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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流域/区域水资源匮乏程度日益严重的情势, 本文立足于水循环全过程, 以水资

源在其动态转化过程的主要消耗——蒸发蒸腾(ET)为出发点, 全面论述了在现代水资源管理

中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以黄河流域土壤水资源为研

究实例, 在采用 WEP-L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对全流域水循环要素系统模拟的基础上, 开展了

黄河流域土壤水资源数量和消耗效用分析. 结果表明, 立足于区域/流域水循环过程, 开展以

“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 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闲置而且也有利于从“真实”节水的

角度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 缓解区域/流域水资源的匮乏程度, 是对传统水资源需求管理有

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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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域水资源管理是对流域水资源供给与需求关

系的协调过程, 是以追求可利用水资源的 大效益, 
实现流域人水和谐、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和谐发

展为 终目标的水资源统一调控和协调管理. 但是,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由于现实的供给条件与社

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的不同, 有关流域

水资源管理的内容各有侧重. 在 20世纪 60年代之前, 
流域水资源管理以供水管理为主, 重在对供水水源

的开发, 即紧紧围绕“以需定供”的方式调配水资源. 
之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 
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 仅重视开源已不能解决日 
益增长的水资源需求. 为此, 在开源的同时, 节流也

受到重视, 流域水资源管理由“以需定供”转向“以供

定需”, 需水管理成为水资源管理的重点. 然而, 由
于没有迫切的实践需求和必要的技术支撑手段, 目
前需水管理基本集中于对水循环单环节水量的管理

上, 缺乏结合全过程, 从需水本质出发的深入研究. 
就需水而言, 其本质在于消耗, 耗水量才是区域水资

源的真实需求量, 发生在取(输)用耗排水的每一个环

节, 且绝大部分以蒸发蒸腾的形式散失到大气, 只有

极少部分被产品带走. 因而, 在水资源匮乏程度日益

严重的情势下, 立足于水循环全过程, 深入开展以区

域耗水——蒸发蒸腾量(ET)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需求 
管理, 必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缓解区域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开展以“ET 管理”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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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水资源管理将对传统水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作

用, 也将成为未来水资源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2  以“蒸发蒸腾(ET)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
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2.1  蒸发蒸腾(ET)在水循环和能量循环中的作用 

蒸发蒸腾量 , 也称蒸散发量(evapotranspiration, 
简写为 ET), 是蒸发(evaporation)和蒸腾(transpiration)
量的总称. 它由植被截留蒸发量、植被蒸腾量, 土壤

蒸发量和水面蒸发量构成, 涉及水循环过程、能量循

环过程和物质循环过程, 并伴随着物理反应、化学反

应和生物反应. 一方面蒸发蒸腾通过改变不同含水

子系统内水量的组成直接影响产汇流过程, 进而影

响陆地表面降水的重新分配. 另一方面, 蒸发蒸腾通

过影响进入陆地表面的太阳净辐射的分配比率(主要

体现在土壤热通量、返回大气的显热通量和因蒸发进

入到大气的潜热通量之间分配关系)来影响区域的生

态地理环境状况和水分条件. 由此可见, 蒸发蒸腾作

为区域水量平衡和能量平衡的主要成分, 不仅在水

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且

也是生态过程与水文过程的重要纽带. 因此, 开展以

蒸发蒸腾(ET)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研究, 对区域社

会人水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关蒸发蒸腾在

水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的作用可由图  1 给出直观的

体现. 图  1 参考文献[1], 并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图  1
中符号的含义, 在能量循环过程中: Rn, H, λE 和 G
分别为区域/流域平均净辐射量、显热通量、潜热通

量和土壤热通量; 在水文循环过程中: P, E, R和ΔS分
别为区域/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蒸发蒸腾量、平均

径流量和流域水蓄变量.  

2.2  ET 的研究现状及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
水资源管理的作用和意义 

2.2.1  ET的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蒸发蒸腾的研究较

多, 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即在微观层面上, 着眼于

对植被吸收、散失水分的生理过程的研究[2~4]; 在农

田微气候区域上, 结合植被的生存环境, 对影响蒸发

蒸腾量因素的定量研究[5~7]; 以及在宏观区域尺度上, 
围绕遥感(RS)和分布式水文模型开展的反演和模拟

蒸发蒸腾的研究[8,9]. 尽管以上研究为认识蒸发蒸腾

的机理奠定了基础, 但是能够实现区域水资源需求

管理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后两个方面, 即农田微气

候区域上对影响蒸发蒸腾量因素的定量研究和宏观

区域尺度上围绕 RS 和分布式水文模型开展反演和模

拟蒸发蒸腾量的研究.  
在农田尺度上,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立足于微观 

 

图 1  区域/流域水循环和能量循环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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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蒸腾机理, 结合农田微气候条件相继提出了非

充分灌溉(也称限水灌溉)、调亏灌溉以及控制性根系

交替灌溉等农田节水灌溉方式[10~13]. 其实质是通过

调节农田蒸发蒸腾量的方式, 实现在不减产或少减

产的前提下, 减少水资源的供给,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的目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ET 管理”为核

心的水资源需求管理理念. 但这仅集中在灌溉供水

量的减少方面, 没有对大气降水的利用做出进一步

的分析. 同时, 也没有将农田尺度上降水和灌溉水的

蒸发蒸腾的消耗效用体现出来. 尽管如此, 农田尺度

蒸发蒸腾量的研究在生产实践中对调控蒸发蒸腾做

了有益的探索, 为进一步在宏观尺度上研究蒸发蒸

腾量的调控措施奠定了基础.  
在宏观尺度(区域/流域尺度)上, 由于自然界陆

面特征复杂多样, 时空间变异性极大, 使得蒸发蒸腾

的宏观研究较少. 尽管近年来随着遥感(RS)技术和分

布式水文模型的发展, 从区域/流域尺度反演[14~18]和

模拟[9,19]蒸发蒸腾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先后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考虑不同作物在不同气象条件下

的蒸发蒸腾的监测和计算已经成熟[20~21]; 20 世纪 80 年

代大气近地层观测技术与地气间能量和物质交换的研

究大大提高了蒸发蒸腾的观测和计算精度[22,23]. 然而, 
这些观测和计算方法均是在一些地面站点进行的 , 
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 很难用于较大区域, 存在着以

点代面, 以偏概全, 不能完全反映研究区域的时空间

变异性等问题. 而  20世纪中后期“3S”技术, 特别是遥

感(RS)技术的出现, 由于其可以克服传统监测方法中

定点观测难以推广到大面积的局限性, 可将研究区

域逐渐扩展到较大尺度 [24]. 地面观测资料与遥感技

术的有机结合为从大尺度研究蒸发蒸腾提供了可能. 
同时, 遥感反演区域蒸发蒸腾量能够充分考虑蒸发

蒸腾的主要驱动因子——太阳辐射, 利用能量平衡原

理, 在综合考虑净辐射通量 Rn、土壤热通量 G 和显

热通量 H 的基础上, 通过能量平衡方程获得区域不

同时段的蒸发蒸腾量. 多波段卫星遥感还可以测量

和反演水文气象模式所需的一些基本地面参数, 能
够相对准确地描绘蒸发蒸腾的空间分布. 这些遥感

反演区域蒸发蒸腾的能力和特点, 为进行宏观尺度

蒸发蒸腾的监测和计算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工具. 但
是, 遥感反演蒸发蒸腾量主要立足于能量系统, 建立

在能量平衡的基础上, 对蒸发蒸腾在水循环系统中

维持水量平衡的作用却很少涉及.  
对于新近发展起来的分布式水文模型, 特别是

能够客观反映气候及下垫面因子空间变化, 且具有

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水文模型(简称分布式物理水文模

型), 在模拟中, 能够依据下垫面条件将研究区域划

分为不同的子单元, 通过将水循环各要素过程联系

起来进行水循环全要素模拟, 以解决不同空间尺度

的水文响应, 从而能够给出较为全面的对水循环过

程的模拟结果. 对于其中的蒸发蒸腾量的模拟值可

通过采用空气动力学及能量平衡原理, 并考虑土壤

水热运移情况、植被叶面积截流、叶气孔水汽扩散和

根系吸水等情况, 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计算获得. 同
时, 在模拟中还可以与遥感反演技术相结合, 通过利

用遥感反演的下垫面参数和同化相关水循环要素的

反演数据等方式提高复杂下垫面条件下的蒸发蒸腾

的测算精度. 尽管如此, 但是, 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

均相对独立, 且主要集中于产汇流过程及影响因素

方面的研究, 对于蒸发蒸腾的详细研究却很少. 因此, 
立足于区域水循环系统和能量循环系统, 开展宏观

尺度蒸发蒸腾的研究鲜有报道, 用于实践的研究更

是少见.  
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 尽管蒸发蒸腾作为水循环

系统的主要消耗项, 具有与降水、径流等其他水循环

要素同等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受到光照、风速、大

气湿度等气象条件、土壤水分以及区域下垫面条件等

众多因素的影响, 成为“四水”转化过程中 难监测的

要素, 进而难以开展大范围的监测. 另外, 在水资源

相对丰富、自然水循环为主导的水文循环过程中, 依
据区域水量平衡 (多年平均尺度的水量平衡公式 : 
ET=P+I−O)即可得到区域水资源的总消耗量, 而蒸发

蒸腾量又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而, 在宏观尺度

上, 由于难以获得大范围蒸发蒸腾监测的第一手资

料和缺乏实际应用的必要性等原因, 使得立足于水

循环, 开展大尺度蒸发蒸腾的实地监测和从宏观尺

度调控蒸发蒸腾量进行水资源管理均未受到广泛的

重视. 另一方面, 目前在能量循环中, 由于显热流和

潜热流(蒸发)的精度区分存在困难[23], 遥感对于复杂

下垫面区域反演蒸发蒸腾量的精度不能满足实际需

求(据统计目前遥感反演  ET 的相对精度维持在 85%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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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25,26]), 使得立足于能量循环进行宏观尺度蒸发蒸

腾的实际应用较少.  
综合以上相关研究可见, 尽管不同的研究手段

均为认识水循环环节的蒸发蒸腾(ET)转化机理并开

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然而, 随着人类活动的进一步加剧, 流域水循环

呈现出明显的“自然-人工”二元特性, 流域蒸发蒸腾

的消耗项变得愈加复杂, 不仅包括自然水循环的植

被蒸腾、土壤蒸发和水面蒸发, 而且也包括人工取水

-输水-用水-耗水-排水过程的蒸发蒸腾消耗. 在现代

二元水循环过程中, 仅依靠区域水量平衡进行蒸发

蒸腾消耗量的估算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水循环消

耗项的全面认识, 更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蒸发蒸腾

消耗量的调控. 同时, 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 能量

条件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27,28], 而能量循环作为水循

环的主要驱动力, 在作用水循环的同时, 也受到水循

环过程的影响, 且其耦合作用在当前气候条件下变

得更为复杂 [29], 使得仅依靠能量平衡原理计算蒸发

蒸腾难以客观反映实际. 为此, 在水资源匮乏程度日

益加剧的今天, 仅重视开源, 即增加陆地水系统的输

入和用水过程末端的节水, 已无法全面提高水资源

在其动态转化过程中的效用. 只有重视水循环过程

中的每一个环节, 充分考虑水循环的每一个分过程

——大气过程、地表过程、土壤过程以及地下过程的

消耗转化, 才能实现“真实”节水[30]的目的. 而在水循

环过程中, 蒸发蒸腾量作为水循环大系统的主要消

耗项, 在水资源的利用效用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为此, 全球环境基金 GEF 项目——海河流域水资源

与水环境综合规划与管理项目, 提出了在宏观区域/
流域尺度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理

念. 这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作用.  
2.2.2  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作用

和意义.  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水资源管理, 

是对传统水资源管理有益必要的补充, 是传统水资

源管理向现代水资源管理转变的必然趋势.  
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是以供需平衡为指导思想的. 

即在有限的水资源供给条件下, 通过采取工程或非

工程措施(种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管理等

手段的实施), 尽可能满足区域的水资源需求. 而以

“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 则是建立在区域水

资源的供给和消耗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即在以有限

水资源消耗量为上限, 在保证农民基本收益的前提

下, 采取各种工程或非工程措施, 终实现水资源的

高效利用. 同样是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增加经济

产出为目的, 但是它们在“节水”概念和管理对象上却

均存在着差异.  
在“节水”概念上, 以“供需平衡”为核心的传统水

资源管理中的“节水”, 通常是指通过修建科学合理的

水利工程, 水资源管理工程等手段, 来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效率. 但是, 其衡量的指标侧重于不同措施实施

前后的源头取水量和末端用水量间水量的变化量 , 
即节水量的多少. 对水循环(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消

耗量并没有进一步依据消耗效用进行区分, 即对消

耗的有益与否的关注较少; 从而使得“节水”重在水量

的量值, 而对实际中的水资源消耗效用的认识相对

薄弱, 特别是在输水过程中, 这一点体现 为明显. 
在水资源的实际消耗过程中, 尽管在农业灌溉中提

出的不同的灌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通过“ET 

管理”理念提高耗水效率的内涵, 但是, 其管理的程

度和涉及的范围既不深入也不系统, 更未能将水资

源的消耗作为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  
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理念中的“节

水”, 是从水资源消耗效用出发, 不仅重视循环末端

的节水量, 而且将水循环过程中每一环节中用水量

的消耗效用依据其是否参与生产分为生产性消耗和

非生产性消耗. 其中生产性消耗(也称为有效消耗), 
是指直接或间接参与植株干物质形成的那部分蒸发

蒸腾消耗量; 反之则为非生产性消耗. 在生产性消耗

中又可根据蒸发蒸腾消耗量对植株干物质生成中的

作用程度进一步细分为高效消耗和低效消耗. 高效

消耗通常是指植被蒸腾消耗量中生成生物量的部分, 
而对于植被的奢侈蒸腾和在调节农田植被域微气候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部分植株棵间蒸发消耗被称为

低效消耗. 然而, 由于植被的奢侈蒸腾量与植被的生

理特性、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到目前并没有统一的鉴

别标准而在计算中又常常将其作为高效消耗处理 . 
植株棵间蒸发的低效消耗部分则依据植被郁闭度的

变化而变化. 通常植被郁闭度愈大, 植株棵间蒸发消

耗中低效消耗在总棵间蒸发中的占有比例愈小. 非
生产性消耗主要是由区域/流域内裸土、盐碱地、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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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戈壁等难利用土地的蒸发量和植被棵间蒸发量中

对植株生物量生产没有发挥作用的部分构成; 尽管

该部分蒸发消耗量能够对周围的生态环境起到一定

的作用, 但是由于人类活动较少或参与人类活动较

少而使其被利用的可能性甚微, 从而又称其为无效

消耗. 因此, 只有依据相关原则明确水资源在循环过

程中的消耗结构和相应的消耗效用, 以减少无效消

耗量, 提高有效消耗为目的, 才能立足于水循环系统, 
使区域有限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大化, 才能明确区

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下水资源的净亏缺量, 明确供水

与耗水之间“真实”的节水量. 因此, 实行以“ET 管理”
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 对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具

有重要的意义.  
在管理对象上, 以“供需平衡”为核心的传统水

资源管理, 其管理对象主要是水循环过程中的径流

量, 即主要集中于狭义径流性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

上. 对于在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的非径流性水资源如土壤水却并不涉及. 而以

“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 则是立足于水循环

全过程, 是以全部水汽通量为对象的水资源利用与

管理.  
由以上分析可见, 传统的节水理念更多地体现

为水循环末端用水量的节约, 而以“ET 管理”为核心

的节水则是对区域/流域水资源量的节约, 后者是对

前者在节水,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有益的补充. 
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实质是对传统水

资源管理需求侧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控和管理, 也是

对水循环过程中水资源消耗过程的一种管理. 因此, 
在现代环境下, 针对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的情势, 立
足于水循环过程, 进行以水资源消耗为核心的水资

源管理, 不仅有利于提高狭义径流性水资源的利用

效率, 而且对进一步开源, 充分利用非径流性水资源

具有重要的作用.  

3  以“ET 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水资源管理
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在区域/流域水循环过程中, 在有限补给的

基础上, 合理调控区域/流域的蒸发蒸腾量, 提高其

消耗效用, 必然会减少水资源的需求, 实现“真实”节
水的目的. 但是, 由于蒸发蒸腾作为水循环中的一个

过程量, 且受到自然和人类活动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区域/流域蒸发蒸腾结构和效用不仅变得越加复杂、

而且鉴别的难度也进一步提高. 要实现以“ET 管理”
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 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切

实的指导, 就必须对复杂的蒸发蒸腾结构和效用做

出精确评价. 而在此过程中, 仅通过农田尺度的研究

技术和宏观遥感(RS)技术反演或独立的分布式水循

环模型模拟已远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区域/流域蒸

发蒸腾的监测和层次化评价成为新的难点. 诚然, 由
于蒸发蒸腾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在分析利用过程中

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且相互间的关系复杂. 然而, 随着

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 特别是“3S”技术和分布式水

文模型的出现, 为以“ET 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水资源

管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技术支撑手段.  
结合前面有关“ET”的研究现状可见, 随着遥感

技术和反演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其对蒸发蒸腾的反

演精度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同时, 新发展起来的分

布式水文模拟技术, 特别是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 能
够克服遥感反演蒸发蒸腾缺乏直接考虑水循环过程

的缺点, 且二者通过多种数据的有机结合(数据同化

技术、下垫面参数反演)将对提高复杂下垫面条件下

的蒸发蒸腾的模拟精度有积极作用. 因此, 与遥感相

结合, 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对区域以“ET 管理”为核

心水资源管理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下面以

WEP(water and energy transfer processes)模型[31]为例, 
对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模拟蒸发蒸腾量的计算给出

简要说明.  
WEP 模型是一个具有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水文模

型. 除具有通常分布式模型的共性之外, 该模型还立

足于水量平衡和能量平衡原理, 能够对“自然-人工”
二元水循环全要素进行模拟, 能够详尽计算水循环

过程中自然主循环过程和社会侧支循环过程中产生

的各种蒸发蒸腾量. 同时, 在流域水循环的模拟中, 
为考虑计算单元内土地利用的不均匀性, 采用了“马
赛克”法即把计算单元内的土地归为数类, 通常包括: 
裸地-植被域、灌溉农田域、非灌溉农田域、水域和

不透水域 5 大类. 裸地-植被域又进一步分为裸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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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溉农田也可依据典型作物的种类进一步细分. 
另外, 为便于描述土壤蒸发和不同根系埋深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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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系吸水, 将透水区域的表层土壤分割成 3 层, 以
反映土壤的含水率随深度的变化.  

对于蒸发蒸腾项, 依据以上不同下垫面情况和

模拟过程, WEP 模型可模拟计算不同计算单元分项

的蒸发蒸腾和综合蒸发蒸腾. 同时, 也可根据蒸发蒸

腾的机理, 对各分项蒸发蒸腾的组成成分进一步细

分为植被蒸腾、土壤蒸发, 植被棵间蒸发以及冠层截

留蒸发、洼地储流蒸发等蒸发蒸腾项. 以此为基础, 
再结合蒸发蒸腾量对人类活动的作用, 可继续分析

蒸发蒸腾的消耗效用. 在模型的精度方面, 由于分布

式物理水文模型建立在众多原型观测资料如降水、径

流、区域/流域水蓄变量等的基础上, 其模拟计算蒸发

蒸腾的精度可以得到保证. 因为, 依据水量平衡原理, 
时段蒸发蒸腾量是由对应时段的降水、径流和区域/
流域水蓄变量共同决定. 其中降水和径流量, 根据国

家相关规范, 二者的监测精度均在 95%以上; 时段区

域水蓄变量, 可依据河流、湖泊等地表水蓄变量和地

下水潜水位、承压水水头的波动给出精度较高的测定

和计算结果. 因此, 有关区域/流域蒸发蒸腾量的模

拟误差可以控制在 5%以内. 同时, 结合遥感对区域

下垫面参数提取的优势, 进一步考虑数据同化技术, 
通过遥感监测有限时段的结果、径流观测结果以及当

地地面观测资料, 并进行分区调参, 可改进分布式水

文模型对蒸发蒸腾的模拟(这包括区域总量和空间分

布), 进而改进水量平衡, 使得蒸发蒸腾的模拟计算

精度得到进一步保证. 由此可见, 结合遥感反演技术, 
WEP 模型能够从能量平衡和水量平衡的角度详尽的

描述蒸发蒸腾消耗量的结构和消耗效用, 为进行“减
少无效消耗、提高有效消耗”为原则的区域水资源管

理创造了条件.  
此外, 该模型还能够与区域宏观经济多目标决

策模型、水资源配置模型相耦合, 提供不同水资源利

用方案、不同产业结构以及工程措施情景下蒸发蒸腾

量的模拟结果. 因此, 建立在能量和水量平衡原理基

础上的具有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水文模型, 为实现以

“ET 管理”为核心的区域水资源管理奠定了技术基础.  
综上, 遥感反演方法与具有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水

文模型的有机结合, 功能互补, 能够进一步扩大并提

高蒸发蒸腾的监测和模拟精度. 因此, 二者的有机结

合, 将为从水循环和能量循环角度系统全面分析宏观

尺度的蒸发蒸腾量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为实现以

“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  
总之, 在水资源匮乏程度日益严重的情势下, 立

足于水循环过程, 分析不同赋存形式水资源的消耗

转化结构, 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不

仅是现实水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也是现代

水资源发展的必然选择. 遥感反演技术和分布式水

文模型的有机结合又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有关遥感反演技术、分布

式水文模拟技术、大量地面实测技术以及不同时空尺

度间数据同化技术等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宏观

尺度复杂下垫面条件下蒸发蒸腾的模拟精度必然得

到进一步提高和改善, 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以“ET 管理”
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可行性. 因此, 开展基于“ET
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水资源管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4  实例 
土壤水资源, 作为水循环过程中的重要组成要

素, 植被生长发育 直接的水分源泉, 长期以来一直

以蒸发蒸腾的方式支撑并保护着农业生产和生态环

境建设. 但是由于土壤水资源对降水的过分依赖和

易于耗散等特性使得长期以来未能受到重视, 也未

能纳入到传统水资源的管理中. 然而, 在水资源匮乏

程度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势下, 土壤水资源在其

动态转化的过程中, 通过蒸发蒸腾方式(在多年平均

时间尺度上, 终全部以蒸发蒸腾的方式实现其消

耗)对其资源价值的体现已日益明显. 此外, 土壤水

资源有着可观的数量, 据统计土壤水资源量约占区

域降水量的 50%以上, 全球土壤水储量为 16.5×1012 

m3, 为河川径流量的 7.8 倍[32], 中国华北地区 1956~ 
1979 年降水量的 55% 转化为土壤水资源. 若能通过

调控其蒸发蒸腾方式合理利用土壤水资源, 必将有

助于缓解径流性水资源的匮乏. 为此, 本文结合土壤

水资源的动态转化特点, 以黄河流域土壤水资源为

对象, 运用 WEP-L 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 在对水循

环要素进行全面模拟分析的基础上, 说明以“ET 管

理”理念为核心的现代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4.1  黄河流域概况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 自西向东, 流经青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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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

9 省区, 后注入渤海, 全长 5 464 km; 全流域位于

96º E~119º E, 32º N~42º N, 流域总面积 794 712 km2, 
其中鄂尔多斯闭流区面积 42 269 km2. 其详细概况见

图 2.  
黄河流域横跨 3 个气候带, 土地光热资源较为丰

富;  然而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466 mm, 多年平

均地表水资源量 580 亿 m3, 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

148 亿 m3, 流域人均与亩均水资源占有量分别为 633
和 277 m3. 水资源匮乏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特点. 全流

域 3/4 的土地面积处干旱半干旱地区. 这使得农业发

展对灌溉和土壤水的依赖性较大. 如何合理利用土

壤水资源显得非常重要.  

4.2  土壤水的模拟与土壤水资源评价简介 

在黄河流域水循环过程的模拟中, 本文采用基

于 WEP 模型结合黄河流域特点开发的 WEP-L 模型. 
在模拟计算过程中, 为提高计算效率并能够充分体

现流域下垫面土地利用状况 , 模型采用“子流域内 
的等高带”为基本计算单元, 单元内采用“马赛克法”, 

将全流域划分为 8 485 个子流域和 38 720 个等高带, 
然后进行 1956~2000 年系列降水和分离人工取用水

历史系列年下垫面条件的自然水循环过程的精确模

拟. 在此基础上, 分析评价了黄河流域土壤水资源的

数量和消耗效用. 其中文中所提及的土壤水资源是

指存在于地表到潜水面之间整个包气带内(土壤水库)
大可能被利用的土壤水. 在多年平均尺度上, 其数

值等于整个包气带不考虑灌溉用水条件下的蒸发蒸

腾量. 这也是只模拟无人工取用水的自然水循环过

程的原因; 同时, 为避免与地下水资源的重复, 在计

算中扣除了潜水蒸发部分. 有关模型结构、参数率定

以及土壤水资源的计算和效用的评价等详细内容可

参见文献[32].   

4.3  黄河流域土壤水资源分析 

4.3.1  土壤水资源量分析.  由模拟结果(表 1 和图 3)

可见, 降水通过截流、入渗, 产流、汇流等水循环过

程后, 在多年平均条件下, 全流域共形成非径流性土

壤水资源 2078.98亿m3, 河川径流量 691.33亿 m3, 分
别占流域 3563.02亿m3总降水量的 58.35%和 19.40%. 

 

图 2  黄河流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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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系列年下垫面条件下, 黄河流域土壤水资源量 

Area  Precipitation Runoff Soil water  
resources 

Soil water resources 
/precipitation 

 
 

Soil water resources
/runoff Level-2 water  

resources region (km2)  (mm) (km3) (mm) (km3) (mm) (km3) (%)  (times) 

The whole basin 794284  448.58 356.302 87.04 69.133 261.74 207.898 58.35  3.01 

Upstream Longyangxia 130323  485.15 63.227 180.77 23.558 198.77 25.905 40.97  1.10 

Longyangxia-Lanzhou 90386  479.00 43.295 144.88 13.095 205.11 18.539 42.82  1.42 

Lanzhou-Hekouzhen 161155  265.37 42.765 13.08 2.108 197.44 31.819 74.40  15.09 

Hekouzhen-Longmen 110911  432.98 48.022 44.38 4.923 319.75 35.464 73.85  7.20 

Longmen-Sanmenxia 191577  542.30 103.893 84.14 16.119 333.63 63.916 61.52  3.97 

Sanmenxia-Huayuankou 41773  657.50 27.466 139.37 5.822 384.80 16.074 58.52  2.76 

Downstream of Huayuankou 24524  643.40 15.779 121.45 2.978 315.62 7.740 49.05  2.60 

Neiliuqu 43635  271.70 11.856 12.14 0.530 193.44 8.441 71.20  15.94 

 
图 3  “四水”转化过程中黄河流域降水资源的转化结构 

 

由此可见, 全流域降水资源的一半以上转化为土壤

水资源, 且土壤水资源是径流性水资源的 3 倍. 不同

水资源二级区也表现出相似的变化. 由此可见, 黄河

流域土壤水资源数量极为可观, 尤其对于西北干旱

半干旱地区, 相对于径流性水资源而言, 土壤水资源

的数量尤为可观. 因此, 加强对土壤水资源的合理利

用必然有助于缓解区域径流性水资源的不足. 
4.3.2  土壤水资源消耗效用分析.  尽管土壤水资源

的数量相当可观, 但是目前有关土壤水资源蒸发蒸

腾的消耗结构和消耗效用却变化较大.  
由表 2 可见, 在全流域 45 年平均土壤水资源中, 

消耗于植被蒸腾的量为 381.89 亿 m3, 占土壤水资源

总量的 18.4%, 用于植被棵间和难利用土地的土壤蒸

发量共计 1697.09 亿 m3, 占土壤水资源总量的 81.6%. 
蒸腾量仅为蒸发量的 22.5%. 再结合土壤水资源消耗

效用的界定标准[9,32], 由表  3 对土壤水资源蒸发蒸腾

过程的消耗效用的分析可见, 全流域土壤水资源有

效消耗量共为 920.11 亿 m3, 占土壤水资源总量的

44.3%, 其中高效消耗量为 381.89 亿 m3, 低效消耗量

为 538.22 亿 m3, 分别为土壤水资源总量的 18.4% 和
25.9%. 无效消耗量为 1158.86 亿 m3, 占土壤水资源

总量的 55.7%, 且主要集中于难利用土地、草地和林

地上. 此三者的无效消耗量依次为 976.05 亿, 157.59
亿和 25.22 亿 m3, 分别占总无效消耗量的 84.22%, 
13.60%和 2.18%(详见表  4). 不同水资源二级区也表

现出相似的转化关系.   
由此可见, 在黄河全流域, 尽管土壤水资源的数

量十分可观, 但实际得到有效利用的量却较少, 55%
以上通过无效蒸发消耗, 且主要集中于植被郁闭度

较低的土地上. 若能够通过增加土地的盖度, 减少难

利用土地的面积, 调整种植结构, 减少棵间无效和低

效蒸发, 从而对土壤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必将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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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系列下垫面条件下, 黄河流域土壤水资源的消耗关系分析 
Level-2 water  

resources region 
Soil water  

resources (km3) 
Vegetation transpiration 

consumption (km3) 
Soil evaporation 

consumption (km3)
Transpiration/soil  

water resources (%) 
Evaporation/soil 

water resources (%)
The whole basin 207.898 38.189 169.709 18.37 81.63 

Upstream Longyangxia 25.905 2.094 23.811 8.08 91.92 
Longyangxia-Lanzhou 18.539 3.525 15.014 19.01 80.99 
Lanzhou-Hekouzhen 31.819 5.504 26.315 17.30 82.70 
Hekouzhen-Longmen 35.464 6.832 28.632 19.26 80.74 
Longmen-Sanmenxia 63.916 13.775 50.141 21.55 78.45 

Sanmenxia-Huayuankou 16.074 4.621 11.453 28.75 71.25 
Downstream of Huayuankou 7.740 1.485 6.255 19.19 80.81 

Neiliuqu 8.441 0.353 8.088 4.18 95.82 
 
表 3  系列下垫面条件下黄河流域土壤水资源的消耗效用表 

Efficient  
consumption (km3) 

Efficiency consumption 
/soil water resources 

(%) 
Level-2 water  

resources region 
Soil water  

resources (km3) 
(1) a) (2) a) (3) a) 

Inefficient  
consumption (km3)

(1) a) (2) a) (3) a) 

Inefficiency consump-
tion 

/soil water resources 
(%) 

The whole basin 207.898 92.011 38.189 53.822 115.886 44.26 18.37 25.88 55.73 
Upstream of Longyangxia 25.905 9.537 2.094 7.443 16.368 36.81 8.08 28.73 63.19 

Longyangxia-Lanzhou 18.539 10.352 3.525 6.827 8.187 55.84 19.01 36.83 44.16 
Lanzhou-Hekouzhen 31.819 11.154 5.504 5.650 20.665 35.05 17.30 17.76 64.95 
Hekouzhen-Longmen 35.464 11.440 6.832 4.608 24.024 32.26 19.26 12.99 67.74 
Longmen-Sanmenxia 63.915 31.892 13.775 18.117 32.023 49.90 21.55 28.34 50.10 

Sanmenxia-Huayuankou 16.074 9.876 4.621 5.255 6.198 61.44 28.75 32.70 38.56 
Downstream of Huayuankou 7.740 5.860 1.485 4.375 1.880 75.70 19.20 56.51 24.30 

Neiliuqu 8.441 1.900 0.353 1.547 6.541 22.51 4.18 18.33 77.49 

a) (1) Total amount; (2) high efficient consumption; (3) low efficient consumption. 
 
表 4  系列下垫面条件下土壤水资源的无效消耗效用组成 

Inefficient consumption (km3) Ratio to the total (%) 
Level-2 water resources region 

Total Forest land Grass-land Bare land Forest land Grass-land Bare land
The whole basin 115.886 2.522 15.759 97.605 2.18 13.60 84.22 

Upstream Longyangxia 16.368 0.283 6.215 9.870 1.73 37.97 60.30 
Longyangxia-Lanzhou 8.187 0.551 3.367 4.269 6.73 41.13 52.14 
Lanzhou-Hekouzhen 20.665 0.034 1.493 19.138 0.16 7.22 92.61 
Hekouzhen-Longmen 24.024 0.338 0.999 22.687 1.41 4.16 94.43 
Longmen-Sanmenxia 32.023 0.788 2.044 29.191 2.46 6.38 91.16 

Sanmenxia-Huayuankou 6.197 0.445 0.422 5.330 7.18 6.81 86.01 
Downstream of Huayuankou 1.880 0.080 0.112 1.688 4.26 5.96 89.79 

Neiliuqu 6.541 0.003 1.107 5.431 0.05 16.92 83.03 

 
缓解区域/流域径流性水资源的匮乏. 由于土壤水资

源不能提取和运输, 使得要加强其利用, 必然要通过

调控其蒸发蒸腾的消耗方式来实现. 因此, 在流域水

资源的管理中, 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

理, 既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水资源的闲置、又可缓解

区域/流域水资源的匮乏.  

此外, 结合图 3也发现, 在区域/流域降水资源的

转化过程中, 除形成占有绝对大比重的土壤水资源

外, 其他部分主要以冠层截留和径流性水资源的形

式赋存于不同介质中, 且绝大多数 终也或通过直

接蒸发或通过取水-输水-用水-耗水过程间接蒸发蒸

腾的方式被消耗. 然而相关蒸发蒸腾消耗效用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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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 从而使得绝大部分水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 
若能合理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 必然有助于改善现

状水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势.  
总之, 通过以上实例分析可见, 立足于区域/流

域水循环过程, 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

理, 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闲置而且也有利于从“真
实”节水的角度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 缓解区域/流
域水资源的匮乏程度; 是对传统水资源管理有意必

要的补充. 因此, 开展“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

理对于现代水资源需求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文中采用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式, 系统阐述

了“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但是, 
由于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仍处于理念的

探索阶段, 且区域/流域耗水(绝大部分通过蒸发蒸腾

的方式得以实现)的监测和计算过程中存在的困难较

多, 特别是对于复杂下垫面条件下, 遥感反演技术以

及与分布式水文模型相结合的数据同化技术均存在着

众多不确定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蒸发蒸腾的模

拟和计算精度. 因此, 如何在实践中科学合理的实施

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仍需进一步探讨.  
同时, 尽管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 以占流

域水资源消耗绝对大比重的土壤水资源为研究对象, 

立足于实际流域的蒸发蒸腾的动态过程说明了开展以

“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作用和意义. 但是由

于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是一个基于“自然-
人工”二元水循环全过程的水资源消耗量的管理, 土
壤水资源仅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发生于其他

水循环子过程中的水资源消耗量仍需要继续探索.  

5.2  结论 

本文依据区域/流域水资源管理过程中供给与需

求的关系, 深入分析了目前需水管理存在的不足. 结
合当前水资源短缺的情势和人类高强度活动对水循

环的干扰, 从占区域/流域水资源消耗绝对大比重的

蒸发蒸腾(ET)为出发点, 全面论述了立足于水循环全

过程, 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必要

性; 同时结合流域/流域先进的 3S 技术和分布式水文

模型说明了开展以“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

可行性. 在此基础上, 文章采用 WEP-L 分布式物理

水文模型, 结合遥感反演技术, 以黄河流域土壤水资

源为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土壤水资源数量和消耗效

用进一步说明了以“ET 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水资源管

理的重要性.  
总之, 在水资源匮乏程度日益严重的今天, 结合

先进的遥感和分布式水文模型, 立足于水循环过程, 
从水资源的供给和消耗两方面, 开展宏观尺度的以

“ET 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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