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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候改变情况下的水资源动态
承载力分析

陈丽萍!赵华东!赵华军
!山东临沂水利工程总公司 "山东 临沂!LJ#""##

!摘!要"!气候变化是全球性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气候变化将加深我国水资源的供需之间的

矛盾"对水资源动态承载力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笔者结合实际情况以及多年的水利工作经验"对水资源动态承

载力的概念进行分析"对后期的动态承载力的计算提出一些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并以细河流域为实例进行相关

分析%

!关键词"!气候改变&水资源&动态&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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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情况的改变影响着水资源的动态承载力"进

而加剧我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本文通过构建 ag D̂

B̂ &_动态回归模型.I/

"对水资源的动态承载力进行分

析与计算%

$&研究背景

现阶段"由于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涉及气象(

生态(人文等多方面的学科问题"是一项复杂(庞大的

工程"因此"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水循环

过程的响应以及水量的影响上"对水资源动态承载力

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由于研究的针对性与侧重性"气

候变化情况下对水资源的演变以及适应性方面的应对

策略研究已经相当完善.IDL/

"但是有关水资源动态承载

力的文献相对而言还非常少% 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

水资源的动态承载力也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其计算一

般以序列水文(气象变化为依据"得到未来水平年不同

保证率水资源可利用量.ODQ/

"计算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

水资源承载力% 但是"这种计算方式由于计算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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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精确的历史资料"缺少现代科学对其的考究"因此计

算结果不能作为研究可行对策的依据% 面对资源匮乏

的加剧以及环境的日趋恶劣"开展气候改变情况下的

水资源动态承载力分析研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积

极意义%

#&水资源动态承载力概念及内涵

水资源动态承载力概念!承载力从字面分析为物

理概念"指的是物体在不被破坏的前提下能够承受的

最大负荷% 该概念在水资源领域经过扩展"就变为自

然资源承载力的一部分% 虽然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针

对该概念的表述有些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提出了关

于水资源的可开发规模以及水资源对经济社会的支撑

能力等概念% 水资源动态承载力概念的重新提出改进

了传统计算方式存在的弊端% 传统方式以未来水平年

不同保证率水资源可利用量.Q/为依据"一旦未来一段

时间气候发生变化"水资源情势就会随之变化"这种计

算方式也就失去了意义% 水资源动态承载力的计算根

据是未来年份当气候变化或者人类活动变化下水资源

的量进行承载力的计算%

水资源动态承载力的内涵!着重考虑水资源在受

到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时的动态变化"即内

因与外因"自然与社会的循环方式)区别于传统的水资

源承载力概念"不仅明确了水资源承载对象"还突出了

其动态性"即在不同的时期水资源量能够为经济社会

承载的最大规模"对水资源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发

展进行综合考虑)提出承载标准的评价依据"既要保证

可持续发展"又要维持整个水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实现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确定了水资源承载力评

价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应该将时间限定在人类科学技

术能够企及的时间范围内"将空间限定在以某一具体

的区域为基本研究单位%

%&水资源动态承载力计算方式

OKI!水资源动态承载力计算方法介绍

当前不乏关于水资源动态承载力的计算方式"具

体包括经验公式法(综合评价法与系统分析法% 经验

公式法相对简单"对水资源(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之间

的综合考虑较少% 综合评价法虽然通过与评价标准的

比较得出水资源承载力"有一定的数学依据"但是没有

考虑到水资源的整体性% 系统分析法对水资源承载力

的主体与对象进行综合考虑"研究承载状况"但是在系

统模拟上仍有不足%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研究大量

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模拟和优化的控制目标反推

模型-法"英文简称 B̂ &_% 不仅能够将水循环(经济社

会(自然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而且能够计算

出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OKL!水资源动态承载力计算框架

参照上文提出的 B̂ &_方法"笔者仔细研究了水

资源动态承载能力的概念与内涵"综合考虑内因与外

因对整个水系统的影响"提出水资源承载力的计算框

架% 该框架为,基于预测&模拟&优化的控制目标反

推模型-"英文简称 ag &̂B̂ &_%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图所示"该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充分考虑到气候与人

类的不确定因素"体现出动态的变化特征"既能体现出

过去水资源动态承载力的动态演化过程"也能反映出

未来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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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XSI'DI[\的水资源承载力计算框架图

OKO!ag &̂B̂ &_一般表达式及说明

OKOKI!气候模式输出模块

该计算模型能够考虑到气候变化时以及水资源的

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因此"在该模型中要考虑到

气候变化这个变量本身的影响% 由于气候变化自身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在此不作过多的研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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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模型中引用现阶段认可度较高的气候模型"将不

同气候的变化进行动态模拟%

OKOKL!气象因子与陆面水资源系统之间的输出与

输入关系

!!气候模式的输出"关系着不同时间段与空间区域

上不断变化的气象因子"例如降雨量(温度等% 这些因

素促使陆面水资源发生着变化"改变水资源的径流量

以及水资源量% 所以"建立气象因子与陆面水资源系

统之间的输入输出模型是很有必要的"如此才能更加

客观(精确地将气候变化带来的水资源动态承载力的

变化反映出来% 该模型的建立方法多样"但是仍然存

在很多难点"例如!水文模型与气候模型之间耦合的程

度问题% 虽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但是仍然受到

所需资料与技术的限制%

OKOKO!污染物循环转化关系

污染物从产生与排放"再到转化(吸收"整个过程

十分复杂% 在水资源动态承载力计算模型中"需要将

污染物循环转化关系包含在内"将人类影响下水质变

化的程度进行定量% 例如!可以建立排放污染物量的

计算方式"水质变化的模拟计算"来表达污染物的产生

与转移的过程%

OKOKQ!经济社会相互制约

在经济社会中"各个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甚

至互相制衡% 例如!人口数量的增长必然促进农业

的发展"当人们的饮食问题得以解决就会想更进一

步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人

口的增长促进工农业的发展"但是所需的资源更多"

污染物也随之增多% 由此可见"这些因素之间互相

关联又互相制约% 因此"需要建立它们之间互相制

约的工程%

-&应用实例

QKI!所选区域

所选流域#泗河$总面积 I"QJF=

L

"发源于蒙山腹

地新泰南部太平顶西麓"西南流入泗水县境后改向西

行"至曲阜市和兖州市边境复折西南"交通位置优越"

工业门类以铁矿采选业(钢铁加工业(绿色食品加工业

和机械零部件加工业为主% 河流众多"有多条支流"流

域面积超过 L"""F=

L

"但是水资源的利用率很低"上游

工矿企业排污严重"生态环境已经相当恶劣% 由此可

见"在泗河流域开展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QKL!资料来源

采用国家气象局近 $" 年来对该流域进行观测的

气象资料)采用该区域水文局近 $" 年实测水文资料)

气候模式的变化预测相关数据从*中国地区气候变化

预估数据集+获得%

QKO!水资源动态承载力计算

以上文中提到的 ag D̂B̂ &_模型为依据"建立该

流域的水资源动态承载力的计算模型"利用迭代数值

方式计算出 L"II 年(L"I$ 年(L"L" 年(L"L$ 年(L"O" 年

不同气候情况下水资源承载力"结果见下表%

不 同 气 候 情 况 下 的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表

指!标 权!重 L"II 年 L"I$ 年 L"L" 年 L"L$ 年 L"O" 年

供水紧张程度 "KQIINO$ "KQ#$MOO "KLJIN$$ "KIQ"#"I "K"JJJ$N "K"QON$O

工业增加值 "KIJ#JIN "K"Q##JO "K"NI#O "KI$$JJJ "KL#M##I "KQQ#L$M

人口数量 "K"J#MOI "KINJO$J "KIML#$M "KIMMQMJ "KL"#$JJ "KLIOMI

农田灌溉面积 "K"J#MOI "K"$LIO# "K"MJL$L "KL"OM$N "KLMM$$Q "KOQJI"I

三产增加值 "KIJ#JIN "K"LIM#M "K"Q"MNI "KI"IMJO "KLQM$OM "K$N$$ON

城市绿地面积 "K"QNQ"N "K"INN#I "K"OMI"M "K"MJOIJ "KLQLI$$ "K#"L$$N

牲畜数量 "K"OLQ#" "KIL"N#$ "KIQ#MII "KINJ$"I "KLOMO"O "KO"$QIM

综合承载能力 & "KLLJLJN "KI#L$ML "KIQ$LNM "KINLL"L "KLNL#OM

综合承载能力变化率 & I "KJI$ON# "K#OML$$ "KN"I#JI IKLQ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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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结果可知!这几十年间该流域的水资源动态承

载力一直呈现动态变化"虽然有些支流的承载度变化

不明显"但是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下一直处于承载

力的边缘% 通过联系实际情况以及计算结果"所得的

结果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客观地反映出泗河流域水

资源的变化趋势%

G&结&语

综上"本文先初步提出水资源动态承载力的研究

成果与现状"又阐述了动态承载力的有关概念"再结合

多年的研究经验"提出了 B̂ &_方法与 ag &̂B̂ &_模

型"以细河流域为例对其进行验证% 虽然气候改变情

况下的水资源动态承载力的计算涉及多个学科"比较

复杂"难以操作"但是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行业人员

的不断研究下"更多(更新(更先进的计算方式已经逐渐

问世"对于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性具有促进意义%

!

参考文献

.I/!王永超"焦树林"黄福卫C基于主成分分析和熵的中国水资

源承载力动态变化研究 .W/C城市地理" L"I$ # L" $!

INLDINQC

.L/!魏光辉C基于熵权理想解法的中国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变化

研究.W/C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L"I#"LN#I$!LNDOIC

.O/!郭晓英"陈兴伟"陈莹"等C基于粗糙集和]a神经网络组合

法的水资源承载力动态变化分析.W/C南水北调与水利科

技"L"I$#L$!LO#DLQ"C

.Q/!王建华"姜大川"肖伟华"等C基于动态试算反馈的水资源

承载力评价方法研究&&&以沂河流域#临沂段$为例.W/C

水利学报"L"I#"QJ##$!

""""""""""""""""""""""""""""""""""""""""""""""

JLQDJOLC

#上接第 N" 页$ I"NJKQM=和 I"MI=时的断面面积分

别减少了 LJI=

L 和 LMO=

L

"三湖河口在水位 I"IMKIO=

和 I"L"=时的断面面积分别减少了 J"M=

L 和 MIJ=

L

%

OKO!平滩流量降低

过水面积的减小"使得平滩流量降低% L" 世纪 M"

年代以前"巴彦高勒平滩流量变化在 Q""" T$"""=

O

R9

之间"三湖河口在 O""" T$"""=

O

R9之间)L" 世纪 M" 年

代以来平滩流量持续减少"到 L""Q 年在 I"""=

O

R9左

右"部分河段 J""=

O

R9即开始漫滩% 昭君坟站平滩流

量 IMJQ&IMNN 年在 LL"" TOL""=

O

R9"到 IMM$ 年仅约

为 IQ""=

O

R9%

OKQ!同流量水位抬升

河道淤积使得同流量水位抬升"加重了防洪负担%

IMN# 年 I" 月上游龙羊峡水库运用以来至 L"I" 年"巴

彦高勒&昭君坟 L"""=

O

R9同流量水位升高 IKO$ T

IKJL=% 同水位过流量减少"如!水位在 I"$"K$=时"

IMN$ 年的过流量为 L$""=

O

R9"而 L""L 年的过流量仅

为 L""=

O

R9左右%

-&主要结论

IMN# 年龙羊峡水库运用后调节径流泥沙"改变了

出库流量过程"使得进入黄河宁蒙河段流量大于

L"""=

O

R9的洪水很少出现"小流量持续时间延长"汛

期水量大幅度减少% 水沙变化导致黄河宁蒙河段冲淤

演变也发生了相应变化"IMN# 年后"黄河宁蒙河段同

流量水位抬升"河床持续抬高"主河槽淤积萎缩"平滩

流量减小"输沙能力降低"造成小洪水漫滩(凌汛灾情

严重等"这些新问题是长期水量枯(流量小的必然结

果"也进一步说明了水库运用对下游干流河道带来的

负面影响% 从河流健康的意义出发"流域水资源的开

发必须兼顾流域防洪(防凌等河流输水排沙的基本功

能"需要科学的调控洪水"建立完善的水沙调控体系"

推进流域水沙一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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