河道、灌区、水土保持等 )的综

合处理; (4)社会经济要素 (人口、GDP、灌溉面积、

粮食产量等 )和各类取用水信息的时空展布; ( 5)准

备 8 485个子流域、河道 (包括空间拓扑关系 )的基本

属性表, 38 720个计算单元的基本属性表, 以及上述

各类数据的输入文件, 为WEP- L模型的应用创造条

件。

WEP- L模型的参数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地表面

及河道系统参数, 包括坡面和河道的曼宁糙率、河

床材料的覆盖厚度及透水系数、城市土地利用的不

透水率及地表洼地最大储留深; 再一类是植被参

数, 包括植被覆盖率、最大截留深、叶面指数

(LAI )、空气动力学阻抗、叶孔阻抗及根系分布参

数; 最后一类是土壤与含水层参数, 包括土壤层厚

度、土壤空隙度、土壤入渗湿润峰吸力、饱和土壤

导水系数、土壤水分 ~ 吸力特征曲线参数、土壤水

分 ~导水系数关系参数、含水层厚度、含水层导水

系数和含水层产水系数等。所有参数均有物理意

义, 理论上讲可根据观测实验数据和遥感数据进行

推算而无需率定。但由于这些参数在每个计算单元

内仍具有空间变异性, 模拟计算时往往使用其单元

内平均参数或称有效参数, 因此通常仍根据流量过

程线及地下水位的观测结果对一些关键参数进行适

当调整。WEP- L模型的关键参数包括饱和土壤导

水系数、城市土地利用的不透水率、地表洼地最大

储留深、曼宁糙率、含水层导水系数、含水层产水

系数和河床材料透水系数 7个。

214 模型验证
本研究进行了 1956年至 2000年共 45年的变时

间步长 ( 1 h ~ 1 d)连续模拟计算。其中 1980年至

2000年的 21年取为模型校正期, 主要校正参数包括

土壤饱和导水系数、河床材料透水系数和 Mann ing糙

率、各类土地利用的洼地最大截留深以及地下水含水

层的传导系数及给水度等。校正准则包括: ( 1)模拟

期年均径流量误差尽可能小; ( 2) Nash-Sutcliffe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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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大; ( 3)模拟流量与观测流量的相关系数尽可

能大。模型校正后, 保持所有模型参数不变, 对

1956年至 2000年 (验证期 )的连续模拟结果进行验

证, 验证基础为 23个主要水文测站 45年逐日和逐月

实测径流系列。

黄河部分主要水文断面实测河川径流模拟校验结

果见表 1。唐乃亥站、兰州站和花园口站 45年天然

河川月径流过程模拟校验结果见图 3。从校验结果来

看, 1956~ 2000年系列各站多年平均实测径流量、

模型 Nash-Su tcliffe效率系数以及月径流过程均拟合的

比较好。因此, 所构建的模型具有较高模拟精度, 可

应用于黄河流域二元水循环过程模拟和水资源演变规

律分析。

表 1 黄河部分主要水文断面实际河川径流模拟校验结果

水文站
实测年均

径流 /亿 m3

计算年均径

流 /亿 m 3

相对误差

/%

N ash-Su tcliffe

效率

唐乃亥 (黄河干流 ) 20516 20311 - 112 01821

贵德 (黄河干流 ) 20712 21014 115 01819

兰州 (黄河干流 ) 31311 31219 - 011 01787

三门峡 (黄河干流 ) 35719 35310 - 114 01621

花园口 (黄河干流 ) 39016 39513 112 01689

图 3 实测月径流过程模拟校验结果

3 水资源层次化动态评价方法

水资源的本质特征包括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

性三个方面, 水资源评价相应地有三个评价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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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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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表示

W s= (R s+ Rg ) + E p + E ss + E es ( 1)

式中, W s为广义水资源量; R s为地表水资源量; R g

为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 E p为冠层截流蒸发量;

E ss为地面截流有效蒸发; E es为与地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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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认为这一部分蒸发也是有效

的。对于地面截流蒸发,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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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直接环境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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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土壤水蒸散发当中, 蒸腾耗

散的水分直接参与了生物量的生成属于有效水分, 另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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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径与传统水资源评

价口径一致, 即地表水资源量与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

量之和。

4 水资源评价结果

在 2000年现状下垫面和取用水影响情景下, 黄

河流域 1956~ 2000年系列各二级分区的广义水资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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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现状条件下黄河流域广义水资源评价结果   亿 m3   

水资源分区 降水量
狭义

水资源

有效降水利用量

农田

有效蒸散

林草有

效蒸散

居工地

有效蒸发
总量

广义

水资源

黄河区 3 56310 67614 89019 1 17313 1519 2 08011 2 75616

龙羊峡以上 63213 21211 515 22712 011 23218 44418

龙羊峡至兰州 43310 11611 4815 18218 110 23213 34814

兰州至河口镇 42716 5317 11916 11617 218 23911 29219

河口镇至龙门 48012 4912 14416 14310 016 28812 33714

龙门至三门峡 1 03819 14315 38618 33011 617 72316 86711

三门峡至花园口 27417 5013 8916 11815 116 20917 26010

花园口以下 15718 3210 8518 2018 219 10915 14115

内流区 11816 1915 1015 3411 011 4417 6413

价结果见表 2。从表 2结果看出, 黄河流域 1956~

2000年系列平均降水量为 3 563亿 m
3
, 现状下垫面

和取用水影响情景下平均广义水资源量为 2 75616
亿 m

3
占降水的 7714%, 其中非径流性有效水分为

2 080亿 m
3
, 是径流性狭义水资源的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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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

区间的广义水资源占降水比例最高, 占 9417%, 而

内流区比例广义水资源比例最低, 占 5412%。
黄河流域 1956~ 2000年系列分区狭义水资源评

价结果见表 3。从表 3结果可以看出,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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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14亿 m
3
,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 54817亿 m

3
,

地下水资源量为 40412亿 m
3
, 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

量为 12717亿 m
3
。

表 3 现状条件下黄河流域狭义水资源评价 亿 m3

水资源分区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资源总量 不重复资源量

狭义水

资源总量

黄河区 54817 40412 12717 67614

龙羊峡以上 21011 6513 119 21211

龙羊峡至兰州 11218 3710 314 11611

兰州至河口镇 1815 5816 3512 5317

河口镇至龙门 4213 4010 619 4912

龙门至三门峡 10415 12511 3910 14315

三门峡至花园口 3912 3511 1110 5013

花园口以下 1810 2316 1410 3210

内流区 313 1915 1612 1915

现状条件下 1956~ 2000年系列黄河干流各主要

断面水资源评价结果见表 4。从表 4结果可以看出,

2000年现状条件下 45年系列黄河花园口断面天然年

径流量为 48514亿 m
3
, 不重复地下水资源量为 9715

亿 m
3
, 水资源总量为 58219亿 m

3
。

5 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规律

511 历史演变规律分析
黄河流域 1956~ 2000年系列

狭义水资源评价的 /历史仿真 0结

果见表 5。可以看出, 在 /自然 )

人工 0双驱动力作用下, 黄河流域

1980~ 2000年系列平均狭义水资

源总量较 1956~ 1979年系列减少

311% , 其 中地 表水 资源 衰 减

619% , 但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增

加了 2114%。
表 4 现状条件下黄河主要断面 1956~ 2000年系列

狭义水资源评价结果 亿 m3

主要断面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资源总量 不重复资源量

狭义水

资源总量

贵  德 20117 6513 119 20316
兰  州 30810 10212 513 31313
头道拐 31316 16019 4015 35411
龙  门 35115 20019 4714 39819
三门峡 44819 32519 8615 53514
花园口 48514 36110 9715 58219

表 5 黄河流域狭义水资源系列仿真评价 亿 m3

时段 /年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资源总量 不重复资源量

水资源

总量

1956~ 1959 60816 37218 6914 67810
1960~ 1969 65012 38310 8917 73919
1970~ 1979 56918 39615 11210 68117
1980~ 1989 61410 39518 10919 72319
1990~ 2000 52419 39317 12218 64717
1956~ 1979 60914 38619 9612 70516
1980~ 2000 56711 39417 11618 68319
1956~ 2000 54817 40412 12717 67614

512 取用水对流域水资源演变的影响
以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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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年系列水资源评价结果见

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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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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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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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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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有、无取用水情景下的水资源评价对比 亿 m3

情  景

分  区

有人工取用水情景 无人工取用水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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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1 6513 119 21211 23218 21019 6510 1185 21218 23215
龙羊峡至兰州 11218 3710 314 11611 23213 11417 3516 0163 11513 22819
兰州至河口镇 1815 5816 3512 5317 23912 1915 4716 28189 4813 22412
河口镇至龙门 4213 4010 619 4912 28812 4313 4711 10132 5316 28713
龙门至三门峡 10415 12511 3910 14315 72316 12011 11913 28127 14814 72519
三门峡至花园口 3912 3511 1110 5013 20918 4811 3112 1126 4913 21415
花园口以下 1810 2316 1410 3210 10915 2410 1317 8163 3217 11316
内流区 313 1915 1612 1915 4418 313 2115 19131 2216 4316

总  计 54817 40412 12717 67614 2 08011 58319 38111 9912 68311 2 07015

表 7 历史系列下垫面和现状下垫面水资源评价结果对比 亿 m3

情  景

分  区

历史下垫面 2000年下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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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13 6717 118 22511 20713 21011 6513 119 21211 23218
龙羊峡至兰州 12315 3717 213 12519 21819 11218 3710 314 11611 23213
兰州至河口镇 1919 5813 3317 5315 23311 1815 5816 3512 5317 23912
河口镇至龙门 4111 3710 513 4614 27514 4213 4010 619 4912 28812
龙门至三门峡 11418 11612 2913 14412 69919 10415 12511 3910 14315 72316
三门峡花园口 4213 3514 718 5011 17612 3912 3511 1110 5013 20918
花园口以下 2114 1918 1116 3310 10814 1810 2316 1410 3210 10915
内流区 311 1816 1419 1810 4618 313 1915 1612 1915 4418

总  计 58914 39016 10617 69612 1 96612 54817 40412 12717 67614 2 08011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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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现状下垫面

情景下的水资源评价结果进行评价对比结果见表 7。

可以看出, 下垫面变化对流域水资源演变影响主要表

现在: ( 1)狭义水资源的总量减少了 20亿 m
3
, 其中地

表水减少了 41亿 m
3
, 不重复地下水增加了 21亿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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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增加了垂

向的下渗量。 ( 2)有效降水利用量增加 11319亿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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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广义

水资源总量增加 9411亿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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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结  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 1)将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WEP- L)和集总式

水资源调配模型 (WARM )相耦合, 建立并验证了流

域水资源二元演化模型。

( 2)应用WEP-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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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2000年系列平均降水量为 3 563亿 m
3
, 平均广

义水资源量为 2 75616亿 m
3
占降水的 7714%, 其中非径

流性有效水分为 2 080亿 m
3
, 狭义水资源总量为 67614

亿 m
3
。地表水资源量为 54817亿 m

3
, 地下水资源量为

40412亿 m
3
, 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为 12717亿 m

3
。

( 3)根据黄河流域 1956~ 2000年系列水资源评

价的 /历史仿真 0结果, 黄河流域 1980~ 2000年系列

平均狭义水资源总量较 1956 ~ 1979年系列减少

311%, 其中地表水资源衰减 619%, 但不重复的地

下水资源增加了 2114%。
( 4)通过 2000年现状下垫面条件下, 黄河流域有、

无取用水两种情景下的 45年系列模拟结果对比, 以及

历史实际系列下垫面情景和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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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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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2亿 m
3
,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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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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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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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在狭义水资

源衰减的同时, 由于有效蒸散发量的增加提高了降水

的有效利用, 流域广义水资源量仍有一定幅度增加。

总之, 该项研究成果对客观评价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农田基本建设等土地利用变化的水文水资源效

应, 对黄河的治理规划、水资源调配管理和水安全战

略具有重要参考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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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大禹奖的申报工作应严格按照新修订的《大禹奖

奖励办法》的规定进行, 并注意如下。

11申报奖励的科技成果须符合大禹奖的奖励范围并附有
齐全的申报材料。自 2006年起, 大禹奖的奖励范围在以往基

础上增加了 /其他科学技术成果0类, 包括水利标准、计量、

科技信息、科学普及等科技基础性研究, 以及规划、政策、

战略、管理等软科学研究。

21申报奖励的科技成果应不存在成果权属、主要完成单
位和主要完成人及其排序等方面的争议。

31凡已获得或正在申报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科技进步

奖及其他行业奖的科技成果, 不得申报大禹奖。

41每项科技成果只能通过一个推荐单位申报。

51推荐单位原则上应推荐 2001年初至 2005年底结题的

成果。

二、申报与推荐

凡申报奖励的单位应向推荐单位提供齐全的申报材料,

由推荐单位进行审核。

设有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单位, 原则上应从获本单位二等

奖以上的成果中择优推荐; 未设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单位, 推

荐的项目须经九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评议后择优

推荐。

推荐单位可通过中国水利学会网站 ( www1 ches1 org1 cn )和

中国水利科技网 ( www1 chinawa ter1 net1 cn)下载《大禹水利科学
技术奖推荐书》(含《应用及经济效益证明》表, 见附件 1)和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汇总表》(见附件 2), 填写后

连同申报材料 (均一式三份 )一并报送大禹奖奖励工作办公室。

经研究, 决定每项申报成果酌收技术服务赞助费 3 000元。

请与申报材料一并寄送至大禹奖奖励工作办公室 (户名: 中国水

利学会; 帐号: 2610178863; 开户行: 建行北京市宣武支行 )。

三、时间安排

各推荐单位应在 2006年 3月 1日之前做好组织申报工作。

奖励工作办公室于 2006年 3月 1日开始同时接受书面和网上

推荐 (二者缺一不可 ), 3月 31日截止, 逾期不予受理。

四、如有其他问题请与大禹奖奖励工作办公室联系

联 系 人: 赵  晖

联系电话: 010- 63204550

传   真: 010- 63202154

联系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 2号

E - m a i:l dayu@j mw r1 gov1 cn

(摘自 /中国水利  国际合作与科技网0 2006年 1月 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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