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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突变理论的区域地下水资源开采阈值研究
都吉龙

!古城镇政府" 辽宁 桓仁!EEMH"I#

!摘!要"!本文以辽宁省台安县为研究基点"探讨了人类活动对地下水资源开采阈值的影响% 以人类活动对水资

源的影响程度为状态变量"水量指标为主控制变量"经济活动为次控制变量"利用突变理论中的尖点突变模型计算

求解出水资源系统达到平衡时的地下水供应量"即为当地地下水资源开采阈值%

!关键词"!地下水&开采&阈值&突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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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资源#水资

源短缺与水生态恶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因素% 由于人类活动#特别是农业种植面积的

扩大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水资源供需矛

盾将更加尖锐% 台安县位于辽宁省中部平原地区#是

辽宁省工农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生活和工业用

水量不断增加#部分地区的地下水超采严重% 对该县

的地下水资源开采阈值展开研究#不仅可以为当地的

水资源分配提供参考依据#还可以为其他地区的水资

源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

+%研究区概况

台安县地处辽宁省中部略偏西南地区#地理坐标

为东经 EHHbEEgREHHbI"g#北纬 IEb"EgRIEb#Ig

'E(

% 该

县处于辽河&浑河&绕阳河的下游#在沈阳&鞍山&营口&

辽阳等辽宁中南部主要城市的环抱之中#地理位置十

分重要% 台安县总面积 E#KKL5

H

% 全县辖台东街道办

事处&八角台街道办事处&高力房镇&黄沙坨镇&新开河

镇&桑林镇&韭菜台镇&新台镇&富家镇&西佛镇&达牛镇

等 EE 个乡镇#H"I 个村#总人口约 #K 万#其中城镇人口

为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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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安县位于辽宁中南部平原的腹地#境内无山#地

势平坦#整体地势呈北高南低#平均海拔 $ RM5% 该县

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变化较大#主要气候

特征是四季分明#雨热同期'H(

% 台安县自然资源丰富#

属于辽宁省的主要农业区% 全县有耕地 FIJ$ 万亩#土

质肥沃#集中连片#盛产玉米&水稻&大豆&棚菜等%

'%区域地下水资源开采阈值确定模型

HJE!突变理论

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都是不连续的#这种不连续

不仅可以体现在时间上#还可以体现在空间上% 但是#

对研究对象的数学描述往往依赖于连续性的模型#这

必然会影响到计算精度#毕竟很多东西是无法预测的%

突变理论是由法国数学家 e0+5创立的专门研究

不连续现象的数学分支#起源于光滑映射的 Y0)/.1;

奇异性理论以及动力学系统下的分叉理论'#(

% 一般意

义上的突变理论指的是初等突变理论% 突变模型的研

究对象是系统的势函数#其由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组

成% 在不超过 I 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势函数有尖点

突变&折叠突变&椭圆脐点突变&燕尾突变&抛物脐点突

变&蝴蝶突变&双曲脐点突变'I(

% 突变理论在提出之初

曾受到强烈质疑#但是实践证明其具有良好的应用效

果#并逐渐被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G(

% 基于研究对象

的特征#本文采用尖点突变模型对台安县区域地下水

资源开采阈值进行研究%

HJH!尖点突变模型

尖点突变模型是突变理论中的重要模型#其势函

数的标准形式如下'$(

!

K"Q$ 6Q

I

S1Q

H

S,Q "E$

式中!Q---状态变量)

1---主控制变量)

,---次控制变量%

对尖点突变模型的势函数求导#即可获得平衡曲

面方程!

9K"Q$

9Q

6IQ

#

SH1Q

H

S,6" "H$

!!将式"E$和式"H$联立#消去Q#即可获得分叉点方

程#其表达式如下!

K1

#

SHM,

H

6" "#$

!!则尖点突变判别式为

#

6K1

#

SHM,

H

"I$

!!由突变理论#系统所处的状态是由控制变量 1和,

的变化情况决定的% 特别的#当尖点突变判别式的值

为零时#整个系统处于一种临界状态#控制变量的微小

变化即可引起系统的质变% 基于上述分析#寻求这个

突变的临界点就成为尖点突变研究的核心%

HJ#!基于人类活动影响的地下水资源开采阈值

尖点突变模型

!!上节中的尖点突变模型为确定区域地下水资源的

开采阈值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而其中最重要的

工作就是确定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 我们知道#影响

某区域内地下水资源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气候&

地质&补给等自然因素)二是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等

人为因素% 当前#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不

断加深#特别是对水资源的大量索取#使人为因素成为

影响地下水资源的重要因素% 为此#研究过程中将人

类活动对区域地下水资源的影响程度作为状态变量#

充分考虑研究区内工业&农业以及社会生活对地下水

资源状态变化综合影响#进而探究出研究区内地下水

资源的最佳开采量% 据此#研究中选取地下水量为主

控制变量 1#以经济指标为次控制变量 ,% 其中#地下

水量指标为地下水资源供水模数与人均地下水资源量

的耦合值)经济指标则为生产总值&纯收入与水利投入

的人均值的耦合值%

将上述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用式"G$和式"$$计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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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节的尖点突变模型平衡曲面方程#进行变

换可得!

IQ

#

69H1Q9, "M$

式中!Q---人类活动对地水资源的影响程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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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水量指标)

,---经济指标%

尖点突变平衡曲面的拟合式为

36D

E

"9H1VQ$ SD

H

"9,V$ SD

#

"K$

式中!1g---地下水量指标的归一化值)

,g---经济指标的归一化值%

将式"K$表示为矩阵形式并求解得!

1 6D

E

1V

,6D

H

,V9D

{
#

"F$

!!将 1和,的值代入式"F$#即可求得判别式
#

的

值% 建立其与地下水资源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即可求

得当判别式为零时对应的地下水供水量% 此时地下水

资源系统恰好处于临界状态#因此供水量就是当地地

下水安全开采的上限#也就是本次研究所要得到的地

下水资源开采阈值%

$%台安县地下水开采阈值计算

#JE!变量数据处理

基于台安县水利综合统计年报中的地下水资源数

据#利用模糊优选模型'K(获得当地人类活动对地下水

影响程度指数% 以富家镇为例#选取 H""$-H"EG年的数

据为状态变量#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的结果见表 E%

表 +% 富 家 镇 人 类 活 动 对 地 下 水 影 响 程 度 指 数

年份 H""$ H""M H""K H""F H"E" H"EE H"EH H"E# H"EI H"EG

影响程度指数 $JI"G GJKEE $J"MH GJ$K" $JEHM $J"H$ $J$"F MJ#M$ $JF$I $JKFI

归一化值 "JGME "JFHH "JM$K "JFFF "JM#G "JMFG "JIGE "J""" "JHIH "JHK#

!!根据台安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将各项经

济指标变量分别归一化处理并耦合#计算获取富家镇

地下水开采阈值计算所需的主控制变量和次控制变量

的归一值#结果见表 H%

表 '% 富 家 镇 主' 次 控 制 变 量 归 一 值

年份 H""$ H""M H""K H""F H"E" H"EE H"EH H"E# H"EI H"EG

1g "J""" "J#FH "JH$M "JHKE "JH"$ "JHEK "J$#E "JMII "JKGM EJ"""

,g "J"H" "J"E$ "JE"$ "JEIG "JH#I "J#EI "J#$E "JGEK "JKH$ "JK"$

!!依据表 H 中主控制变量和次控制变量的归一值可

解得D

E

OPHJ$FK#D

H

O#JH#M#D

#

OEJIE$#因此#富家镇

地下水突变平衡曲面方程为! IQ

#

6 GJ#FG1VQ9

#JH#M,V9EJIEG%将所求值代入式"F$#即可获得主&次

控制变量的计算值#其结果见表 #%

表 $% 富 家 镇 主' 次 控 制 变 量 计 算 值

年份 H""$ H""M H""K H""F H"E" H"EE H"EH H"E# H"EI H"EG

1 "J""" PEJ"GF P"JMHH P"JM$" P"JGGM P"JGF" PEJM"I PHJ""F PHJ#EI PHJ$FM

, PEJ#IM PEJ#GF PEJ"$K P"JFIH P"J$GI P"J#FG P"JHI# "JH$I EJH$" EJEF$

#JH!地下水开采阈值的确定

将上节计算获得的主控制变量和次控制变量的值

1和,代入判别式"I$进行分析#其结果见表 I% 由计

算结果可以看出#富家镇各年份的判别式的值呈现出

不断变化的特征% 因此#当地的地下水系统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存在突变的可能%

表 -% 富 家 镇 主' 次 控 制 变 量 计 算 值

年份 H""$ H""M H""K H""F H"E" H"EE H"EH H"E# H"EI H"EG

#

IFJ"H I"JII HMJK# H"JIK E"JEK HJGK P#KJ"I P$#J"G PG$JH# PFKJ#F

*"#*



!!考虑到研究区有较为丰富的地表水水源#根据富

家镇研究时段内地表水与地下水的供水资料#将两者

进行整合并优化配置方案#构建优化后的地下水供水

量与判别式之间的关系为!

#

OP"J"EWSM$JHF% 当

判别式的值为零时#WOM$HF#因此富家镇的地下水开

采阈值为 M$HF 万5

#

%

为了更直观地表达地下水资源的开采利用情况#

引入地下水资源开采利用系数的概念#其定义式为

56

W

C

"E"$

式中!5---地下水资源开采利用系数#万5

#

)

W---地下水资源开采阈值#万5

#

)

C---地下水资源可开采总量#万5

#

%

利用式"E"$计算获得富家镇的地下水开采利用

系数为 "J#K%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出台安县各镇的地

下水开采阈值#结果见表 G% 由表 G 中数据可知#台安

县总的地下水开采阈值为 HGIIG 万 5

#

#地下水资源开

采利用系数为 "J#G%

表 D% 台 安 县 各 镇 的 地 下 水 开 采 阈 值

镇!别
地下水资源可

利用总量Q万5

#

地下水开采

阈值Q万5

#

地下水资源开

采利用系数

富家镇 H""M$ M$HF "J#K

达牛镇 E"EMH HKIK "JHK

西佛镇 GKKM E#GI "JH#

新台镇 EE$EI #$"" "J#E

韭菜台镇 E"KEG HGF$ "JHI

桑林镇 $FI# GIEG "JMK

新开河镇 H"K" #G# "JEM

黄沙坨镇 EH$H $EK "JIF

高力房镇 H"I# IIF "JHH

八角台街道办事处 MKG EKE "JH#

台东街道办事处 E"K$ I"H "J#M

合!计 MHM$# HGIIG "J#G

-%结%论

本文以辽宁省台安县为研究对象#结合人类活动

对地下水资源影响程度指数及优化调配后的地下水与

地表水供水情况#求解出较为合理的水资源开采阈值#

并得到如下结论!

/J突变模型以突变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基于人类

活动影响的地下水资源开采阈值尖点突变模型#为相

关研究提供了数学手段%

BJ利用尖点突变模型#求解出台安县总的地下水

开采阈值为 HGIIG 万 5

#

#地下水资源开采利用系数

为 "J#G%

7J研究结论中的地下水资源开采阈值是以多开

发利用地表水&保护地下水为原则的计算成果#结论可

以为台安县提供各镇的地下水资源开采限制标准#为

该县合理利用水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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