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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升恒ꎬ张方敏ꎬ卢燕宇ꎬ段春锋ꎬ倪婷.淮河流域蒸散发时空变化与归因分析.生态学报ꎬ２０２２ꎬ４２(１６) :６７１８￣ ６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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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蒸散发时空变化与归因分析
翁升恒１ꎬ２ ꎬ张方敏１ꎬ∗ ꎬ卢燕宇３ ꎬ段春锋３ꎬ４ ꎬ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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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蒸散发(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ꎬＥＴ) 是联结土壤￣植被￣大气过程的纽带ꎬ对理解地表水热平衡至关重要ꎮ 因此ꎬ量化分析 ＥＴ 时
空变化特征、揭示其主要控制因子对区域用水管理和农业生产十分重要ꎮ 利用遥感数据和气象数据ꎬ基于 ＢＥＰＳ 模型估算了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的淮河流域 ＥＴꎬ分析了该区域 ＥＴ 时空分布特征ꎬ并通过敏感度系数和贡献率方法对该区域的 ＥＴ 多年变化特征
进行了归因分析ꎬ最后借助数值实验方法深入探究影响特湿润年( ２００３ 年) ＥＴ 较低的主要原因ꎮ 结果表明:( １)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
淮河流域多年平均 ＥＴ 为 ５４９.８３ ｍｍꎬ其中夏季 ＥＴ 占全年 ＥＴ 的比值达到 ４７.６３％ꎻ１９８１ 年以来区域 ＥＴ 整体呈极显著上升趋势
(４.４１ ｍｍ / ａꎬ Ｐ<０.０１) ꎻ季节上ꎬ除冬季外ꎬ其他三个季节的 ＥＴ 增幅均呈显著性增加( Ｐ<０.０５) ꎬ四季增幅速率大小依次为:夏季
>春季>秋季>冬季ꎻ空间上ꎬ中东部和南部 ＥＴ 较高ꎬ重心模型显示 ＥＴ 高值区域呈显著的由北向南的移动趋势ꎻ( ２) 归因分析结

果表明ꎬ淮河流域 ＥＴ 对气温变化最敏感ꎬ其次为相对湿度、太阳总辐射、叶面积指数( ＬＡＩ) 和降水ꎬ但 ＥＴ 对 ＬＡＩ 的正敏感性逐
渐增强导致 ＬＡＩ 的显著升高对流域 ＥＴ 年际变化贡献最大( ４４.５％) ꎬ其次是气温的升高( ２５.９３％) ꎻ同时ꎬＬＡＩ 是春、夏、秋三季
ＥＴ 变化的主导因素ꎬ气温是冬季 ＥＴ 变化的主导因素ꎻ(３) 数值实验显示高相对湿度是引起特湿润年(２００３ 年) ＥＴ 明显偏低的
最主要因素ꎬ这与导致长时间序列 ＥＴ 变化的原因不同ꎮ 因此ꎬ建议今后加强极端气候条件下 ＥＴ 变化的归因分析ꎬ为更有效地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决策服务ꎮ 研究结果能够为认识淮河流域环境变化对水循环影响及合理分配区域水资源提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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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ＥＰＳ ｍｏｄｅｌꎬ ｗ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ｔ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ｍｅ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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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 １)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ｓ ５４９.８３ ｍｍ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１９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 ４７.６３％) .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Ｔ ｗ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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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ꎬ ｉｎ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ꎬ ｗａｓ
ｓｕｍｍｅｒꎬ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ａｕｔｕｍｎꎬ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ꎬ ｈｉｇｈ Ｅ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ꎬ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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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ｄｒｉｖｅｒ ｆｏｒ ＥＴ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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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Ｉ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ＬＡ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ｏ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Ｔ
(４４.５％)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５.９３％)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ꎬ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Ｌ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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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Ｅ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ｏｕ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ｌｏｗ ＥＴ ｉｎ ２００３─ ａ ｙｅａ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ｈｕｍｉ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ꎻ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ꎻ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ꎻ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ꎻ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在全球范围内有 ６０％ 的降水通过蒸散发 (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Ｔ) 的 形 式 返 回 大 气 [１] ꎮ 蒸 散 发 即 蒸 散

( ＥＴ) ꎬ主要包括土壤蒸发、植被蒸腾及植被截留水蒸发ꎬ是联结土壤￣植被￣大气过程的纽带ꎬ作为能量平衡和
水循环的重要组成 [２] ꎬ在能量交换、水循环和植被生理过程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全面了解气候和植被生长
变化在 ＥＴ 变化中的作用有助于明确地气系统相互作用ꎬ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ꎮ

ＥＴ 的变化受环境和生物多方面因素的影响ꎮ 诸多学者展开了相应的 ＥＴ 归因研究ꎬ但持有不同观点ꎬ大

致可以归结于辐射、温度、水分和植被生长条件的影响ꎮ 周亚军等 [３] 利用 ＳＥＢＡＬ 模型研究锡林河流域认为该
流域 ＥＴ 对净辐射变化最敏感ꎬ韩典辰等 [４] 发现内蒙古半干旱地区草地 ＥＴ 也主要受净辐射的直接影响ꎻＰｅｉ

等 [５] 则认为黄河流域 ＥＴ 对归一化植被指数的敏感性最强ꎬ同时归一化植被指数对该地区 ＥＴ 的变化也起主
导作用ꎻ但针对华北平原研究认为降水是导致 ＥＴ 增加的主要因素 [６] ꎬ而气候变暖是导致中国湿润地区 ＥＴ 增
加的主要原因 [７] ꎮ 不同季节的影响因子也不同ꎬ比如杨倩 [８] 研究表明引起汉江流域四季 ＥＴ 变化的因素分别
为气温、日照时数、降水和相对湿度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不同区域 ＥＴ 变化特征不同ꎬ其主控因子存在显著的区
域特征差异 [９] ꎮ

淮河流域地处中国华中地区ꎬ介于长江和黄河两流域之间ꎬ包含安徽大部、江苏大部、河南大部和山东南

部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ꎮ 该地区是我国重要的亚热带粮食生产基地ꎬ主要耕作模式为稻麦轮作 [１０] ꎬ农业
用水需求量大ꎬ研究该地区 ＥＴ 时空变化特征ꎬ并进行归因分析对区域用水与生产十分重要ꎮ 目前已有关于
淮河流域参考作物蒸散量( ＥＴ０ ) 时空变化特征及成因分析的相关研究ꎬ比如王晓东等 [１１] 认为风速下降是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６７２０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起淮河流域 ＥＴ０ 下降的主要因子ꎬ但 ＥＴ０ 忽略了实际下垫面植被情况ꎬ与 ＥＴ 存在较大差异ꎬ因此需要定量各
因子对淮河流域 ＥＴ 变化的影响ꎮ 本文采用经验证的 ＢＥＰＳ( Ｂｏｒｅ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模型计算
淮河流域 ＥＴꎬ剖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区域重心迁移过程ꎬ分析 ＥＴ 对叶面积指数(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ꎬＬＡＩ) 、气温
(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Ｔ ａ )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ꎬＰ ｒｅ ) 、太阳总辐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ꎬＲ ａｄ ) 、相对湿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ꎬＲＨ)

的敏感性ꎻ在此基础上量化主要环境气候因子对 ＥＴ 变化的贡献率ꎬ为有效应对未来淮河流域环境气候变化
及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对水循环的影响以及合理配置区域水资源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淮河流域地处 １１１.９４—１２１.３９°Ｅ、３０.９６—３６.３１°Ｎ( 图 １) [１２] ꎬ淮河流域西部、西南部及东北部为山区和丘

陵区ꎬ约占 １ / ３ꎬ其余均为广阔的平原ꎬ约占 ２ / ３ꎮ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流域下垫面类型发生改变的面积为流域总面
积的 １％ꎬ根据 ２０１０ 年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统计ꎬ流域中约 ８１.７％的下垫面类型为农田ꎬ草地与林地主要分布

在西南部边缘地区ꎬ分别约占 ４.１％、７.２％ꎬ水域、城乡用地和未利用土地零星分布ꎬ分别约占 ４. ７％、２. ２％、

０.１％ꎮ 流域的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５℃ ꎬ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９１３.６ ｍｍꎬ多年平均太阳总辐射为 １２９.５ Ｗ / ｍ ２ ꎬ多年
平均相对湿度达 ７１％ꎮ

图１
Ｆｉｇ.１

１.２

２０１０ 年淮河流域下垫面概况( 来源于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０ (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蒸散量计算
采用 ＢＥＰＳ( Ｂｏｒｅ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模型对区域 ＥＴ 进行模拟ꎮ ＢＥＰＳ 模型是在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ＧＣ(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模型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发展而来的一个被广泛应用的陆面生态过程模
型ꎬ已被许多学者应用于不同区域的碳水循环研究 [１３—１７] ꎮ ＢＥＰＳ 模型采用如下方案计算 ＥＴꎬ详细过程参考
Ｃｈｅｎ 等 [１５] 和 Ｌｉｕ 等 [１６—１７] :

ＥＴ ＝ Ｔ ｐｌａｎｔ ＋Ｅ ｓｏｉｌ ＋Ｅ ｐｌａｎｔ ＋Ｓ ｐｌａｎｔ ＋Ｓ ｇｒｏｕｎｄ

(１)

式中ꎬＥＴ 为蒸散量( ｍｍ) ꎻＴ ｐｌａｎｔ 为植被的蒸腾量( ｍｍ) ꎻＥ ｓｏｉｌ 为无积雪覆盖时的土壤蒸发量( ｍｍ) ꎬ根据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ｈｅｉｔｈ 原理计算ꎻＥ ｐｌａｎｔ 为 无 积 雪 覆 盖 时 植 被 截 留 降 水 的 蒸 发 量 ( ｍｍ) ꎻ Ｓ ｐｌａｎｔ 为 植 被 截 留 降 雪 的 升 华 量
( ｍｍ) ꎻＳ ｇｒｏｕｎｄ 为地表积雪的升华量( ｍｍ)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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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阴生叶和阳生叶分别计算植被蒸腾量ꎬＴ ｐｌａｎｔ 可以表示为:

Ｔ ｐｌａｎｔ ＝ Ｔ ｓｕｎ ＬＡＩ ｓｕｎ ＋Ｔ ｓｈａｄｅ ＬＡＩ ｓｈａｄｅ

６７２１

(２)

式中ꎬＴ ｓｕｎ 和 Ｔ ｓｈａｄｅ 分别为阳叶和阴叶的蒸腾量( ｍｍ) ꎬ根据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ｈｅｉｔｈ 原理计算ꎻＬＡＩ 为植被冠层的总叶
面积指数( ｍ ２ / ｍ ２ ) ꎻＬＡＩ ｓｕｎ 和 ＬＡＩ ｓｈａｄｅ 分别为阳叶和阴叶的叶面积指数 ( ｍ ２ ｍ －２ ) ꎬ具体计算见 Ｃｈｅｎ 等 [１５] 和
Ｌｉｕ 等 [１７] ꎮ

æ Ｓ ｉｎｔ ｂ ａｂｓ＿ｗａｔｅｒ
ö
Ｅ ｐｌａｎｔ ＝ ｍｉｎ ç
ꎬＰ ｉｎｔ ÷
λｖ
è
ø
æ Ｓ ｉｎｔ ｂ ａｂｓ＿ｓｎｏｗ＿ｗａｔｅｒ
ö
Ｓ ｐｌａｎｔ ＝ ｍｉｎ ç
ꎬＰ ｉｎｔ ÷
λｓ
è
ø

(３)

Ｓ ｇｒｏｕｎｄ ＝ ｍｉｎ ( ｓｎｏｗꎬ ( Ｒ ａｄ －Ｒ ａｄ＿ｉｎｔ ) ｃ ｓｎｏｗ / λ ｓ )

(４)
(５)

式中ꎬＰ ｉｎｔ 为植被截流降水量( ｍｍ) ꎻｂ ａｂｓ＿ｗａｔｅｒ 为水对太阳总辐射的吸收率ꎻｂ ａｂｓ＿ｓｎｏｗ＿ｗａｔｅｒ 是雪对太阳总辐射的吸收
率ꎻλ ｖ 为水蒸发潜热(０℃ 时为 ２.５ × １０ ６ Ｊ / ｋｇ) ꎻλ ｓ 为雪升华潜热(０℃ 时为 ２.８ × １０ ６ Ｊ / ｋｇ) ꎻＲ ａｄ 为太阳总辐射( Ｊ ｍ －２

ｄ －１ ) ꎻＲ ａｄ＿ｉｎｔ 为植被截获的太阳总辐射( Ｊ ｍ －２ ｄ －１ ) ꎻｓｎｏｗ 为雪水当量( ｍｍ) ꎻｃ ｓｎｏｗ 为雪升华时太阳总辐射转化为
潜热的比例系数ꎻ具体计算见 Ｌｉｕ 等 [１６] ꎮ

１.３

重心模型

空间分析中ꎬ重心的动态变化可以反映区域要素整体的空间变换特征和趋势 [１８] ꎮ 本文采用重心分析淮

河流域 ＥＴ 重心的时序变化ꎬ重心一般用研究要素的重心坐标来表达ꎬ即:
ｎ

Ｘ＝

ｍ

∑
∑
ｉ＝１ ｊ＝１
ｎ

( ｘ ｉｊ × ＥＴ ｉｊ )
ｍ

∑
∑ ＥＴｉｊ
ｉ＝１ ｊ＝１

ｎ

ꎻ

Ｙ＝

ｍ

∑
∑
ｉ＝１ ｊ＝１
ｎ

( ｙ ｉｊ × ＥＴ ｉｊ )
ｍ

∑
∑ ＥＴｉｊ
ｉ＝１ ｊ＝１

(６)

式中ꎬＸ、Ｙ 为重心坐标ꎻｎ、ｍ 为矩阵的行列数ꎻｘ ｉｊ 、ｙ ｉｊ 分别为第 ｉ 行、第 ｊ 列格点的经纬度坐标ꎻＥＴ ｉｊ 为第 ｉ 行、第
ｊ 列格点上某一年的 ＥＴ 值ꎮ
１.４

敏感性与贡献率计算
敏感性系数是由 Ｍｃｃｕｅｎ [１９] 提出的ꎬ利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逐步回归关系得到因变量对自变量的敏感性

系数ꎬ即:

ｄＥＴ
＝
ｄｔ

æ ∂ＥＴ

ｎ

ç
∑
∂ｖ
ｉ＝１

è

Ｓ ｖ ｉ ＝ ｌｉｍ(
Δ→０

ｉ

×

ｄｖ ｉ ö
÷

ｄｔ ø

＋ε

ｖｉ
ΔＥＴ ＥＴ
∂ＥＴ
×
×
)＝
Δｖ ｉ
ｖｉ
∂ｖ ｉ
ＥＴ

(７)
(８)

式中ꎬｖ ｉ 代表第 ｉ 个环境因子ꎻε 是逐步回归方程的系统误差项ꎻＳ ｖｉ 为 ＥＴ 对某环境因子 ｖ ｉ 的敏感性系数ꎮ 敏感
性系数的正负反映 ＥＴ 与该环境因子的相关性ꎬ值为正表明 ＥＴ 与该环境因子变化趋势相同ꎬ反之亦然ꎮ 敏感
性系数的绝对值反映环境因子对 ＥＴ 影响大小ꎮ

每个环境因子的贡献率可表示为其相对变化率( Ｒｃ ｖｉ ) 与其敏感系数( Ｓ ｖｉ ) 的乘积 [２０] ꎬ即:
Ｃ ｖｉ ＝

Ｓ ｖ ｉ × Ｒｃ ｖ ｉ

∑ ｉ ＝ １( Ｓ ｖ

Ｒｃ ｖ ｉ ＝

ｎ

ｉ

× Ｒｃ ｖ ｉ )

× ρ × １００％

ｎ × Ｔｒｅｎｄ ｖ ｉ
ｖ
ｉ

(９)
(１０)

式中ꎬＣ ｖｉ 和 Ｓ ｖｉ 为相对贡献率和敏感系数ꎻＲｃ ｖｉ 为环境因子的多年相对变化率ꎻρ 为所选所有环境因子对因变量
变化的解释程度ꎻＴｒｅｎｄ ｖｉ 为该环境因子多年线性变化率ꎬ由环境因子 ｖ ｉ 多年线性回归趋势分析或者最小二乘
法计算得到ꎻｎ 为统计总年份ꎬ本文 ｎ 为 ３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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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本文的气象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 (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 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ꎬ包括了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２４２０ 个气象站点的气温、降水、日照时数、相对湿度等数据ꎬ太阳总辐射由日照时数计算
得到 [２１] ꎮ 研究中ꎬ经剔除、插补异常数据后根据克里金法 [２２] 插值和重采样至 １ ｋｍ 空间分辨率ꎬ进一步提取
淮河流域栅格数据用于模型运算和数据分析ꎮ 叶面积指数(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ꎬ ＬＡＩ) 资料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荣高团队制作的每 ８ 天的 １ ｋｍ ＧＬＯＢＭＡＰ ＬＡＩ Ｖ３ 产品ꎬ产品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
证 [２３] ꎮ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源于验证过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集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ꎬ其将地表利用类型主要划分为农田、林地、草地、水域、城乡用地和未利用土地 ６ 大
类ꎬ本文使用的土地利用类型年份为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ꎮ

本文的模型验证数据来源于寿县国家气候观象台的通量观测数据ꎬ观测时段为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通量数据的缺失率为 ４％ꎮ 对于缺失时间短( <２ ｈ) 的数据采用线性内插法进行插补ꎬ对于缺失时间较长
的数据采用日平均法对其进行插补ꎬ具体参考翁升恒等 [２４] ꎮ 通量数据的能量平衡比率为 ８９％ꎬ符合数据能量
闭合的要求ꎮ
１.６

数值实验设计
数值实验方法是通过设计不同情景实验得到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ꎬ可以用于研究特殊背景条件下的归

因ꎮ 由于所采用的 ＢＥＰＳ 模型中有五个输入变量ꎬ即 ＬＡＩ、Ｔ ａ 、Ｐ ｒｅ 、Ｒ ａｄ 、ＲＨꎬ因此设计了一个对照实验和六个情
景实验来研究 ＥＴ 的变化归因( 表 １) ꎬ对照实验下的 ＥＴ 表示气候和植被变化的综合影响ꎮ 每个情景实验中
改变一个变量为多年平均值ꎬ然后通过将每个情景实验的 ＥＴ 与对照实验的 ＥＴ 对比计算每个因素对 ＥＴ 的影
响 [２５] ꎬ即:

Ｃ ＮＥ ( ｘ ｉ ) ＝

ＥＴ ｘ ｉ － ＥＴ ｃ
ＥＴ ｃ

× １００％

(１１)

式中ꎬＣ ＮＥ( ｘ ｉ ) 是基于数值实验的自变量 ｘ ｉ 对 ＥＴ 变化的影响ꎻＥＴ ｃ 为对照实验的 ＥＴ 值ꎬＥＴ ｘｉ 为基于 ｘ ｉ 情景实验
的 ＥＴ 值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实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控制实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情景实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蒸散( ＥＴ) 归因的数值实验方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蒸散 ＥＴ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ｃ

ＥＴ ＬＡＩ
ＥＴ Ｔａ

ＥＴ Ｐｒｅ

ＥＴ Ｒａｄ
ＥＴ ＲＨ

ＥＴ ＡＬＬ

输入因子
Ｉｎ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研究时段(２００３ 年) 内 ＬＡＩ、Ｔ ａ 、Ｐ ｒｅ 、Ｒ ａｄ 、ＲＨ 的日序列

ＬＡＩ 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的多年均日序列ꎬ其他如控制实验
Ｔ ａ 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的多年均日序列ꎬ其他如控制实验

Ｐ ｒｅ 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的多年均日序列ꎬ其他如控制实验

Ｒ ａｄ 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的多年均日序列ꎬ其他如控制实验

ＲＨ 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的多年均日序列ꎬ其他如控制实验
ＬＡＩ、Ｔ ａ 、Ｐ ｒｅ 、Ｒ ａｄ 、ＲＨ 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的多年均日序列

ＬＡＩ: 叶 面 积 指 数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ꎻ Ｔ ａ : 气 温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Ｐ ｒｅ : 降 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ꎻ Ｒ ａｄ : 太 阳 总 辐 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ꎻ ＲＨ: 相 对 湿 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２
２.１

结果
模型验证
在以往的研究中ꎬＢＥＰＳ 模型已被多次验证ꎮ Ｌｉｕ 等 [２６] 利用通量站点数据对 ＢＥＰＳ 模型在中国区域的精

度进行了验证ꎬ结果表明 ＢＥＰＳ 模型能够较好的模拟中国陆地表面 ＥＴ 时空分布特征ꎻ张方敏等 [２７] 研究发现
ＢＥＰＳ 模型可以解释东亚地区 ８１％以上的 ＥＴ 变化ꎮ 寿县通量观测 ＥＴ 与 ＢＥＰＳ 模型模拟结果对比显示 ＢＥＰ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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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模拟的淮河流域农田 ＥＴ 与实测值相近( 图 ２) ꎬＲ ２

达到了 ０.８１( Ｐ<０.０１) ꎬ接近 １∶１ 线ꎬ说明了 ＢＰＥＳ 模型
在以农田为主的淮河流域上具有一定的适用性ꎬ可以用
于进行该区域 ＥＴ 的模拟ꎮ
２.２

环境因子变化特征
统计各环境因子的变化特征 ( 表 ２) 可知ꎬ１９８１—

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 ＬＡＩ、Ｔ ａ 、Ｐ ｒｅ 、Ｒ ａｄ 、ＲＨ 发生了强度不等
的变化ꎬ且在各个季节表现不同ꎮ ＬＡＩ 在 ３９ 年间表现
为明显的增加趋势ꎬ变化率为 ０.０１ ｍ ２ ｍ －２ ａ －１ ꎬ且在夏季
增加趋势更明显ꎻＴ ａ 在 ３９ 年间也表现出上升趋势ꎬ变化
率为 ０.０４℃ / ａꎬ３９ 年共升高了 １.５６℃ ꎬ在春季升温最显
著ꎬ超过了全年增温速率ꎻＰ ｒｅ 在研究时段内变化幅度较
小ꎬ变化率仅为 ０.１７ ｍｍ / ａꎬ３９ 年共增加了 ６.６３ ｍｍꎬ在
春季和冬季降水增加ꎬ但是在夏季和秋季降水变少ꎻＲ ａｄ
和 ＲＨ 在 ３９ 年内均表现为下降ꎬ变化率为 － ０.１９ Ｗ ｍ －２
ａ －１ 和 － ０.１０％ / ａꎬ分别在秋季和春季下降最明显ꎮ

２.３

图２

ＢＥＰＳ( Ｂｏｒｅ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模型模拟的

寿县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月蒸散( ＥＴ) 和观测数据的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Ｔ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ＥＰＳ ( Ｂｏｒｅ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Ｓｈｏｕ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８

ＥＴ 时空变化特征

２.３.１

ＥＴ 时间变化

图 ３ 显示了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全年和各季节 ＥＴ 的年际变化趋势ꎮ 淮河流域 ３９ 年平均 ＥＴ 年总量

为 ５４９.８３ ｍｍꎬ其中夏季 ＥＴ 总量最大( ２６１.８９ ｍｍ) ꎬ占年总量的 ４７.６３％ꎬ其次是春季和秋季ꎬ分别为 １５１.６８

ｍｍ 和 １０７.９５ ｍｍꎬ占 ２７.５９％和 １９.６４％ꎬ最小为冬季(２８.３１ ｍｍ) ꎬ占 ５.１４％ꎮ ３９ 年来ꎬ淮河地区 ＥＴ 整体呈极
显著上升趋势( Ｐ<０.０１) ꎬ线性趋势变化率为 ４.４１ ｍｍ / ａꎻ各季节 ＥＴ 总量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加ꎬ增长速率
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ꎬ值分别为 ２.４０、１.２９、０.５７、０.１５ ｍｍ / ａꎬ其中夏季和春季呈极显著增加( Ｐ<０.０１) ꎮ 分
析表明ꎬ淮河流域 ＥＴ 年总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夏季 ＥＴ 的增加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ＬＡＩ / ( ｍ ｍ
２

全年 Ａｎｎｕａｌ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全年和不同季节各环境因子变化特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１９
－２

０.０１

ａ )
－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Ｔ ａ / ( ℃ / ａ)
０.０４
０.０６

变化率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Ｐ ｒｅ / ( ｍｍ / ａ)

Ｒ ａｄ / ( Ｗ ｍ －２ ａ －１ )

ＲＨ / ( ％ / ａ)

０.２８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１９
－０.２９
－０.２５
－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０６

淮河流域各年代 ＥＴ 的年内变化如图 ４ 所示ꎮ ８ 月份的 ＥＴ 最大ꎬ占全年总量的 １６.９％ꎬ其次为 ７ 月、６ 月、

５ 月与 ９ 月ꎬ分别占 １６.５％、１４.２％、１３.３％、１０.９％ꎮ 各时段的 ＥＴ 年内变化规律基本一致ꎬ随着年代的变化该
地区各月 ＥＴ 均呈上升趋势ꎬ尤其 ５—８ 月上升更明显ꎮ

２.３.２

ＥＴ 空间变化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 ＥＴ 年总量和变化率的空间分布如图 ５ 所示ꎮ ＥＴ 高值大多位于淮河流域中东部

和南部ꎬ其中宿州市中部、宿迁市中部、徐州市中部、连云港市中部、六安市南部和淮安、扬州市交界处 ＥＴ 大
于 ６００ ｍｍꎮ ３９ 年来 ＥＴ 在全流域上几乎都呈上升趋势但分布不均ꎬ大体为中西部增加较多ꎬ东北部增加较
少ꎬ一半以上地区变化率在 ２.５—７.５ ｍｍ / ａꎬ少部分区域( 驻马店市南部、周口市北部、宿迁市中北部、六安市
西南部) 变化率大于 ７.５ ｍｍ / ａ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６７２４

生

图３
Ｆｉｇ.３

态

学

４２ 卷

报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年和季蒸散( ＥＴ) 年际变化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Ｔ) ｉｎ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１９

图 ６ 显示了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四季 ＥＴ 年总

量和变化率的空间分布ꎬ由图 ６ 可知ꎬ四季 ＥＴ 总量和
变化率均表现为较大差别ꎮ 春季 ＥＴ 高值区位于淮河
流域中东部和南部ꎬ大多分布在 １５０—２００ ｍｍꎻ夏季 ＥＴ
大部 分 处 在 ２５０—３００ ｍｍꎬ 西 部 和 南 部 地 区 达 到 ３００

ｍｍ 以上ꎻ秋季 ＥＴ 明显低于春夏两季ꎬ大部分区域 ＥＴ

为 １００—１２５ ｍｍꎻ冬季 ＥＴ 处于低值ꎬ大部分区域低于

４５ ｍｍꎮ 根据四季 ＥＴ 变化率的空间分布可知ꎬ夏季 ＥＴ

增加最多ꎬ中西部增长率大于 ３.０ ｍｍ / ａꎻ春季 ＥＴ 大部
分地区增长率为 １.０—２.０ ｍｍ / ａꎬ在中部大部分地区表
现为增长ꎬ而东北、西北和东南的部分地区略有下降ꎻ秋
季 ＥＴ 在东南部增长明显( > ２.０ ｍｍ / ａ) ꎬ其余大部分地

图４
Ｆｉｇ. ４

淮河流域各年代蒸散( ＥＴ) 年内月变化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Ｔ ) ｉｎ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区增长率为 ０—１.０ ｍｍ / ａꎻ冬季在全区域增长缓慢ꎬ区

域上增长率多为 ０—０.５ ｍｍ / ａꎮ 总体来看ꎬ各个季节 ＥＴ 表现为下降趋势的地区仅零星分布ꎬ进一步说明了近
年来淮河流域 ＥＴ 的增长变化趋势ꎮ

图５
Ｆｉｇ.５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蒸散( ＥＴ) 多年平均年总量、变化率的空间分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Ｔ) ｉｎ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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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Ｆｉ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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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淮河流域蒸散发时空变化与归因分析

６７２５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四季蒸散( ＥＴ) 多年平均年总量、变化率的空间分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Ｔ) ｉｎ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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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重心的迁移

图 ７ 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 ＥＴ 空间重心的年际动态变化ꎮ 由图 ７ 可知ꎬＥＴ 重心纬度呈现显著下降

趋势( Ｐ<０.０５) ꎬ表明流域 ＥＴ 重心具有向低纬度地区移动的显著趋势ꎻＥＴ 重心经度也呈现出下降趋势ꎬ但未
通过 ０.０５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ꎬ表明流域 ＥＴ 重心没有显著向西转移趋势ꎬ但是 ２００５ 年以后经度重心明显向西
转移ꎮ 总体而言ꎬ３９ 年间淮河流域 ＥＴ 重心有着显著的南移趋势ꎬ间接说明了流域 ＥＴ 具有南部增速大于北部
的趋势ꎮ

图７
Ｆｉｇ.７

２.４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蒸散( ＥＴ) 重心经纬度的年际变化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Ｔ) ｂａｒｙ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１９

ＥＴ 归因分析

２.４.１

环境因子敏感性变化

淮河流域 ＥＴ 对不同环境因子的敏感性表现出较大差异ꎬ同时敏感性系数存在年际变化( 图 ８) ꎮ Ｔ ａ 的敏

感性系数的绝对值最大 ( １. ０２) ꎬ 其次是 ＲＨ ( － ０. ９１) 、 Ｒ ａｄ ( ０. ６０) 和 ＬＡＩ ( ０. ３６) ꎬ Ｐ ｒｅ 敏感性系数绝对值最小
( － ０.０５) ꎬ说明淮河流域 ＥＴ 对 Ｔ ａ 变化最为敏感ꎮ 从年尺度上看ꎬＥＴ 对 ＬＡＩ、Ｐ ｒｅ 和 ＲＨ 的敏感性系数呈上升趋

势ꎬ其中对 ＬＡＩ 和 ＲＨ 的敏感性系数表现出极显著上升趋势( Ｐ<０.０１) ꎬ对 Ｐ ｒｅ 表现出显著上升趋势( Ｐ<０.０５) ꎻ
ＥＴ 对 Ｒ ａｄ 和 Ｔ ａ 的敏感性系数呈极显著下降趋势( Ｐ<０.０１) ꎮ 分析表明ꎬ淮河流域 ＥＴ 对 ＬＡＩ 的正敏感性逐渐增
强ꎬ对 Ｔ ａ 和 Ｒ ａｄ 的正敏感性逐渐减弱ꎬ而对 Ｐ ｒｅ 和 ＲＨ 的负敏感性有所减弱ꎮ

２.４.２ 环境因子贡献率分析

表 ３ 给出了全年及不同季节各因子对 ＥＴ 变化的贡献率ꎮ 由 Ｒ ２ 可知ꎬ五个环境因子综合可以解释淮河流

域蒸散 ８９％以上的变化ꎮ 结合表 ２ 可知ꎬＬＡＩ、Ｔ ａ 的显著增加和 ＲＨ 的降低对 ＥＴ 年总量的增长呈正贡献ꎬ而
Ｐ ｒｅ 的增加和 Ｒ ａｄ 的降低限制了 ＥＴ 年总量的增加ꎬ其中 ＬＡＩ 的增加对 ＥＴ 年总量的变化影响最大ꎬ其相对贡献
率达到了 ４４.５１％ꎮ 结合图 ８ 可知ꎬ虽然 ＥＴ 对 Ｔ ａ 、Ｒ ａｄ 、ＲＨ 的敏感性系数绝对值明显高于 ＥＴ 对 ＬＡＩ 的敏感性
系数绝对值ꎬ但 Ｔ ａ 、ＲＨ、Ｒ ａｄ 在 ３９ 年间仅分别变化了 ＋ １０.２％、 － ５.６％、 － ５.６％ꎬ导致它们的相对贡献率低于 ＬＡＩ

的相对贡献率ꎮ 四季中ꎬ春、夏、秋三季的主导因子均为 ＬＡＩꎬ其相对贡献率分别为 ３７.３５、６１.０６、３９.９４％ꎻ冬季
的主导因子为 Ｔ ａ ꎬ其相对贡献率达到 ５１.９７％ꎮ 另外ꎬ影响淮河流域全年、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的 ＥＴ 变化的
次主导因子分别为 Ｔ ａ 、Ｔ ａ 、ＲＨ、Ｔ ａ 、Ｒ ａｄ ꎮ

２.４.３

特湿润年份 ＥＴ 偏低的归因

根据降水量多年变化特征可知ꎬ２００３ 年淮河流域平均年降水量达到了 １３１９.８ ｍｍꎬ比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平均

值(９１３.６ ｍｍ) 高出了 ４４.４６％ꎬ为特湿润年份ꎬ但是 ２００３ 年的 ＥＴ 明显偏低( 图 ３) ꎮ 因此ꎬ利用表 １ 的不同情
景数值实验对 ２００３ 年 ＥＴ 进行研究ꎬ分析引起特湿润年份 ＥＴ 低值的原因ꎮ

由数值实验结果( 表 ４) 可知ꎬ五个单因子变量的情景实验结果( ＥＴ ＬＡＩ 、ＥＴ Ｔａ 、ＥＴ Ｐｒｅ 、ＥＴ Ｒａｄ 、ＥＴ ＲＨ ) 均大于控

制实验( ＥＴ ｃ ) ꎬ说明五个因子变量在 ２００３ 年均对 ＥＴ 产生负效应ꎬＥＴ 低值是由多种环境因子综合作用产生的
结果ꎮ 将五个实验因子变量同时替换( ＥＴ ＡＬＬ ) ꎬ可以引起 ＥＴ 年总量 ３２.６２％的增加ꎬ但是实验因子变量对年总
ＥＴ 的增加程度不尽相同ꎬ具体表现为 ＲＨ>Ｐ ｒｅ >Ｒ ａｄ >ＬＡＩ>Ｔ ａ ꎬ说明对于 ２００３ 年来说ꎬＲＨ 的偏高(５.８０％) 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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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年淮河流域环境因子敏感性年际变化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１９

当年 ＥＴ 总量偏低的主要原因ꎬ引起 ２００３ 年 ＥＴ 总量偏低 １２.３％ꎬ而严重偏高的降水(４４.４６％) 是次要原因ꎬ引
起 ＥＴ 总量偏低 ６.６％ꎮ 根据不同季节的结果分析可知ꎬ导致 ２００３ 年春、夏、秋、冬四季 ＥＴ 总量偏低的主导因
子分别是 ＲＨ、ＲＨ、ＲＨ、Ｐ ｒｅ ꎬ次主导因子分别是 Ｐ ｒｅ 、Ｒ ａｄ 、Ｐ ｒｅ 、ＲＨꎮ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ｓ

不同季节环境因子对蒸散( ＥＴ) 变化的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ＬＡＩ

对蒸散变化的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ｔｏ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ａ

Ｐ ｒｅ

Ｒ ａｄ

ＲＨ

Ｒ２

全年 Ａｎｎｕａｌ

４４.５１

２５.９３

－０.０８

－８.３８

１２.５４

０.９１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６１.０６

７.７１

－０.０２

－８.７１

１８.３１

０.９６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３７.３５
３９.９４
１.１４

２８.１２
２３.７２
５１.９７

－０.０２
－０.７１
－３.５１

－１.１０
－１２.５８
－１７.２９

２８.８１
１１.７０
１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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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５
０.８９
０.８９

主导因子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次主导因子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ＡＩ

Ｔａ

ＬＡＩ

Ｔａ

ＬＡＩ

ＲＨ

Ｔａ

Ｒ ａｄ

ＬＡＩ

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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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蒸散( ＥＴ) 数值实验结果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Ｔ) ｉｎ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Ｔ ｃ / ｍｍ

ＥＴ ＬＡＩ / ｍｍ

ＥＴ Ｔａ / ｍｍ

ＥＴ Ｐｒｅ / ｍｍ

ＥＴ Ｒａｄ / ｍｍ

ＥＴ ＲＨ / ｍｍ

ＥＴ ＡＬＬ / ｍｍ

４５０.８８

４６９.９０

４５３.５０

４８０.６４

４６９.９３

５０６.３６

５９７.９６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２１.７５

１２７.２４

１２１.３８

１２９.９５

１２６.３０

１３８.４８

１６２.７８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１４.４５

２２３.３９

２１８.１８

２２３.１３

２２６.５５

２３６.５６

２７８.９５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９１.５１

９０.１３

９０.１３

９９.０８

９３.６６

１０４.２８

１１８.８２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３.１７

２３.８１

２３.８１

２８.４８

２３.４２

２７.０２

３２.４０

( ＋４.２２％)
( ＋４.５１％)
( ＋４.１７％)
( ＋２.７１％)
( ＋９.０９％)

( ＋０.５８％)
( －０.３０％)
( ＋１.７４％)
( －１.５１％)
( ＋２.７７％)

( ＋６.６０％)
( ＋６.７４％)
( ＋４.０５％)
( ＋８.２７％)
( ＋２２.９２％)

( ＋４.２３％)
( ＋３.７４％)
( ＋５.６４％)
( ＋２.３５％)
( ＋１.１１％)

( ＋１２.３０％)
( ＋１３.７４％)
( ＋１０.３１％)
( ＋１３.９５％)
( ＋１６.６５％)

( ＋３２.６２％)
( ＋３３.７０％)
( ＋３０.０８％)
( ＋２９.８４％)
( ＋６１.４６％)

讨论
ＥＴ 作为能量平衡和水循环的重要组成ꎬ其变化成因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季节性ꎬ早已受到诸多关注ꎬ但

是很少考虑 ＥＴ 对环境因子的敏感性及影响因子对 ＥＴ 的贡献率 [３—８] ꎮ 本文不仅明确了淮河流域不同季节 ＥＴ

对不同环境因子的敏感性ꎬ还揭示了不同环境因子对 ＥＴ 的贡献率ꎬ指出 ＬＡＩ 是影响淮河流域 ＥＴ 年总量变化
的主导因子ꎬ并明确其对 ＥＴ 年总量变化的相对贡献率达到了 ４４.５％ꎬ这与郭春明等 [２８] 和 Ｊｉｎ 等 [２９] 研究结果

一致ꎬ但他们均并未对 ＬＡＩ 对 ＥＴ 的影响程度做出量化ꎮ 季节上ꎬＬＡＩ 对 ＥＴ 变化的贡献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ꎬ
并且 ＬＡＩ 不是淮河流域冬季 ＥＴ 变化的主要因子ꎬ说明了 ＬＡＩ 对 ＥＴ 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ꎬ而这种差异性原
因还可能具有空间性 [３０] ꎮ 结合早期研究发现ꎬ在较干旱的黄土高原地区ꎬＬＡＩ 的提高会导致更多降水被冠层
拦截并渗透进土壤ꎬ补充干旱区缺乏的水资源ꎬ从而导致 ＥＴ 的增加 [２９] ꎻ而在特湿润地区ꎬＬＡＩ 引起冠层和土
壤之间可用能量的重新分配ꎬ可用能量的限制导致 ＬＡＩ 对 ＥＴ 的促进效应低于干旱地区ꎬ进而导致 ＥＴ 的变
化 [３０—３１] ꎮ 淮河流域为较湿润地区ꎬ植被增加而多截留的水分对水资源有一定补充ꎬ同时该地区近年来植被光
合有效辐射吸收比显著上升 [３２] ꎬ植被可用能量未受限制ꎬ蒸腾明显增加ꎬ因此ꎬ该区域植被增加会导致 ＥＴ 的
显著增加ꎮ 其他环境条件亦可能通过促进 ＬＡＩ 对 ＥＴ 产生影响 [３３] ꎮ 从淮河流域的气候因子变化对植被可能

造成的影响来看ꎬ近年来流域内温度和降水增加ꎬ这有效降低了干旱和积温不足对作物生长的不利影响 [３４] ꎻ
另一方面ꎬ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大气 ＣＯ ２ 浓度协同氮沉降与化肥用量的增加 [３５—３６] ꎬ补充了植被所需的营养物
质ꎬ刺激了植被的生理过程ꎬ植被 ＬＡＩ 明显增加( 表 ２) ꎬＥＴ 也随之增强ꎮ

土地利用类型对 ＥＴ 变化特征的影响至关重要ꎬ在长时间的模拟中土地利用类型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

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会增加区域 ＥＴ 的不确定性 [３７] ꎬ在研究中必须考虑下垫面改变对区域 ＥＴ 可能产生的影
响ꎮ 本文根据 １ ｋｍ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识别其变化ꎬ发现 ３９ 年间土地利用类型发生改变的像元仅为 １％ꎬ故在
研究该区域 ＥＴ 归因时可以忽略ꎬ但采用的数据像元为 １ ｋｍ 分辨率ꎬ亚像元级的实际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有可
能被混合像元掩盖ꎬ在今后的研究中ꎬ需要更精细的、长序列土地利用类型数据ꎬ进一步阐述由于土地利用类
型对该区域 ＥＴ 可能产生的影响ꎮ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ꎬ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概率急剧增加 [３８] ꎬ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对区域水循环可能

有着较大的影响ꎮ 在淮河流域极端湿润的 ２００３ 年ꎬ流域 ＥＴ 出现低谷ꎬ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相对湿度是当年淮
河流域 ＥＴ 的主要限制因子( 表 ４) ꎬ这与长时间序列的归因结果不同ꎬ因此ꎬ如果忽略极端气候条件下的 ＥＴ

变化分析ꎬ可能导致对全球及区域水循环认知的不全面ꎮ 不同极端事件对水循环的影响有较大差别ꎬ加强不
同极端气候条件下 ＥＴ 的变化特征及归因的定量分析ꎬ可以更有效的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决策服务ꎮ 本
研究对极端湿润条件下淮河流域 ＥＴ 特征的定量归因分析ꎬ对全面认识该流域 ＥＴ 变化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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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采用经验证的 ＢＥＰＳ 模型模拟淮河流域 ＥＴꎬ在此基础上ꎬ剖析了 ＥＴ 的时空分布特征、区域重心迁移

过程以及 ＥＴ 对环境因子的敏感性ꎬ进一步量化了环境因子对 ＥＴ 变化的贡献率ꎬ揭示淮河流域地区 ＥＴ 对气
候及植被变化的响应特征及其主控因子ꎬ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淮河流域多年平均 ＥＴ 年总量为 ５４９.８３ ｍｍꎬ且呈显著上升趋势ꎬ线性趋势率为 ４.４１ ｍｍ / ａꎬ夏季 ＥＴ 占全

年 ＥＴ 的比值达到 ４７.６３％ꎬ且上升趋势在四季中最显著ꎮ 多年来ꎬＥＴ 高值区位于中东部和南部ꎬ同时重心模
型显示高值区域呈显著的由北向南移动趋势ꎮ 根据敏感性系数结果表明ꎬ研究区域内 ＥＴ 对气温的变化最为
敏感ꎬ其次为 ＬＡＩꎻ综合各环境因子的变化和 ＥＴ 对因子的敏感性系数ꎬ多年来 ＬＡＩ 对 ＥＴ 年总量变化影响最
大ꎬ相对贡献率达到了 ４４.５１％ꎬ而对冬季 ＥＴ 总量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气温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特湿润年 ＥＴ 变
化的影响因子与常规年份不同ꎻ在特湿润年份ꎬ高相对湿度是引起当年 ＥＴ 明显偏低的最主要因素ꎮ 研究结
论可以为有效应对未来淮河流域环境变化及极端气候事件对水循环的影响以及区域水资源合理分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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