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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朝阳地区的干旱特征及对社会"

经济与环境的影响
赵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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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干旱发生时"为了解决农业缺水问题"主要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来获取新的水源$ 为此本文以大凌河

为例"研究干旱对社会及经济环境的影响"目标是尽可能地满足供水"以便确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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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特征

朝阳地区历史上素有%十年九旱'之称#降水量少

而集中#干旱和水资源贫乏是朝阳地区的基本环境特

征#是造成朝阳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朝阳经

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受干旱气候和水文变化趋势影

响#朝阳地区的干旱灾害不断加剧#频繁发生的干旱给

朝阳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因此#对朝阳地区的干旱灾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性和必要性( 朝阳市和与其相邻的阜新市是全省干

旱最严重的地区#干旱频繁发生#干旱灾害严重( 因

此#选择朝阳市大凌河流域作为案例来研究干旱对社

会所造成的影响(

#(降水对干旱的影响

朝阳市大凌河流域的干旱特征可以从流域的水循

环状况明显地反映出来( 本次研究选取流域内 KK 个

雨量站的 #OL"*J$#$ 年降雨观测资料#用算术平均

法#计算朝阳市大凌河流域逐月降雨量( 从降水分析

可以看出#朝阳市大凌河流域降水量偏少且年际变化

很大##OL"*J$#$ 年的平均年降水量为 RL#QK??#而

降水量最大的 #OOR 年达到了 LKTQM??#降水量最小的

#OMJ 年仅 JMOQO??( 降水量偏少#年际变化大#造成

朝阳市大凌河流域干旱的频繁发生且灾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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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市大凌河流域的降水具有十分明显的季节

性( #OL"*J$#$ 年平均年降水量 RL#QK??#其中 "*O

月的平均降水量为 R#$QM??#占年降水量的 MLQJS#

其余 L 个月的降水量非常少( 图 # 直观地反映了流域

内降雨量的季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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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朝阳市大凌河流域各月平均降水量

对枯水季节降水量的统计#可以进一步反映朝阳

市大凌河流域年降水的季节性变化( 从 #OL"*J$#$

年的枯季降水量统计看##$ 月至次年 R 月的平均月降

水量不超过 J#??#而 ## 月至次年 K 月的平均月降水

量则不超过 LQ#??( 只有个别年份#在 #$ 月和 R 月出

现了较大的降水#如 #OLL 年 #$ 月的月降水量达到

L$QO??##OMK 年 R 月的月降水量达到 MKQR??#而 ##

月至次年 K 月的最大降水量为 K$??左右#这种最大

值只在很少的年份中出现#就大多数年份而言#枯水期

的降水很少(

这样的降水年内分配在径流方面的反映是!地表

径流和地下径流都基本上产生于雨季#枯水期的降水

基本上被蒸发掉#一般不会产生径流#枯水季节的径流

量主要是雨季产生径流量的退水过程"主要是地下径

流的退水过程$#雨季降水量的多少基本决定了年径流

量的多少(

因此#"*O 月降水量对于是否发生干旱和干旱严

重程度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O 月也是农作物的生

长期#此时如降水偏少将导致雨养农业的干旱( 在此

期间#连续 K 周左右不降水就会产生农业干旱#连续

#*J 月不降水就会引起水文干旱甚至较严重的社会&

经济干旱#如果连续发生数年的雨季气象干旱#就会产

生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水文干旱和社会&经济干

旱( 容易发生持续数年的连续干旱#是朝阳市大凌河

流域的一个重要特征#由图 # 可以明确看到这种干旱

特征( #OOK 年&#OOL 年由于降水偏少#造成当年的径

流明显减少#形成水文干旱/而 #OOO*J$$$ 年的连续

雨季少雨造成了连续的径流偏少#形成严重的水文

干旱(

经常发生连续数年的干旱是朝阳市大凌河流域规

划的重要特征( #OM$*#OMK 年##OOO*J$$J 年#都发

生了连续 R 年的干旱( 连续干旱造成的社会经济危害

十分严重#因为连续的干旱使地表径流量和地下径流

量持续减少#造成水库和地下水调蓄能力的丧失#造成

非常严重的灾害(

%(径流对干旱的影响

径流量的年际变化进一步反映了朝阳市大凌河流

域干旱的频繁发生和干旱程度的严重性( 图 J 为朝阳

市大凌河流域逐年天然径流量的变化曲线#基于 /*P0

b+1*.模型的计算成果( 朝阳市大凌河流域 #OL$*

J$$" 年平均年径流量 "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为

MQR# 亿?

K

#但在最干旱的 #OM# 年#年径流量仅为

KQ#L 亿?

K

( 由图 J 可发现#大量的径流集中在几个大

水年#而其他年份径流量很少#这导致了水资源可利用

量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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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朝阳市大凌河流域天然径流量多年变化

图 K 进一步反映了朝阳市大凌河流域历年降水量

和天然径流量变化的距平值( 可见#降水量的变化#在

蒸散发的作用下#导致了更大程度的径流量变化( 这

是流域气象条件和下垫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降

水量丰沛的年份#由于降雨日数和云量的增加#致使日

照减少#温度降低#导致蒸散发能力减少#从而使径流

量加大/在降水量少的年份#无雨日和云量减少#日照

增加#温度升高#天气干燥#导致了蒸散发能力增大#从

而使径流量进一步减少( 由此#使径流量的变化比降

水量的变化更加剧烈( 在这其中#由于人类不合理的

社会经济活动对下垫面条件的改变#可使蒸散发量进

一步加大#从而导致更多的降水量被蒸散发( 径流量

年际间的剧烈震荡进一步反映了朝阳市大凌河流域干

旱发生的频率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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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朝阳市大凌河流域降水&径流距平图

不同保证率情况下的降水量和水资源量可以进一

步反映干旱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朝阳市大凌河流

域地处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基本上与地表水资源量

相重复#地表水资源量基本反映了水资源总量#因此未

作水资源总量的统计分析( 在 L"S保证率情况下#

年降水量比多年平均值减少 #"QLS#年径流比多年

平均值减少 RKQOS( 在 O"S保证率情况下#年降水

量比多年平均值减少 KKQ#S#年径流比多年平均值

减少 TLQOS(

'(用水状况及对干旱的影响

水资源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干旱的发生和

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量明显增加(

流域总用水量从 #OM$ 年的 JQ$# 亿 ?

K

#增加到 J$$" 年

的 KQ"" 亿?

K

#是 #OM$ 年用水量的 #QM 倍( 其中#J$$"

年农业用水量是 #OM$ 年的 #QOT 倍#工业用水量是

#QT$ 倍#城市生活用水量是 JQMO 倍#农村人畜饮水为

#QKJ 倍(

用水量的大幅增加#进一步导致了干旱时期缺水

问题的加重( 通过上述分析可明显看出干旱可能出现

的频次和缺水程度( 以 J$$" 年的用水量代表现状用

水量#通过对 #OL$*J$$" 年的天然来水进行推算#会

发现在未来同等气候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缺水量的严重

情况#缺水量还没有反映雨养农业的缺水情况(

在朝阳市大凌河流域#从社会&经济&环境用水需

求的角度来看#降水量的减少首先造成的是雨养农业

的干旱( 在雨养农作物的生长期#只要连续一个月降

雨偏少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雨养农业干旱( 因此#在

一些年份虽然年降水量并不偏少#但作物生长期某一

阶段降水量偏少#也会产生雨养农业干旱( 受气候和

下垫面条件的影响#降水量年内分配对雨养农业干旱

的影响非常灵敏(

若降水持续偏少#就会出现地表径流的大量减少

和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形成水文干旱( 此时#就会进

一步导致灌溉农业取水困难&流域上游偏远山区农村

居民生活用水困难#造成比较严重的粮食和其他农作

物减产( 偏远山区农民人畜饮水困难是朝阳市大凌河

流域经常发生的一种干旱灾害( 在朝阳市大凌河流

域#河流干&支流的上游山区居住有大量的居民( 由于

地处上游#集雨面积小#地下水含水层对水的调蓄能力

很差#当干旱持续发生时#常常是河流断流#潜层地下

水含水层取不出水#出现饮用水的困难( 为了生存#他

们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取水( 近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

很多措施#如为村民打深水井&采取移民动迁的扶贫方

式使这些农民搬迁到生活和生产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地

方#但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当干旱持续

发生时#这些居民就会出现饮水困难#干旱越严重#受

灾人口越多(

G(结(语

当降水持续减少进而导致地表&地下径流量大幅

减少时#就会出现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的短缺( 由于

城市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水源条件要优于农业灌

溉#其用水保证率也高于农业灌溉#因此工业和城市生

活用水的短缺要迟于灌溉用水的短缺( 同时#由于朝

阳市城区位于大凌河流域的中游#水源条件相对好一

些#一般情况下发生城市缺水的情况比较少#但处于河

流上游的县城#往往城市缺水问题比较严重( 随着河

流径流量的减少甚至断流#河道环境容量降低#污染

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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