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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类对于河流的开发利用日益增强，显著改变了河流的天然径流过程，生态供水不足成为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
制约因素。 以山西省汾河流域为研究区，基于天然和实测径流数据，利用 ＳＷＡＴ 模型分别模拟了流域近 ３０ 年天然径流和
近 １０ 年跨流域调水情况下现状径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流域各河道生态流量及现状径流量进行时空量化，探讨了不同生态
流量标准下生态缺水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１） 汾河流域各河道生态流量时空差异明显，汛期（ ０．５０—

１８．８０ｍ３ ／ ｓ） 河道生态流量需求显著高于非汛期（０．０５—１．８１ｍ３ ／ ｓ） ，总体分布特征为中下游干流远高于上游支流；（ ２） 在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的不同生态流量标准下，汾河流域非汛期生态流量保障情况整体优于汛期，高频缺水区主要分布在支流，呈上下游分散分布；
（３） 在中等级生态流量标准下，流域约 ８４％ 的区域能保障基本生态流量需求，关键缺水区为岚河、潇河、浮山县及浍河地区；
（４） 建议流域生态补水在时间上侧重汛期补水，空间上侧重高频缺水地区，基于流域生态缺水量时空分布特征分配跨流域调水
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研究从时空上量化了跨流域调水工程实施后流域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可以为未来流域水资源管理
提供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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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ＳＷ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ｔ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随着人口数量的显著增多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在诸如工业、农业和生活等方面消耗的水资源越
来越多，以人类用水需求为中心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导致河流水系的生态环境显著恶化，河流生态问题凸
显 ［１］ 。 生态流量作为维持和保障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基础，旨在维持河道内最基本的水量以尽可能满
足天然状态的需要，近年来已成为许多科研与管理方面的研究热点 ［２—４］ 。 并且，随着人们生产生活及城市化
建设发展，城市的水源供给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５］ 。 多元水源供给条件为生态补水提供了基础，保障河道生

态流量成为流域生态恢复工作重点内容 ［６—７］ 。 河流生态流量指维持河道及河口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维持人类
生存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所需要的水量、时间和水质 ［８］ 。 广义来说，河流生态流量既包括维持河道生态系
统所需要的流量过程，也包括与河道相连的湖泊、河口、湿地等系统的需水量，又被称为“ 生态需水量” ［９］ 。 其
计算方法包括水文学法、水力学法、栖息地模拟法以及综合法等四类 ［１０］ 。 其中水文学和水力学法计算相对简
单，所需参数少，应用最为广泛 ［１１］ 。

然而，长期以来的研究主要关注主河道或流域出口的生态需水量计算，且河流生态补水计算多是基于固

定值，缺乏科学的流域时空分配方法 ［１２］ 。 已有学者从河流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从时间上对生态流量进行细
化，以反映自然水文过程的波动性和变化性 ［１３］ ，但对流域整体生态流量的计算仍较为单一，特别是在河道复
杂的大面积流域，如何考虑水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尚缺乏相关方法和案例研究 ［１４—１５］ 。 针对河流生态流量研
究不足的现状，本文以山西省汾河流域为研究区，基于水文模型模拟和河流生态流量理论，对流域各河道生态
流量和生态补水量进行时空量化研究，并据此提出河流生态补水政策和建议，以期为流域水资源配置管理提
供决策支持。
１

研究区概况
汾河流域地处山西省的中部和西南部，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省最大的河流。 其发源于宁武县

管涔山雷鸣寺的上游，在运城市河津汇入黄河，流经忻州市、太原市、晋中市、吕梁市、临汾市、运城市 ６ 个地
市、３４ 个县市，流域面积约为 ３９７４１ ｋｍ ２ ［１６］ 。 汾河流域按河流特征可分为上、中、下游三段；太原兰村以上为
上游，太原兰村至洪洞赵城为中游，中游断面以下，至万荣县庙前村入黄河口为下游。 作为山西省严重缺水区
域，汾河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仅有 ３０．１ 亿 ｍ ３ ，以全省 ２７％的水资源和 ２５％的土地承载着全省 ３９％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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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和 ４２％的 ＧＤＰ，整体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 ８０％以上，
区域地下水超采、地表径流减少问题严重 ［１７］ 。 为了恢
复“ 汾河流水哗啦啦” 的景象，山西省于 ２００８ 年启动了
千里汾河清水复流工程，通过水量调度、污染治理等相
关措施，改善汾河水环境和水生态。 目前向流域供水的
调入水工程包括：万家寨引黄南干线工程、引沁入汾和
川取水输 水 工 程、 禹 门 口 引 黄 工 程， 调 水 站 点 分 布 见
图 １。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ＳＷＡＴ 模型

本研究采用 ＳＷＡＴ 模型（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模拟汾河流域的天然及实际径流过程。 该模型是

由美国农业部（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ＳＤＡ） 和农业研究中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Ｓ） 开发的长时间分布式水文模型，具有很强的物理
机制，在综合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基础上，能够
较好地模拟大尺度流域的地表径流过程 ［１８］ 。 模型自开

图１

汾河流域子流域划分及编号

发以来，已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应用，对流域均能达到良好的模拟效果 ［１９—２０］ 。

ＳＷＡＴ 模型建立所需的基础数据包括：流域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Ｍ） 、土地覆盖 ／ 土

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与土壤属性库、气象水文观测数据（ 降水量、日最高 ／ 最低温度、日相对湿度、日平均风
速和日太阳辐射） 等，且所有数据需在同一投影和空间坐标系下 ［２１］ 。 构建汾河流域 ＳＷＡＴ 模型使用的主要数
据来源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汾河流域 ＳＷＡＴ 模型基础数据及来源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Ｗ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ｓ

规格 Ｄａｔ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０ 米分辨率（２０１５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遥感解译，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５ 个站点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

３０ 米分辨率

土壤类型和土壤属性 Ｓｏｉ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ｄａｔａ

３０ 米分辨率

土地覆盖 ／ 土地利用 Ｌａｎｄ ｕｓｅ

日气象数据 Ｄａｉｌｙ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月均流量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ｆｌｏｗ

ＤＥＭ，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１ 个站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

地理空间数据云

世界土壤数据库，山西省土种志
山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首先，基 于 汾 河 流 域 ＤＥＭ 数 据， 使 用 ＳＷＡＴ 模 块 中 的 自 动 水 系 提 取 功 能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生成河网，界定研究流域总出口。 子流域的划分根据适度指数法，将由 ＤＥＭ 数据提取的河网总

长度与实际河网进行对比，选取模拟河网与实际河网的河道偏差最小时的集水面积作为集水面积阈值 ［２２］ 。
在集水面积阈值 ８００ ｋｍ ２ 的尺度上，将研究区划分为 ３０ 个子流域，结果如图 １。 最后，在子流域的基础上，进
一步基于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和坡度范围等划分水文响应单元（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Ｕｎｉｔ， ＨＲＵ） ，使模
型能够反映不同土地利用 ／ 覆盖、土壤和地形坡度的差异，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为对比量化天然径流和现状径流特征，本研究分别基于天然径流数据和实测径流数据构建汾河流域天然

及实际水文模型。 天然径流指的是未受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流域天然流量，它与实测径流的差别在于天然径流
包括实测径流和受人类活动影响部分的河川径流量两部分。 其中受人类活动影响部分的河川径流量主要包
括：灌溉用水、工业和生活用水、水库蒸发和渗漏水量和流域引调水资源 ［２３］ 。 在模型构建过程中，相比于流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４ 期

焦丽君

等：基于 ＳＷＡＴ 模型的汾河流域生态补水研究

５７８１

天然模型，实际水文模型在基础模型建设上加入人为用水活动，包括跨流域调水工程、水库、取水工程和引水
灌溉等。 对于汾河流域天然径流的模拟，为了使年均径流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将汾河流域天然 ＳＷＡＴ 模
型的模拟跨度设置为 ３０ ａ，时间为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 对于汾河流域实测径流的模拟，模拟时段应包含各种水文

年型，且为跨流域工程实施以来流域径流现状，因此模拟时间选择最近的 １０ ａ，时间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另外，
在模型运行之前，为了消除初始状态对系统的影响，使系统进入相对稳定期，分别选择模拟时间的前两年作为
模型预热期，在模型预热期内模型不输出模拟值。
天然径流量与实测径流量之间的计算公式如下 ［２３］ ：

Ｗ 天然 ＝ Ｗ 实测 ＋ Ｗ 灌溉 ＋ Ｗ 工业 ＋ Ｗ 生活 ＋ Ｗ 水库 ± Ｗ 引水

（１）

式中： Ｗ 水库 指水库工程蓄水变量，包括水库蒸发和渗漏等。

对于模拟结果，本文采用决定系数（ Ｒ ２ ） 和效率系数（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ＳＥ） 进行模型适

用性评价。 决定系数（ Ｒ ２ ） 表示模型模拟的结果和实测数据的相关性，取值为 ０—１，值越大则模拟结果和实测
数据的趋势性越相近 ［２４］ 。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 ＮＳＥ） 表示模型模拟结果的可信度，主要用于衡量模拟结
果与实测结果之间的拟合程度 ［２５］ 。 效率系数（ ＮＳＥ） 的取值为负无穷到 １，值接近 １，表示模型质量好，可信度
高；值远远小于 ０，则模型不可信 ［２６］ 。 由于收集的数据有限，模型的率定验证期设置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 对于
汾河流域天然模型，模拟结果指天然模型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月径流模拟值，实测结果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还原后天
然月径流量；对于汾河流域实测模型，模拟结果指实测模型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月径流模拟值，实测结果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年实测月径流量。

２．２

河道生态流量评估

本研究采用水文学的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计算汾河流域内各河道生态流量，并对计算结果利用生态流量标准等级

加以评估。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基于预先确定的天然径流百分比计算河流生态流量值，可将河道生态环境状况划分为
最佳范围、非常好、好、中、差等不同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生态流量标准 ［２７］ 。 其中，中等级为维持河流生态系
统健康的基本等级，其流量计算值为生态流量目标值。 在时间上，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综合考虑水生生物发育期和鱼类
产卵育幼期划分为汛期（４—９ 月） 和非汛期（１０ 月—次年 ３ 月） 两个时间段 ［２８］ 。 而我国北方河流的径流与降
水相关性很强，基于汾河流域年内降水分布特征，本研究将汛期时间修正到 ５—１０ 月，非汛期时间修正到

１１ 月—次年 ４ 月，基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各河道汛期和非汛期多年平均天然径流模拟值计算生态流量 ［２９］ 。
不同生态环境状况的流量百分比，见表 ２。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生态流量标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非汛期 Ｎｏｎ⁃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汛期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不同生态流量状况的流量占比 ／ ％

Ｆｌｏ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最佳
Ｏｐｔｉｍｕｍ

非常好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好
Ｇｏｏｄ

中
Ｆａｉｒ

差
Ｍｉｎｉｍｕｍ

６０—１０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１０

６０—１０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为了弥补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反映河流生态需水年内季节性变化方面的不足，本研究在计算中将多年月均流量区

分为非汛期和汛期两个部分。 分别以非汛期多年平均流量和汛期多年平均天然流量为基础计算非汛期和汛
期的各河道天然流量，以更好地反映出季节变化较大的河流在不同时期的径流变化特征。
２．３

生态补水量化
生态补水的目标是使补水后河流径流能够满足一定的生态流量标准要求 ［３０］ 。 基于此，本研究将不同生

态状况等级下的河流流量值作为目标函数，具体如下：

Ｗｉ ＝ Ｗａ ＋ Ｗｓ
式中， Ｗ ｉ 为生态环境状况 ｉ 等级下的目标水量； Ｗ ａ 为河道现状水量， Ｗ ｓ 为河道生态补水量。

（２）

不同生态环境状况下目标水量的计算基于 Ｔｅｎｎａｎｔ 标准系数和历史天然流量进行，由于各河道天然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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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实际观测，采用基于流域天然状态建立的 ＳＷＡＴ 模型对汾河流域天然径流量进行模拟，从而获得生态补
水量计算基本参数。 对于流域内各河道现状径流量，采用基于流域现状建立的 ＳＷＡＴ 模型模拟获得流域内各
河道现状径流量空间分布数据 ［３１］ 。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模型率定及验证
在径流模拟过程中，本文利用 ＳＷＡＴ⁃ＣＵＰ（ ＳＷＡＴ⁃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软件对流域天然及

实测模型进行自动率定，并根据径流敏感度从参数库中选取 １１ 个径流敏感度较高的参数确定为率定参数
（ 表 ３、表 ４） 。 根据获取的汾河流域出口河津水文站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径流天然及实测数据，将模型预热期设
为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率定期设定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验证期设定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其中，径流天然数据指还原
后天然流量，是在实测数据的基础上由实测径流量、地表水耗水量和蓄变量等还原计算得到 ［２３］ 。 具体模拟结
果见图 ２—图 ４。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ＷＡＴ 模型参数

ＳＷ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类别
Ｔｙｐｅｓ

参数名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ｎａｍｅ

含义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类别
Ｔｙｐｅｓ

参数名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ｎａｍｅ

地下水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ＬＰＨＡ＿ＢＦ

基流 α 因子

土壤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Ｋ

土壤层饱和导水率

ＳＯＬ＿ＢＤ

土壤湿密度

径流 Ｆｌｏｗ

ＣＮ

ＳＣＳ 径流曲线系数

植物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ＷＱＭＮ

浅层地下水回流临界深度

ＧＷ＿ＲＥＶＡＰ

地下水再蒸发系数

ＧＷ＿ＤＥＬＡＹ

地下水延迟时间

ＲＥＶＡＰＭＮ

浅层地下水再蒸发系数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参数名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ｎａｍｅ
ＣＮ２

ＡＬＰＨＡ＿ＢＦ
ＧＷＱＭＮ

ＧＷ＿ＤＥＬＡＹ

ＧＷ＿ＲＥＶＡＰ
ＲＥＶＡＰＭＮ
ＥＰＣＯ

ＳＯＬ＿Ｋ

ＳＯＬ＿ＡＷＣ
ＳＯＬ＿ＢＤ
ＥＳＣＯ

植物蒸腾补偿系数

ＳＯＬ＿ＡＷＣ

土壤层有效含水量

ＥＳＣＯ

土壤蒸发补偿系数

参数率定结果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天然模型率定值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５８．０７

ＥＰＣＯ

含义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实测模型率定值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Ｐ

３９．３１

０．００

３５７３．１４

３５８５．８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２９

１．０６

３５５．５３

０．６９

３７０．５１

２２．６７

４４７．１０

－６６５．５８

－３１４．２９

１．５７

１．６８

０．７２
０．４５
１．０２

０．９７

－０．１４
１．１８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５０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１８

由图 ４ 可知，对于汾河流域天然和实测模型，校准期和验证期的月均径流量决定系数（ Ｒ ２ ） 均大于 ０．８，效

率系数（ ＮＳＥ） 值均大于 ０．６。 当决定系数（ Ｒ ２ ） 和效率系数（ ＮＳＥ） 大于 ０．５ 时，表示校准和验证结果可以接受，
模型模拟能较好的反映流域实际情况 ［２４，２６，３２］ 。 因此 ＳＡＷＴ 模型在汾河流域的模拟结果是可靠的。

３．２

径流变化评估

基于汾河流域 ＳＷＡＴ 模型模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的天然和现状年均径流量，其空间分布如图 ５ 所示。 在人

类活动影响下，汾河流域年均现状径流量较天然径流下降 ３８％，且空间分布格局有所改变。 在跨流域调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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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天然月径流实测值与模拟值散点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ｕｎｏｆｆ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ｕｎｏｆｆ

图３

实际月径流实测值与模拟值散点分布

图４
Ｆｉｇ．４

月径流实测值与模拟值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ｕｎｏｆｆ

ＮＳＥ：纳什效率系数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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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影响下，引水河道（ 子流域 ２ 和 ３、子流域 ２２ 和 ２３） 现状径流较天然径流增加 ７３％，其他地区则受人为用
水活动的影响，年均径流量显著下降 ［３３］ 。

图５
Ｆｉｇ．５

汾河流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均径流量空间分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８

为了进一 步 评 估 人 类 用 水 活 动 对 流 域 天 然 水 文 状 况 的 影 响 程 度， 根 据 《 水 文 情 报 预 报 规 范》 （ ＧＢ ／

Ｔ２２４８２—２００８） 中的距平百分率划分径流丰平枯的标准，本研究选择了 ３ 个典型水文年型（ 距平百分比 Ｐ ＞

１０％，１０％≥Ｐ＞ － １０％，Ｐ ≤ － １０％） ， 使用 各 水 文 年 的 天 然 和 现 状 流 量 数 据 来 对 比 评 估 其 水 文 状 况 变 化 情

况 ［３４］ 。 基于模拟的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的天然流量数据，计算各年流量的累计距平百分比，确定丰水年（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平水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和枯水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

由图 ６ 可知，流域实测流量多年月均值显著低于天然流量，整体约为天然月径流量的 ５０％，其中非汛期

３ 月份的实测径流变化最大，径流削减幅度约为 ８６％。 总体而言，受人为用水活动影响，非汛期月径流削减幅
度高于汛期。 不同水文年型的径流量差值主要出现在汛期，其中以 ７ 月份最为显著，并且即使在丰水年各月
份实测流量仍远小于多年平均天然月径流量，水资源利用消耗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
３．３

生态流量空间分布
根据汾河流域天然状态下建立的 ＳＷＡＴ 模型模拟结果，将河道多年平均天然流量划分为非汛期（ １１—

４ 月） 和汛期（５—１０ 月） 两个阶段计算生态流量。

由图 ７ 可见，各河道生态流量与河道在流域中的位置有明显的关系。 对于下游和干流河道，历史天然流

量高，河道生态流量需求大。 河道生态流量最小值出现在子流域 ５，值为 ０．２７ｍ ３ ／ ｓ；最大值出现在汾河流域总
出口子流域 ３０，值为 １０．３１ｍ ３ ／ ｓ。 同时河流生态流量空间分布特征不随季节变化，不同水文时期空间分布特
征一致。 在非汛期 １１—４ 月份，流域各河道河流生态流量值为 ０．０５—１．８１ｍ ３ ／ ｓ，最大值出现在流域出口河津
站点。 在汛期 ５—１０ 月份，流域各河道生态流量值为 ０．５０—１８．８０ｍ ３ ／ ｓ。 值得注意的是，河流生态流量大小受
降水量影响显著，汛期降水量高，生态流量大，整体上汛期生态流量约为非汛期的 １０ 倍。

３．４

不同生态流量标准下河流缺水评估

基于 Ｔｅｎｎａｎｔ 标准系数表，在不同河道生态环境状况标准下，获得不同生态需求下河流缺水量时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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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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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８５

汾河不同水文年下现状与天然月均流量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ｓ

图７
Ｆｉｇ．７

汾河流域河流生态流量空间分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ｉｎ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图（ 图 ８） 。 在差等级下，流域汛期和非汛期均无生态缺水现象，整体生态流量保障度较高，保证度最小值为

１６２％。 在中等级下，非汛期部分支流出现生态缺水现象，缺水量为 － ０．２６—０．０５ｍ ３ ／ ｓ，严重缺水区分布在浍河
（ 子流域 ２７） 流域。 在好等级下，汛期和非汛期均出现缺水区域，非汛期缺水量为 － ０．０３５— － ０．０２ｍ ３ ／ ｓ，汛期为
－ ０．５５— － ０．１３ ｍ ３ ／ ｓ。 在最佳等级下，非汛期和汛期的河流缺水呈多区域分布，非汛期缺水区域包括子流域

１、８、２５ 及 ２７； 汛 期 缺 水 区 较 之 前 不 同， 在 流 域 上 中 下 游 普 遍 分 布， 其 中 流 域 出 口 缺 水 量 最 大， 约 为
－ １０．０ ｍ ３ ／ ｓ。

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季节，子流域 ２５ 和 ２７，生态缺水频率最高，约为 ６３％；其次为子流域 １ 和 ８，缺水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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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５０％。 整体上，汾河流域非汛期生态流量保障情况优于汛期，高频缺水区主要分布在支流，呈上下游分
散分布。 因此，流 域 生 态 补 水 在 时 间 上 应 侧 重 于 汛 期 补 水， 在 空 间 上 应 侧 重 于 高 频 缺 水 河 道。 此 外， 在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所划分的 ８ 个生态流量标准中，中等级生态流量指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水量，即在
广义上的生态流量 ［３５—３７］ 。 在中等级生态流量标准下，流域约 ８４％ 的区域满足生态流量需求，为进一步改善
流域流量生态现状，需要在 ５—１０ 月对岚河（ 子流域 １） 、潇河（ 子流域 ８） 、浮山县（ 子流域 ２５） 及浍河（ 子流域

２７） 地区进行生态补水，补水量见表 ５。

图８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中等级生态标准下汾河流域生态补水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生态补水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月补水量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 ×１０ ｍ ）

４

不同生态流量标准下河流缺水量时空分布

４

３

岚河

潇河

１９

１５

汛期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浮山县

浍河

１５

６８

结论和建议
本文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区，从保障流域各河道生态流量角度出发，首先基于流域天然径流数据模拟还原

了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天然径流过程，在此基础上量化整个流域各河道生态流量，然后基于流域现状径流
模拟结果，分析了跨流域调水后汾河流域生态缺水现状。 结果表明：

（１） 汾河流域各河道生态流量空间差异明显，干流生态流量远高于支流，中下游高于上游，且汛期和非汛

期生态流量空间分布特征一致。

（２） 汛期河道生态流量需求远高于非汛期，在不同的生态流量标准下，非汛期生态流量保障情况整体优

于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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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当前的径流量和跨流域补水情况无法保障全流域生态流量需求，基于汛期和汛期综合分析，岚河、潇

河、浮山县及浍河出现生态缺水频率最高。

（４） 现有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虽极大的增加了流域整体水资源量，但空间上分布不均，对流域整体生态流

量保障状况改善较小。

（５） 由于关键生态缺水区呈流域内分散分布，后续应针对相应河道生态流量缺水现状，更合理的进行调

水资源量的空间分配以使流域整体满足生态流量需求。

本研究在流域水文模型模拟基础上，揭示了汾河流域生态流量时空分布特征和各河道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时空分布特征。 但由于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中设定的分期百分数不一定能满足鱼类卵育期的具体要求，后续的生态需
水研究中可以进一步结合汾河流域鱼类产卵场、栖息地的生态环境需求，对河道水力条件进行细化，以更好地
满足汾河流域实际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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