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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地形起伏影响，山区流域的水分和能量通量时空分布差异很大．利用水文模型 Ｖ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对黑河上游流域的水文和能量时空分布进行了模拟，并通过观测对模拟结
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ＶＩＣ模型能够较合理地模拟研究区径流过程，对净辐射的计算也较准确，模
拟得到的部分水分通量和能量通量（感热、潜热和土壤热通量）在趋势上较一致，但在数量上存在偏

差．积雪过程对研究区的水文和能量循环有重要影响，ＶＩＣ模型对积雪的模拟偏差较大，导致了每年４
月左右的模拟径流偏低，也没有模拟出积雪融化导致的土壤含水量上升；同时，积雪模拟的不准确也

明显影响到能量通量的模拟．在研究区，土壤水分变化受土壤冻融影响明显，ＶＩＣ模型对气温较高、不
发生冻融过程的７－９月土壤水分变化模拟较好，但是在其他月份，对积雪及表层土壤消融导致的土壤
水分迅速增加和土壤冻结导致的土壤水分迅速减少两个过程的模拟比较差；ＶＩＣ模型能够给出水分和
能量各通量的时空分布，较好地揭示研究流域各个通量的空间异质性及相互影响．
关键词：水分通量；能量通量；ＶＩＣ模型；时空分布；山区河流；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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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在当今经济快

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的时代，稳定而可持续的水

资源供给是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基础．许多大江大
河均起源于山区

［１］，研究山区流域水文循环过程及

水分通量的时空分布对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具有重

要意义．山区流域地形起伏大，异质性高，高寒地
区还受到积雪、冻土和冰川的影响，导致水分和能

量通量的时空差异大．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
在维持流域的生态、工农业、畜牧业及其他一些经

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上游是径流形成区，
属于高海拔山区流域．为了探讨我国典型干旱区内
陆河流域生态 水 经济的相互联系，提高内陆河流

域生态 水 经济系统演变的综合分析与预测预报能

力，为内陆河流域水安全、生态安全以及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基础理论和科技支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启动了重大研究计划“黑河流域生态

水文过程集成研究”
［２］．

黑河流域是我国流域尺度上开展水文和陆面过

程模型研究最丰富的地区
［３］．其中，概念性模型包

括改 进 的 ＨＢＶ 模 型［４－５］、 新 安 江 模 型
［６］、

ＴＯＰＭＯＤＥＬ［６－７］、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模 型［６］、ＨＢＶ 模
型
［６］、融雪径流模型ＳＲＭ［８］等；分布式水文模型有

分布式时变增益水循环模型（ＤＴＶＧＭ）［９］、ＷＥＰ
ＨｅｉＨｅ［１０－１２］、ＳＷＡＴ［１３－１４］、ＰＲＭＳ［１５］、分布式水热
耦合模型 ＤＷＨＣ［１６－１８］等；陆面过程模型有 Ｎｏａｈ
ＬＳＭ［１９］、ＳｉＢ２［２０］等．虽然有如此多的模型对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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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进行了模拟研究，但是对深入了解黑河上游流域

水分和能量的时空分布及变化规律，这些研究还存

在一些不足：

（１）概念性水文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流域出口
径流过程，但是对蒸散发、土壤水分等水文要素的

描述能力有限
［６］．概念性水文模型也没有考虑能量

交换对水文循环的影响，无法研究流域内水文和能

量循环之间的影响及反馈作用．
（２）分布式水文模型克服了概念性水文模型的

缺陷，但是在黑河上游流域已有的研究及应用中，

更多地关注流域出口径流，对水分通量和能量通量

的时空分布没有涉及，在结果分析中往往也缺少对

水分、能量、植被之间的影响和反馈的描述．
（３）已有陆面过程模型在黑河上游流域的应用

主要限于单点的水热过程分析和比较，对整个上游

区域的水分和能量各通量空间分布研究较少．
Ｖ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模型是一个

用于大尺度陆面过程模拟的综合模型，包括地表热

力过程（包括辐射及热交换过程）、动量交换过程

（如摩擦及植被的阻抗等）、水文过程（包括降水、

蒸散发及径流等）以及地表以下的热量和水分输送

过程
［２０－２１］．大尺度水文模型均假设网格内是均一

平坦的，该假设符合平原流域，但并不符合山区流

域的特点，因此，其适用性需要检验．本文利用ＶＩＣ
模型对黑河上游流域的水文和能量通量时空分布进

行模拟，并根据观测对模拟结果进行验证，从而揭示

研究区的水分和能量时空分布及特点，并对ＶＩＣ模
型在高寒山区流域的模拟结果和特点进行总结．

１ 研究区和模型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黑河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之一，介于９８°００′～
１０１°３０′Ｅ，３８°～４０°Ｎ之间，涉及青海、甘肃、内

蒙古三省（区），流域面积约１４．３×１０４ｋｍ２，干流
全长８２１ｋｍ，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９］．河流出山口
莺落峡以上为上游，莺落峡至正义峡为中游，正义

峡以下为下游．河流上、中、下游在地形、气候、植
被等方面差异很大．上游为产流区，高山起伏，降
水较多，植被以高寒草甸、草地及灌丛为主；中游

为主要用水区，有张 临 高商品粮基地和大面积的

人工绿洲；下游为极端干旱区，是黑河流域生态环

境需要保护和恢复的地区．
本文研究区域为黑河上游流域（图１），上游区

域河道长３０３ｋｍ，受地形抬升及西南和东南季风的
影响，年降水量４００ｍｍ左右，年平均气温 ２℃ 左
右，成为干旱区中的湿岛

［２２－２３］，植被较好．从
９０ｍＳＲＴＭＤＥＭ数据可以得到，上游流域海拔范
围为１６８２～５０１０ｍ，流域面积为１０００９ｋｍ２［６］．
１．２ ＶＩＣ模型选取

本文采用匹兹堡大学的 ＶＩＣ版本［２４－３１］．ＶＩＣ
模型在土壤水分模拟

［３２］、径流预报
［３３］、气候变化

影响分析
［３４－３５］

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分析
［３６］
等方

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该版本 ＶＩＣ模型主要特点包
括
［３７］：１）考虑次网格内降水和土壤特性的变化；

２）通过考虑次网格空间变化，同时包含蓄满产流
和超渗产流机理；３）两种时间尺度上（快和慢）的
产流过程；４）考虑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相互作用及
其对地表通量和土壤水分的影响；５）考虑冻土和
积雪过程；６）考虑网格内多种植被种类．
１．３ 数据获取

ＶＩＣ模型的输入数据包括气象驱动数据、土壤
数据、植被数据和高程数据．气象驱动数据采用
“中国区域高时空分辨率地面气象要素驱动数据

集”（以下简称 ＩＴＰ数据）［３８－３９］，其时间分辨率为
３ｈ，空间分辨率为０．１°．本文输入 ＶＩＣ模型的气
象驱动变量有气温（℃）、降水（ｍｍ）、长波辐射

图１　黑河上游流域及水文气象通量观测站分布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ｈｅ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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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ｍ－２）、气压（ｋＰａ）和风速（ｍ·ｓ－１）．第一层
和第二层土壤质地采用刘超

［４０］
的土壤质地图；第

三层采用Ｓｈａｎｇｇｕａｎ等［４１］
的土壤质地数据，其空间

分辨率均约为１ｋｍ，为了匹配模型分辨率，将其重
采样到０．１°．植被数据采用侯学煜［４２］

调查获得的

植被类型图，土壤和植被具体参数见文献［４３］．研
究区位于高寒山区，有积雪及土壤冻融过程，网格

内需要划分高程带，本文采用华盛顿大学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ｙｄｒｏ．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ｄｕ／Ｌｅｔｔｅｎｍａ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ｓ／Ｖ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ｄ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ｈｔｍｌ）提供的
高程分带代码，采取默认的参数，在每个网格内划

分出５个高程带．
流域出口莺落峡站有逐日的径流观测数据，由

于２０００年后上游有水库，观测到的径流非天然径
流过程，所以，对２０００年开始的径流数据进行了径
流还原

［４４］．
研究区内有阿柔、冰沟、大冬树垭口３个水文

气象通量观测站（图１），但是冰沟数据质量差，在
后文的比较中没有采用该站点数据．阿柔和大冬树
垭口站点的观测时间区间及部分观测项目情况见

表１［４５－４７］．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参数率定

模拟时间为２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时间步长
为３ｈ，网格为０．１°．模拟时，首先对模型部分参数
进行标定，在本文中，采用洗牌复形演化算法

（ｓｈｕｆｆｌ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Ｅ）［４８］对 ＶＩＣ模型
的６个土壤参数和２个汇流参数进行优化，目标函
数为流域出口莺落峡站日径流的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系
数，优化时段为２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然后采用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的数据进行验证．Ｎａｓｈ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系数按下式计算：

ＮＳＥ＝１－
∑
Ｎ

ｉ＝１
（Ｑｏｂｓ－Ｑｓｉｍ）

２

∑
Ｎ

ｉ＝１
（Ｑｏｂｓ－Ｑｏｂｓ）

２

（１）

式中：ＮＳＥ为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系数；Ｑｏｂｓ为观测值；

Ｑｓｉｍ为模拟值；Ｑｏｂｓ为观测的平均值；Ｎ为时间序列
总数；ｉ为时间序列．

率定期ＮＳＥ为０．８３，验证期 ＮＳＥ为０．８２，表
明率定得到的参数合理，标定得到的参数见表２．

表１　水文气象通量观测站数据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站点 自动气象站数据区间 涡动观测数据区间 雪深 土壤温湿观测深度／ｍ 土壤热流观测深度／ｍ

阿柔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４０６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２００９１１０２ 无 ０．１，０．２，０．４， ０．０５，０．１５

２００９０４１４／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１０３ ０．８，１．２，１．６

２００９１２２８／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大冬树垭口 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２００７１２１９ 无 有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０．０５，０．１５

２００７１２２２／２００８０３２１ ０．４，０．８，１．２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２００９０５２３

２００９０５３０／２００９０７１７

表２ 参数优化及其物理意义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参数 范围 标定值 物理意义

ｂ ０．０００１～０．４ ０．４ ＶＩＣ曲线的形态函数，描述流域内土壤异质性

Ｄｓ ０．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非线性基流发生时Ｄｍａｘ的比重系数

Ｄｍａｘ １～３０ ２９．９９ 基流的最大流速

Ｗｓ ０．０００１～１ ０．１０２７ 非线性基流发生时Ｗｃ的比重系数

ｄ１／ｍ ０．１～１ ０．１ 上层土壤厚度

ｄ２／ｍ ０．３～３ ０．６５４６ 下层土壤厚度

Ｋ １～１０ ９．９９８ 瞬时单位线汇流参数，流域滞时系数

ｍ １～１０ ２．６６５４ 瞬时单位线汇流参数，单位线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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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水量平衡分析

２．２．１ 径流

径流是对流域内所有因素的综合响应，是评价

模型模拟效果的关键变量．图２给出了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河流出山口莺落峡站点观测和模拟日径
流结果，表３是模拟和观测日径流比较的一些统计
评价指标．

从图２的结果可以看到，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
出该研究区的径流量及径流过程的涨落变化．模型

对径流过程中出现的特大峰值模拟不好，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受驱动数据精度的限

制，难以代表特大降水量，从而很难得到和观测很

匹配的峰值模拟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观测径流的

不确定性，由于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上游流域陆续有水
库建成，图上显示的观测径流实际上是根据其上游

两个水文站的径流数据还原得到的，因此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从每年的４月开始，积雪、冰川融水会导致径

图２　莺落峡站模拟和观测径流比较（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ａｉｌｙｒｕｎｏｆｆｓａｔＹｉｎｇｌｕｏｘｉａｓｉｔｅ（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

流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这在模拟结果中没有体现

出来．造成这一偏差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模型
没有考虑冰川影响；二是模型对积雪积累及消融过

程模拟欠佳．
表３中各个指标主要参考了文献［４９］，计算公

式分别如下：

ＰＣＣ＝
∑
Ｎ

ｉ＝１
（Ｑｏｂｓ，ｉＱｓｉｍ，ｉ）－Ｎ（ＱｓｉｍＱｏｂｓ）

∑
Ｎ

ｉ＝１
Ｑ２ｏｂｓ，ｉ－ＮＱ

２

槡 ｏｂｓ ∑
Ｎ

ｉ＝１
Ｑ２ｓｉｍ，ｉ－ＮＱ

２

槡 ｓｉｍ

（２）

ＤＲＭＳ＝ １
Ｎ∑

Ｎ

ｔ＝１
（Ｑｓｉｍ，ｔ－Ｑｏｂｓ，ｔ）槡

２ （３）

ＤＬＯＷ ＝ １
Ｎ∑

Ｎ

ｔ＝１
（ｌｏｇＱｓｉｍ，ｔ－ｌｏｇＱｏｂｓ，ｔ）槡

２ （４）

Ｂｉａｓ＝
∑
Ｎ

ｔ＝１
（Ｑｓｉｍ，ｔ－Ｑｏｂｓ，ｔ）

∑
Ｎ

ｔ＝１
Ｑｏｂｓ，ｔ

（５）

式中：ＰＣＣ为相关系数；ＤＲＭＳ为均方根误差，主
要反映对较大径流的模拟效果；ＤＬＯＷ为将变量取
对数之后的均方根误差，主要反映模型对枯水期的

模拟能力；Ｂｉａｓ为相对偏差，正值表示模拟偏大，
负值表示模拟偏小；Ｑｏｂｓ为观测值；Ｑｓｉｍ为模拟值；

Ｑ为平均值；Ｎ为时间序列总记录数；ｉ为时间
序列．

从表３的统计指标可以看出，标定期和验证期
的各评价指标精度相当，反映出所率定的模型参数

比较合理．

表３ 莺落峡站日径流模拟精度评价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ｉｌｙ
ｒｕｎｏｆｆａｔＹｉｎｇｌｕｏｘｉａｓｉｔｅ

ＮＳＥ ＤＲＭＳ ＤＬＯＷ Ｂｉａｓ ＰＣＣ

标定期 ０．８３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９２

验证期 ０．８２ ０．２３ 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９２

２．２．２ 土壤水分

本文ＶＩＣ模型三层土层的厚度分别是０．１ｍ、
０．１ｍ和０．６５ｍ．由于模拟得到的土壤水分为各个
土层的平均含水量，而观测值仅仅是某深度一点的

含水量，因此，观测和模拟结果比较存在一定的偏

差．分别将阿柔站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２６观测得到
的０．１ｍ、０．２ｍ和１．２ｍ深度逐日土壤水分和模
拟得到３个土层的逐日土壤水分进行比较，结果见
图３．从阿柔站的土壤水分模拟结果可以看出，ＶＩＣ
模型能够比较合理地模拟土壤水分的变化过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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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阿柔站土壤水分观测与模拟值比较（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Ｆｉｇ．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ａｉｌｙ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０１０ｃｍ（ｂ），

１０２０ｃｍ（ｃ）ａｎｄ２０８５ｃｍ（ｄ）ａｔｔｈｅＡｒｏｕｓｉｔｅ，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其是降水较多、气温较高的７－９月，但也存在一些
明显的偏差．主要问题表现为：

（１）观测显示表层和上层（０～２０ｃｍ）土壤水
分在每年４月开始急剧增加，但是模拟土壤水分在
４月缓慢增加．通过图３（ａ）可以看到，相对于７－９
月，４月降水并不多，这可能归因于积雪融化和冻
结土壤融化这两个过程．伴随气温升高积雪和冻结
土壤开始融化，一方面，由于下层土壤仍然处于冻

结状态，表层土壤水分难以向下迁移，表层土壤水

分增加；另一方面，土层中的冰融化之后体积变

小，也导致土壤含水量增加．从图３（ｂ）～（ｄ）看
出，土壤水分增加的时间依次延后，说明了土壤从

上到下逐渐融解的过程．
（２）表层和上层（０～２０ｃｍ）土壤水分约在１０

月开始迅速减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降水减

少；另一方面和气温下降、水分冻结有关．从图３
（ｂ）～（ｃ）可以看出，上层（１０～２０ｃｍ）土壤水分迅
速下降的开始日期晚于表层（０～１０ｃｍ），显示了土
壤水分从上到下逐渐冻结．

（３）深层土壤含水量变化较为稳定，趋势变化
滞后于上层和表层土壤，在９月土壤水分达到最大
值，３－５月土壤含水量低．ＶＩＣ对深层（２０～
８５ｃｍ）土壤水分的模拟精度较好，对土壤水分减少
过程描述和实际观测匹配较好，但是模拟得到的土

壤水分上升时期晚于观测．
将大冬树垭口站 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７１７期间

观测０．１ｍ、０．２ｍ和１．２ｍ处的逐日土壤水分和
模拟得到的各层逐日土壤水分进行比较（图４）．大
冬树垭口站海拔高于阿柔站，同一时期气温低于阿

柔站，将图３与图４比较可以发现，大冬树垭口观
测土壤水分上升期明显晚于阿柔站，消退期早于阿

柔站．此外，由于大冬树垭口地表由高寒草甸和块
石构成，持水能力较差，而阿柔站地表为壤土，所

以该站观测土壤水分低于阿柔站．模拟和观测结果
比较图显示，ＶＩＣ对该站土壤水分的变化趋势能够
比较好的模拟，但是对土壤水分变化幅度的模拟存

在一定的误差，主要表现为：

（１）没有模拟出表层（０～１０ｃｍ）和上层（１０～
２０ｃｍ）土壤水分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过程，上升和
下降两个过程和土壤冻融密切相关

［５０５１］，反映出

ＶＩＣ模型对冻土的计算需要进一步完善，Ｓｕ等［５２］

的研究也提及同样的问题．
（２）深层（２０～８５ｃｍ）土壤水分较小，模型模

拟得到的土壤水分远高于观测．由于该站点海拔
高，只有５－９月气温位于０℃以上．因此，深层土
壤难以消融，上层水分难以补给该层，但没有模拟

出这一特点．这可能是ＶＩＣ土壤导热及导水系数的
计算和实际差别较大造成的，而且模型假设每层土

壤是匀质的，与实际土壤质地差异较大．
２．２．３ 积雪

新雪的导热性能很差，阻止了土壤和大气之间

的能量交换；新雪的反照率很高，使得感热通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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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大冬树垭口站土壤水分观测与模拟值比较（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７１７）
Ｆｉｇ．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ａｉｌｙ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０１０ｃｍ（ｂ），

１０２０ｃｍ（ｃ）ａｎｄ２０８５ｃｍ（ｄ）ａｔｔｈｅＤａｄｏｎｇｓｈｕＰａｓｓｓｉｔｅ，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７１７

加，净辐射减少．研究区位于高寒山区，水文循环
和能量交换每年受积雪影响时间较长．大冬树垭口
站是一个典型的积雪观测站，图５是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该站观测和模拟逐日积雪的比较．模型
模拟结果显示该站每年积雪融化很少，会逐年累

积，这与实际不符．为了探讨积雪积累过程，图５
（ｃ）中模拟积雪厚度减去了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的积雪厚
度．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模型对积雪模拟存在较
大偏差，表现为：

（１）根据观测及已有研究可知该地区春、秋、
冬季通常被积雪覆盖，夏季没有积雪，但是模拟结

果显示该地区常年积雪覆盖，并且积雪基本全部累

积，消融较少．
（２）图５（ｃ）观测结果显示在１－３月积雪厚度

维持在１０ｃｍ以上，并有明显的上升和下降波动，
说明在该时期有降水；而图５（ａ）１－３月基本没有
降水，说明降水观测存在较大误差．从１０月中旬到
１２月，观测显示有积雪覆盖，而图５（ａ）并无降水

观测，再一次反映了降水观测存在问题．实际上，
由于受到风、雪等的影响，寒冷地区降水观测一直

是个难题，关于如何准确地观测高寒地区降水以及

对观测的校正方法已有较多的讨论
［５３－５５］．本文的

模拟中，４月中旬有一次降水输入，模拟得到的积
雪深度也有明显的上升．虽然幅度和观测有一定差
距，但是趋势完全一致，这也说明降水观测是积雪

深度模拟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
（３）图５（ｂ）显示１－４月、１０－１２月气温均低

于０℃，但是在此期间的积雪仍有明显消融，主要
是由雪升华造成的．根据文献［５６］，在雪积累期
间，雪升华量最大可达到降水量的６８．８％．同时，
由于风吹雪的影响，观测到的积雪深度呈现剧烈波

动，这在１１－１２月尤为明显．模型没有考虑风吹雪
的影响，也没能合理地模拟出积雪损耗过程，因

此，导致模拟得到的积雪厚度不断积累．
２．２．４ 蒸散发

ＶＩＣ模型的蒸散发过程包括植被蒸腾、植被截

图５　大冬树垭口站雪深模拟（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Ｆｉｇ．５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ｉｌｙ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ｃ）ａｔｔｈｅＤａｄｏｎｇｓｈｕＰａｓｓｓｉｔｅ，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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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ＶＩＣ模型在３个不同网格模拟得到的２００８年逐日蒸散发及其各个组分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ｉｌｙ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ｒｅ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ｅｌｌｓｉｎ２００８：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ｎｏｐｙ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ｃ），ｂａｒｅｓｏｉｌ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ｎｄ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ｅ）

流蒸发、裸土蒸发、积雪升华和凝结．凝结是和蒸
散发相反的物理过程，因此，模型计算得到的蒸散

发会存在负值．模型通过蒸散发将能量交换和水分
循环联系起来．

图６列出了 ＶＩＣ模型在３个不同网格模拟得
到的２００８年逐日蒸散发及其各个组分（冠层截流蒸
发、植被蒸腾、裸土蒸发、升华），网格依次对应大

冬树垭口、阿柔和莺落峡３个站点，其植被、土壤
质地、降水及气温组成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３站点植被、土壤质地、降水、气温和高程数据
Ｔａｂｌｅ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ｉｌｔｅｘｔｕｒ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ｔｔｈｒｅｅｓｉｔｅｓ

站点 植被 土壤质地
降水

／ｍｍ
气温

／℃
海拔

／ｍ

大冬树垭口（ＹＫ） 裸地 壤土 ４２４ －５ ４１４６

阿柔（ＡＲ） 草地 粉壤土、壤土 ４５９ －４ ３０３２

莺落峡（ＹＬＸ） 裸地 粉壤土、壤土 ２５０ －３ １６７４

从图６（ａ）可以看出，３个站点蒸散发有不同的
特点．阿柔和莺落峡在一年内随着月份变化具有明
显的单峰分布特征，最大蒸发期都出现在８月，但
是大冬树垭口站峰值不明显．图６（ｂ）显示植被截
流蒸发具有明显的起止时间，且气温高的站点起始

时间早于气温低的站点，而停止时间晚于气温低的

站点．由于大冬树垭口和莺落峡对应的网格９９％区
域无植被覆盖，为裸地，所以模拟得到的植被截流

蒸发很小．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植被蒸腾这一项观
察到（图６ｃ）．阿柔站９９％为草地，故模拟得到的
裸土蒸发（图６ｄ）很小，而大冬树垭口和莺落峡则
比较高．受气温影响，莺落峡裸土蒸发的最大值大
于大冬树垭口裸土蒸发的最大值；但是受降水影

响，大冬树垭口站的年内总裸土蒸发高于阿柔站．
积雪升华（图６ｅ）是积雪损耗的一个重要途径，

阿柔站降水较多，积雪升华也比较大，但是莺落峡

站降水较少，主要集中在夏、秋季，所以升华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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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大冬树垭口站在３－４月较多，但是在５－１０
月为负值，这是由凝结现象导致的．大冬树垭口气
温低、昼夜温差大，使得该地区水汽凝结大．图中
蒸散发及各组分负值是由于凝结作用导致的，大部

分出现在９月末和１０月初，该出现时间和潘颜霞
等
［５７］
的研究一致．根据韩春坛等［５８］

的研究，高山

寒漠区的水分凝结现象非常明显．
２．２．５ 空间分布

图７是模拟得到的各水分通量的多年平均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空间分布，包括降水、地表径
流、地下径流、蒸散发、积雪深度、土壤水分（三

层）．为了便于分析，将地表温度的空间分布也
在图７给出．可以看出水分通量空间分布有以下
规律：

（１）地下径流（图７ｂ）和地表径流（图７ｃ）的空
间差异较大，地下径流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中部，地

表径流主要集中在研究区的东支及中部地区，和降

水的空间分布（图７ａ）有较好的一致性，但是在积
雪积累区例外．

（２）模拟得到的多年平均蒸散发（图７ｅ）有正
有负，除去积雪覆盖区，蒸散发的空间分布和地表

温度（图７ｄ）一致，但是也受降水分布的限制，在东
支降水较多的地区，蒸散发明显较高．积雪覆盖区
（图７ｆ）的蒸散发出现了负值，这是由水汽凝结导致

的．由于形成了积雪，蒸散发小，反照率大，致使
低空气体温度升高，饱和含水量增大，上升遇冷之

后饱和含水量减小，水汽凝结回落，抵消并超过之

前的蒸散发量．
（３）图 ７（ｇ）～（ｉ）为模拟得到的表层（０～

１０ｃｍ），上层（１０～２０ｃｍ）和深层（２０～８５ｃｍ）土
壤水分（Ｖ／Ｖ）空间分布．可以看到，表层和上层土
壤含水量空间分布基本一致，都表现为研究区东支

及中部含量较高，西支较低，深层土壤含水量空间

异质性较大，但是变化范围很小．
ＶＩＣ模型模拟的积雪消融过程和实际情况存在

较大差异（图５），图８给出了一年内积雪覆盖面积
随着月份的变化过程，实线表示用积雪深度计算得

到的积雪覆盖面积，而虚线表示用雪水当量计算得

到的覆盖面积．可以看到，在黑河上游流域，积雪
覆盖面积年内变化呈现双峰型，这和党素珍等

［５９］

采用ＭＯＤＩＳ数据得到的结果一致．年内最大积雪
覆盖面积出现在１０月，占黑河上游流域的 ４９％；
次大积雪覆盖面积出现在５月，占３６％；积雪最小
覆盖面积出现在７月，为１０％．图８显示由雪深和
雪水当量计算出的积雪覆盖面积存在显著差异，这

揭示了积雪积累的过程．因为新雪的密度小，所以
同样厚度的雪，新雪的雪水当量小于旧雪．图８还
显示出两种算法在５月的覆盖面积差距很大，说明

图７　黑河上游流域各个水分要素的多年平均空间分布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ｅ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ｗａｔｅｒｆｌｕ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

ｂａｓｅｆｌｏｗ（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ｎｏｆｆ（ｃ），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ｆ），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Ｖ／Ｖ）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０－１０ｃｍ（ｇ），１０－２０ｃｍ（ｈ）ａｎｄ２０－８５ｃ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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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根据雪水当量和积雪深度计算出的黑河上游流域
年内积雪覆盖面积变化

Ｆｉｇ．８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ｎｏｗｃｏｖｅｒｒａｔ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ｓｎｏｗｗａｔｅｒ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ａｎｄ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

５月的积雪积累以新雪为主，也反映出９－１１月是
新雪不断积累的阶段．
２．３ 能量平衡分析

ＶＩＣ模型的能平衡方程可以表示为：
Ｒｎ ＝Ｈ＋ρｗλｖＥ＋Ｇ （６）

式中：Ｒｎ为净辐射（Ｗ·ｍ
－２）；Ｈ为感热通量（Ｗ·

ｍ－２）；ρｗλｖＥ为潜热通量（Ｗ·ｍ
－２）；Ｇ为土壤热

通量（Ｗ·ｍ－２）．
净辐射按照下式计算：

Ｒｎ ＝（１－α）Ｒｓ＋εＲｌｄ－εσＴｓ
４ （７）

式中：α为反照率；Ｒｓ为向下短波辐射（Ｗ·ｍ
－２）；

ε为辐射系数；Ｒｌｄ为向下长波辐射（Ｗ·ｍ
－２）；Ｔｓ

为地表辐射温度；σ为 Ｓｔｅｆａ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常数
（５．６７×１０－８Ｗ·ｍ－２·Ｋ－４）．
２．３．１ 净辐射

图９为阿柔站净辐射、短波辐射观测与模拟

值，模拟表面辐射温度和２ｍ高度观测气温２００８
１１／２００９１０比较以及模拟反照率．可以看出，模拟
和观测基本吻合．模拟得到的净辐射（图 ９ａ）在 ５
月和１０月均低于观测值较多．根据反照率变化过
程（图９ｄ）可以看到，５月和１０月反照率高，而短
波辐射也小，导致净辐射减少．反照率升高是因为
模拟得到的积雪覆盖增加（图８），５月和１０月分别
出现了积雪覆盖面积的次大和最大值．在１月，短
波辐射下降幅度大，反照率上升幅度也大，但是净

辐射变化幅度并不大，这是因为在１月表面辐射温
度也大幅下降．

比较图８和图９（ｄ）可以发现，反照率和积雪
密切相关．从图９（ｂ）可以看到地表辐射温度低于
气温，变化规律和气温一致．观测结果显示７月净
辐射和短波辐射比６月有明显下降，模拟结果没有
显示出这一点，其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
２．３．２ 潜热通量

ＶＩＣ模型中潜热通量是指蒸散发消耗的能量，
主要包括植被蒸腾、植被截流蒸发、裸土蒸发、积

雪升华和凝结．通过蒸散发和潜热的关系，ＶＩＣ模
型将能量平衡和水量平衡联系起来．图１０是阿柔
站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模拟潜热通量和观测逐月比较
结果．图中显示出模拟潜热通量和观测能够在趋势
上很好吻合，但在６－１０月显著低于观测，这说明
模型在此时段蒸散发计算中存在较大偏差．阿柔站
植被为草地，以植被蒸腾和截流蒸发为主，低估蒸

散发可能是因为高估了地表径流．１１月－翌年５月
潜热比较小，模拟结果和观测一致．

图９　阿柔站净辐射、表面辐射温度、短波辐射及反照率的观测与模拟值逐月比较（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
Ｆｉｇ．９　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ｎｅ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ｃ）

ａｎｄａｌｂｅｄｏ（ｄ）ａｔｔｈｅＡｒｏｕｓｉ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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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阿柔站潜热通量模拟与观测值比较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

Ｆｉｇ．１０　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ｌａｔｅｎｔ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ｅｓａｔｔｈｅＡｒｏｕｓｉｔｅ（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

２．３．３ 感热通量

感热通量主要表示大气和地表的能量交换，当

地表温度高于大气温度时，能量从地表传向大气，

此时感热通量为正值；反之，能量从大气传向地

表，感热通量为负．
图１１是阿柔站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模拟感热通量

和观测比较结果．虽然均表明能量从大气传向地
表，但是二者相差很大，模拟值总体偏小，其原因

可能为：感热通量的变化受到反照率的影响（图

９ｄ），表现为１月、５月和１０月感热通量大，因为
积雪在这几个月份也比较多（图８），而积雪反照率
高，导致地表和大气之间温度梯度大，所以能量交

换加剧．图 １１（ｃ）反映出土壤表面温度一直低于
２ｍ高度气温，因而感热通量为负．图１１（ｂ）显示

在１月动力阻抗很大，但是根据感热通量及反照率
（图９ｄ）可以看出，空气动力阻抗对感热通量的影
响小于反照率．此外，模拟感热通量数值偏小，故
模拟地表温度可能偏高．
２．３．４ 土壤热通量

土壤热通量主要表示土层内能量的交换，可正

可负，正值表示能量向下传播，负值表示能量向上

传播．图１２是阿柔站（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和大冬树
垭口站（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８１２）模拟土壤热通量和观测
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模拟和观测趋势吻合，但
是低估了土壤热通量峰值．观测显示４－９月热量
从上向下传播，在１０月 －翌年３月热量从下向上
传播，土壤热通量最大值出现在７月，和净辐射最
大值出现的月份一致．这一现象主要是受气温影
响，在４－９月气温升高，土壤上层温度高于下层，
而在１０月－翌年３月，气温较低，土壤上层温度下
降，但是土壤导热性能较差，下层温度比较稳定，

高于土壤上层，致使热量向上传播．在阿柔站，观
测数据较少，可以看到模拟和观测在７－９月比较
吻合；在大冬树垭口站，１－４月模拟和观测比较吻
合，５－８月模拟结果低于观测．
２．３．５ 空间分布

图１３是模拟得到的各能量通量的多年平均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空间分布，包括净辐射、潜热通
量、感热通量、土壤热通量、反照率和空气动力阻

抗．可以看出，在多年平均积雪较厚的地区（图

图１１　阿柔站感热通量、空气动力阻抗、土壤表面温度的模拟结果（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
Ｆｉｇ．１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ｒｏｕｓｉ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ａ），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

图１２　阿柔站（ａ）和大冬树垭口站（ｂ）土壤热通量比较
Ｆｉｇ．１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ｇｒｏｕｎｄ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ｅｓａｔＡｒｏｕｓｉｔｅ（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１０）（ａ）ａｎｄＤａｄｏｎｇｓｈｕｓｉｔｅ（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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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黑河上游流域各个能量通量的多年平均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ｕ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ｈｉＲｉｖｅｒ：ｎｅ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ｅｎｔ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ｂ），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ｃ），ｇｒｏｕｎｄ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ｄ），ａｌｂｅｄｏ（ｅ）ａｎｄ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ｆ）

７ｆ），净辐射小（图１３ａ），潜热通量（图１３ｂ）的空间
分布和蒸散发（图７ｅ）完全一致，感热通量（图１３ｃ）
和潜热通量相反，在潜热通量小的区域感热通量

大，土壤热通量（图１３ｄ）的空间异质性最大．在大
部分区域，感热通量为负值，表明以多年平均计

算，研究区的能量主要是从大气传向地表，多年平

均土壤热通量均为负值，这与多年平均土壤热通量

为零略微有出入，反映出感热或者潜热通量模拟

偏高．
反照率（图１３ｅ）对感热通量有明显的影响，表

现为反照率高的地方潜热通量小（向上为正）．根据
图１１及图１３，空气动力阻抗（图１３ｆ）对能量分布
的影响小于反照率．根据潜热通量和积雪覆盖面积
的逐月空间分布图（本文未给出），在１０月 －翌年
６月，积雪增加，潜热通量也增大，但是影响比较
小，因为此时积雪升华是潜热通量的主要来源，而

升华量又比较小；在７－９月，积雪减少，潜热通量
增加，因为此时潜热通量的主要来源是液态水蒸散

发，积雪反照率高，导致净辐射小，蒸散发受能量

限制．

３ 结论

以０．１°空间分辨率和３ｈ时间分辨率的“中国
区域高时空分辨率地面气象要素驱动数据集”作为

驱动数据，用ＶＩＣ模型模拟了黑河上游流域地区的
水文循环和能量交换过程．在模拟中，采用莺落峡
站点径流作为目标变量进行了参数标定，标定后的

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出研究区的径流过程．基于
此，结合站点观测及已有研究，本文对水分和能量

通量的时空分布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１）ＶＩＣ模型能够较合理地模拟出研究区的径
流过程，经过和站点观测比较发现，模型虽对部分

水文变量模拟存在数量差异，但是变化趋势合理，

并且能够给出各个水文变量的空间分布，有助于了

解研究区水文过程．对净辐射的计算较准确，但是
对能量分配（感热、潜热和土壤热通量）模拟和观测

在趋势上一致，数量上存在一定偏差．
（２）积雪过程对研究区的模拟结果有重要影

响，但是ＶＩＣ模型对积雪的模拟和观测结果差距较
大，这导致了模型对 ４月左右的径流过程模拟偏
低，同时无法模拟出积雪融化导致的土壤含水量增

大．此外，模拟的积雪变化也明显影响到对感热通
量的模拟．

（３）土壤水分变化受土壤冻融影响明显，因
此，ＶＩＣ模型对７－９月土壤水分变化模拟较好，但
是对其他月份，尤其是土壤水分增加和减少两个过

程的模拟比较差．
（４）ＶＩＣ模型给出了水分和能量各个分量的空

间分布，较好地揭示了研究区各个变量的空间异质

性及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
综上所述，黑河上游流域积雪、冰川、冻土等

对水文过程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参数率定，ＶＩＣ模
型可以较好地模拟径流，但对其他要素的模拟均有

改善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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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ｓａｔ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Ｓｈａｐｏｔｏｕ，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ｓ
ｅｒ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３４（１）：１－７．［潘颜霞，王新平，张亚峰，
等．沙坡头地区地形对凝结水形成特征的影响［Ｊ］．中国沙
漠，２０１４，３４（１）：１－７．］

［５８］ＨａｎＣｈｕｎｔａｎ，ＣｈｅｎＲｅｎ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Ｊｕｎ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ｏｎ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ａｔ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ｄｅｓｅｒｔｚｏｎｅｏｆ
Ｈｕｌｕｇｏｕ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Ｑｉｌｉ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５（６）：１５３６－１５４４．［韩春坛，陈仁
升，刘俊峰，等．祁连山葫芦沟流域高山寒漠带非冻结期水
文特征［Ｊ］．冰川冻土，２０１３，３５（６）：１５３６－１５４４．］

［５９］ＤａｎｇＳｕｚｈｅｎｇ，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ｇｅｎ，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ｎｏｗｃｏ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Ｈｅ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０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４（８）：１５７４－１５８１．
［党素珍，刘昌明，王中根，等．近１０年黑河流域上游积雪时
空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２，３４（８）：１５７４－
１５８１．］

４２２　　　　　　　　　　　　　　　　　　　　冰　　　川　　　冻　　　土 　　３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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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Ｓｉｗｅｉ１， ＮＡＮＺｈｕｏｔｏｎｇ１，２，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１， ＹＵＷｅｎｊｕｎ１

（１．Ｃｏｌｄａｎｄ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ＦｒｏｚｅｎＳｏ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ｄａｎｄ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ｕｘｅｓｉ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ｍａｃｒｏ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ＶＩＣ）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ｕ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ｓｉｔｕ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ｗａ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Ｖ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ａｎｄｎｅｔ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ｉｔｃｏｕｌｄｏｎｌ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ｓｕｃｈａｓ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ｌａｔｅｎｔ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ｓｎｏｗ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ｔｌｅｔｒｕｎｏｆｆ，ａｓｕｄｄｅｎｒｉｓｅｉ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ｒｏｕｎｄＡｐｒｉｌａｎｄａ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ｕｘｅ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ＶＩＣ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ｂｕｔｂａｄｉｎｏｔｈｅｒｍｏｎｔｈ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ｓｎｏｗｍｅ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ｉｌｔｈａｗｉｎｇ／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ｃｃｕｒ．Ｓｎｏｗ
ｍｅｌｔ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ｔｏｐｓｏｉｌｔｈａｗｉｎｇｗｉｌｌｊｏｉｎｔ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ａｓｕｄｄｅｎｒｉｓｅｉ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ｏｐｓｏｉｌ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ｗｉｌｌｉｎｄｕｃｅ
ａｆａｓｔｄｒｏｐｉ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Ｖ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ｓ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ｕｘｅｓ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ｂａｓｉｎｓｗｉｔｈｓｐａｃｅｓｔｏ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ｗｈｅｒｅｓｎｏｗｍｅｌ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ｔｈａｗｉｎｇ／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ａｔｅｒｆｌｕｘｅｓ；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ｕｘｅ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Ｖ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ｒｉｖｅｒ；ＨｅｉｈｅＲｉｖｅｒ

５２２１期 何思为等：用ＶＩＣ模型模拟黑河上游流域水分和能量通量的时空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