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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最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气候变化所引起的许多全球反常现象已经被各界所关
注，
并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气候变化对各种环境都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这不仅关系到人类的正
常起居，
还关系到人类的生产和发展。本文根据资料阐述了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循环和水资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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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水量在五十年间减少了 50～120mm袁虽然如此袁我国
随着社会发展袁人口和经济都在飞速增长袁水资源变

其它地区的降雨量却有所增加袁例如西部地区尧西南地区尧

得异常珍贵袁然而袁经济的发展却使得不少工厂的生产废

长江下游尧东南丘陵以及东北地区的降水量都有不同程度

水和居民的生活污水大量排放袁导致水资源严重污染和环

的增加袁华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由其明显袁内蒙古和东北

境恶化遥

地区的降水量也在逐渐增加遥

同时袁全球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到

1.2 对河流产生的影响

空气中而造成全球的温室效应袁据资料表明袁全球平均气

以往 50 年的数据显示袁 我国各大河流的实测流量都

温在 20 世纪升高了 0.6℃袁 到 21 世纪全球地表平均可能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袁 下降最多的是海河流域袁 相比

增温 1.1℃～1.6℃遥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了全世界

1980 年前的径流量袁总共减少了 40%～70%袁并且地下水

关心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袁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定会改变全

位也下降了遥

球水文循环的现状袁导致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分配

黄河下游花园口在 22 出现了不同情况的断流袁 就连

并改变水资源数量袁 从而影响全球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生

主要支流也发生过断流袁 黄河的年径流量也在快速减少遥

存遥

淮河的递减率达到 26.95%袁 而下降趋势最小的是珠江袁十
年来的递减率才为 0.96%遥 径流对于降水的变化比对气温
水文循环是气候系统重要组成部分袁更是研究气候变

变化更敏感袁但是河流径流量的下降不完全是因为气候变

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基础袁虽然水文循环可以对气候系

化而造成的袁人类的活动也是影响河流径流量的重要因素

统进行反馈袁但它也会受其制约遥

之一遥

如果气候产生了变化袁 那么水循环也会有相应的变

1.3 对蒸散发的影响

化袁因为流域水循环基本上都是受日照尧降水 尧气温尧风相尧

蒸散发是地表热量平衡和水量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相对湿度等这些影响袁而这些因素都属于气候条件袁而其

但是由于实际蒸散发的测定工作较为困难袁所以只能用蒸

中影响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降水袁毕竟降水在一定程度上

发皿蒸发量来最为参考指标遥 根据我国总共 664 个气象站

可以解释为水循环的开始遥 除了这些直接影响的因素以

在 96 年～00 年口径 20cm 的蒸发皿资料显示院 在 96 年～

外袁气候因子可以通过气温尧日照尧风相和相对湿度对路面

2000 年期间袁 我国的蒸发皿蒸发量有显著的下降趋势袁80

蒸散发过程造成影响袁从而间接的对水循环造成影响遥 所

年代～90 年代的年蒸发皿蒸发量比 60 年～79 年减少了

以袁气候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是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

99.8mm袁下降幅度达 5. 8%.黄河流域在 80 年代～90 年代

源影响的基础遥

的年蒸发皿蒸发量比 60 年代～70 年代减少了 136mm袁下

1.1 对降水产生的影响

降幅度达到 7.5%遥

从 20 世纪全球的降水资料分析袁虽然在 20 世纪的陆
地降水增加了 2%袁 但是在北半球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却减
少了 2%袁而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沙漠地区降水更少遥

2.1 在我国袁水文水资源主要分为七个流域袁随着气候
变化的影响袁南北方的径流量会随之发生改变袁一般情况

从我国范围来看袁 我国近百年来的降雨量变化不大袁

下袁南方径流量的增加与减少与北方径流量的增加与减少

看不出很大区别袁但是如果从 50 年来看袁我国很多地区降

交替进行袁但是袁整体趋势还是以减少为主遥 针对我国的气

雨量都减少了袁例如我国东北地区尧四川地区尧青藏地区尧

候条件袁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径流量影响最大的是淮北

黄淮海平原等袁除了这些区域袁还有我国的黄河尧海河流域

地区袁径流量的增幅最大的是辽河一带袁在黄河地区袁其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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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本来就小袁 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袁 降水量将减少袁那

变化袁这样袁会对区域的降水量产生严重的影响遥 在经济发

么袁其水文水资源的年径流量势必随着减少遥

达的地区袁农业尧工业都对水资源具有极大的需求量袁在全

2.2 对西北山川径流量的影响

球气候变暖的情况系袁 区域降水量不平衡且相对减少袁同

在我国袁西北地区地形高且地势复杂袁其河流的水源

时袁水资源的蒸发量也提高袁大大减少了水资源的供给量袁

主要来自冰川消融水源的补给袁随着气候的变化袁在全球

这样袁水资源的减少不仅对人们正常的生活带来不利的影

气温不断变暖的趋势下袁冰川的消融速度加快袁在夏季袁流

响袁同时袁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遥

域的径流量会急剧增加袁而到枯水季袁河流的变干速度也
在加快袁这对靠水源迁徙生存的动物是极其不利的遥 在气

在降水量本身较少的地区袁这种情况的发生将会更严
重遥

候变化的影响下袁我国的水文水资源流域都发生显著的变

由此可见袁气候变化对用水供给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化袁加大了水文水资源的敏感性遥

大于对降水的影响袁所以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袁我们要

2.3 对径流量系数的影响

注意环境的保护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袁保护人类赖以生

水文水资源的径流量对区域的湿润与干旱情况有着

存的环境遥

重要的影响因素袁由于各地不同的气候环境袁以及气候的

3.4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管理的影响

不断变化袁水文水资源径流量的系数也会随之不断发生相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开发尧利用和管理产生明显的影

应的变化遥

响遥

若某一地区的径流量系数提高袁那么该地区的气候湿

随着海平面上升尧冰川退缩尧径流减小及降水分布不

润指数也随之增加袁则该地的水文状况将会更加湿润遥 反

均袁供水需求在人口增加的条件下仍在增长袁水资源供需

之袁如果某地的径流量系数降低时袁那么该地区的干旱指

紧张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遥 我国水资源总量能排到世界第

数将会增大袁水文情况则会边干遥 所以袁在气候的变化下袁

6 位袁但人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4袁居世界 128 位袁同时

水文水资源的径流系数也随着改变遥

我国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均袁 北方人口接近全国的一半袁耕
地近 2/3袁GDP 占 45%袁但水资源不到全国的 20%袁经常干

气候的变化不仅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袁人为因素也会对
气候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遥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逐渐增
多以及相关气体的排放袁使得全球气候变暖袁气候变暖对
生态环境造成了一些列的影响袁同时对水文水资源系统也

旱缺水袁而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降水量增加袁频发洪
涝灾害遥
这个特点决定了我国水资源管理的难度较大袁所以应
加强水资源的分析和预测袁研究合理分配和利用水资源遥

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遥
3.1 对水文水资源质量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我国的水文水资源通过水循环系统产生影

环境问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袁越来越获得人

响袁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尧温度尧日照等在区域的变化袁会

们的普遍关注袁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袁全球气温普遍

对区域的径流量尧生活生产用水供给量等产生影响遥 所以袁

升高袁研究表明袁干旱尧半干旱会增加降水量袁增加了空气

要积极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袁让气候的变化遵循自然的规

湿润度袁也提高了农业的产量袁但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袁

律袁不能人为的改变气候环境袁这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

会使我国旱涝灾害的发生率大大提高袁同时袁全球气候变

成难以改变的破坏遥

暖袁空气温度随之提高袁大大的降低了河水对污染物的分
解能力袁降低了水文水资源的质量袁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
到不利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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