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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WAT 模型的碧流河流域入海径流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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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多源综合数据,建立碧流河流域 SWAT( 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分布式水文模型,对模

型进行了率定验证。 结果表明:率定期模型纳什效率系数 Ens 、决定系数 R2 及相对偏差 PBIAS 分别为

0. 80、0. 86、18. 9% ,模型不确定性 P 因子、 R 因子分别为 0. 78、0. 58,验证期 Ens 、 R2 及 PBIAS 值分别为

0. 87、0. 88、1. 9% ,建立的 SWAT 模型在碧流河流域中径流模拟总体效果较好,不确定性较小。 通过建立

流域水文模型,可以解决海洋科研业务工作中监测覆盖的入海河流有限、入海径流量难以获得的问题,为
污染物入海通量评估提供高分辨率的流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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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runoff into the sea from Biliu river basin based on SWA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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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SWAT) of the Biliu river basin was built
by using multi-source comprehensive data,and the model was calibrated and valid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noff
simulation in the Biliu river basin is mostly effectiv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model is slight supporting by the estab-
lished SWAT model. In the calibration period,the 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coefficient(Ens),the determination coeffi-
cient(R2) and the relative deviation(PBIAS) are 0. 80,0. 86 and 18. 9% correspondingly,the model uncertainty P
factor and R factor are 0. 78 and 0. 58 respectively. In the validation period,Ens,R2 and PBIAS value are 0. 87,0. 88
and 1. 9% respectively. As results,building of the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limited mo-
nitoring rivers and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data of the runoff into the sea in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so to provide
high resolution flow data for assessments.
Key words:SWAT model;runoff into the sea;uncertainty analysis;Biliu river

　 　 河流是陆源物质进入海洋的重要通道,每年

约有 85% 的物质通过河流搬运入海[1]。 入海径

流量的变化影响着河口地形地貌、生物化学过程、

水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健康,准确评估河流入海

径流量对开展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除实测外,可利用 S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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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模型对河流径流量

进行模拟。 SWAT 模型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农

业部开发的分布式水文模型,依据水文循环原理,
建立水量平衡方程,可以模拟流域径流、泥沙和污

染物质的输移,径流的模拟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

的功能,也是研究应用最广泛、成熟的模块。 国内

外,围绕径流的模拟主要开展了模型的适用性研

究、环境变化对径流的影响研究及模型的改进研

究等[2-8]。 在我国七大水系中应用结果表明,
SWAT 模型可模拟不同空间、时间尺度下径流变

化,对中尺度流域、中长期连续径流模拟的适用性

更好[9-13]。
虽然 SWAT 模型拥有较多优点,但模型参数

较多且难以获取,如何选择合适的参数值以提高

模型精度,是困扰模型应用的重要问题。 本文利

用多源综合数据,建立碧流河流域 SWAT 水文模

型,对模型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率定及验证。 本

方法也适用于其它入海河流流量的模拟,以解决

海洋科研业务工作中监测覆盖的入海河流有限、
监测频率不高、入海径流量难以获得的问题,为污

染物入海通量评估提供高分辨率的流量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流域概况

碧流河流域(图 1)位于 122°18′E—122°54′
E、39°28′E— 40°21′N,流域面积 2817 km2,多年

平均气温 8. 4℃,降水主要集中在 6—9 月,多年

平均降水量 746. 4 mm、平均径流深 294. 5 mm。
碧流河干流全长 156 km,弯度系数为 1. 12,河道

平均比降 1. 89‰,多年平均径流量 9. 5l 亿 m3。
流域中碧流河水库位于碧流河下游,是大连市最重

要的水源地,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 2085 km2,最
大库容 9. 34 亿 m3,距入海口 55 km。 另有玉石水

库位于碧流河上游,控制流域面积 313 km2,最大库

容 8852 万 m3,主要向营口市鲅鱼圈区提供工业用

水及城市生活用水,日供水能力达 12. 6 万 m3。

图 1　 碧流河流域概况

Fig. 1 Biliu river basin

1.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SWAT 模型需要大量的数据资料,本研究使

用的主要数据信息如表 1 所示。 对数据进行必要

的处理,生成满足建模要求的格式[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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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来源及说明

Tab. 1 Description of the data

数据 格式 规格 来源及说明

DEM 数据 栅格
SRTM DEM, 分 辨 率

90 m

来自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http: / / www.

gscloud. cn /

土地利用数据 矢量 2010 年 来自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http: / / www. dsac. cn /

土壤数据 矢量 1995 年

来自世界土壤数据库(Harmonized World Soil Database,HWSD),中国部分

由南京土壤科学研究所基于 1995 年全国第二次土壤调查、并转换至 FAO-

90 土壤分类体系后所得的结果

气象数据 文本
1980—2015 年逐日气

象数据

来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选用庄河、瓦房店、岫岩、熊岳 4 个站

逐日降水、气温、风速、相对湿度、日照数据

茧场水文站

径流量
文本

2010—2015 年,逐日流

量数据
来自辽宁省大连水文局

碧流河水库入、出库流量 文本
2013—2015 年,逐月流

量数据
来自碧流河水库信息网 http: / / www. dlblh. com

　 　 (1)土地利用数据库

SWAT 土地利用数据包括土地利用类型分布

图和属性数据,由于我国土地利用类型属性和美

国相似,因此采用模型自带的相应属性值,不用再

构建土地利用属性数据库。 按照 SWAT 土地利用

分类 标 准, 碧 流 河 流 域 耕 地 ( AGRL )、 林 地

(FRSE)、草地(PAST)、居民建设用地(URLD)、水
域(WATR)面积分别占 27. 8% 、62. 6% 、2. 3% 、
3. 7% 、3. 6% 。

(2)土壤数据库

SWAT 需要输入的土壤物理属性参数较多。
土壤名称(SNAME)、分层数(NLAYERS)、土层到

底部埋深 ( SOL _Z)、有机碳 ( SOL _CBN)、粘土

(CLAY)、壤土 ( SILT)、砂土 ( SAND)、砾石含量

(ROCK)、电导率(SOL_EC)参数根据土壤类型编

码从 HWSD 中查取,土壤湿容重(SOL_BD)、有效

持水量(SOL_AWC)、饱和渗透系数(SOL_K)参数

由美国农业部与华盛顿州立大学开发的土壤水特

性软件 SPAW(soil-plant-atmosphere-water)计算得

到,土壤侵蚀力因子(USLE)由 Williams 方法估

算[16]。 最后,将获取的土壤物理属性数据按要求

格式整理,更新到 SWAT 模型自带的土壤数据库

(usersoil)中。
(3)气象数据库

气象发生器是模型必须输入项,当站点气象

数据缺测时可以使用气象发生器进行填补,本研

究利用 1980—2016 年逐日气象数据,构建气象发

生器。 模型模拟时段逐日气象数据制作过程为:
读取 2008—2015 年逐日实测降雨量、最高及最低

气温、平均风速、平均相对湿度数据,按模型要求

格式生成输入文件;依据文献所用方法[15],由平

均日照时数数据计算得到 2008—2015 年逐日太

阳辐射数据。
1. 3　 模型建立及运行

本研究利用 ArcSWAT 2012 构建碧流河流域

径流模拟模型,建模过程主要包括流域划分、水文

响应单元划分、气象数据加载、建立输入文件及模

型运行五个环节。
(1)流域划分

将 DEM 数据加载到 ArcSWAT 软件中,定义

投影坐标系为 WGS_1984_UTM_Zone_51N。 为减

少计算量,通过设置掩模(Mask)确定流域的研究

范围。 基于 DEM 数据计算水流方向,集水面积阈

值设定为 1000 ha,完成河网的提取。 为便于利用

实测水文数据对模型进行率定和验证,根据研究

区域水系结构特征,手动调整出水口位置,并将碧

流河水库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子流域。 选择流域总

出口,完成子流域的划分、水库的添加及相关地形

参数的计算。 本文依照流域实际情况,同时兼顾

模型运行效率,最终将碧流河流域划分为 39 个子

流域。
(2)水文单元划分

加载土地利用数据和土壤数据空间数据,通
过索引表分别链接到 SWAT 数据库中土地覆盖

(crop)和土壤属性(usersoil)数据表。 完成土壤、
土地利用及坡度数据的重分类,坡度划分为 0 ~
0. 25、0. 25 ~ 9999 两类。 设定土壤、土地利用与

坡度的最小面积百分比阈值分别为 15%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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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具有相同水文特性的网格单元合并为一

类水 文 响 应 单 元 ( hydrological response units,
HRU),最终将碧流河流域划分为 207 个水文响应

单元。
(3)气象数据加载

通过气象数据输入模块依次加载气象发生器

数据、降水、气温、风速、相对湿度、太阳辐射数据,
各类气象资料通过测站连接到制作好的气象数

据库。
(4)建立输入文件

通过写输入文件(write SWAT input tables)命
令,读取 SWAT 数据库,分子流域或水文响应单元

完成参数文件的创建,供模拟计算调用。 编辑碧

流河水库参数,设置水库实测逐月出库流量,执行

重写参数文件命令。
(5)运行模型

设置 SWAT 模型模拟起止时间、模型预热期,
降雨量选用偏正态分布方法进行模拟,选择按月

输出模拟径流,完成模型运行设置和运行。
1. 4　 参数敏感性分析

SWAT 模型参数较多,不同参数对模拟结果

的影响相差较大,在模型率定前进行模型参数的

敏感性分析,将灵敏性高的重要参数筛选出来,从
而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参数进行率定,以提高径流

模拟效果。 ArcSWAT2012 版本主要用于模型的

建立,不再包含敏感性分析和自动校正模块,
SWAT-CUP( calibration and uncertainty programs)
软件专门用于 SWAT 模型参数率定。 本研究选择

SWAT-CUP 中 SUFI-2(sequential uncertainty fitting
version2)作为优化算法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17]。
SUFI-2 可通过 OAT( one-at-a-time)敏感度分析、
全局敏感度分析、观察散点图 3 种方法得到参数

的敏感性。 OAT 方法在整体率定前就可得到单

个参数的相对敏感程度,适用于敏感参数的选取;
全局性敏感分析法适用于参数选取后,获得下次

所需要率定的敏感参数;散点图法比较直观,但只

能定性判断参数敏感性,适用于辅助判断。 综合

比较三种方法,本研究选用 OAT 方法进行参数敏

感度分析。 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采用 t 统计量( t-
Stat)和显著性指标 p 值(p-value)来衡量,t-Stat 绝
对值越大、p-value 越接近 0,参数敏感性越强。
1. 5　 模拟精度的评价

本研究选用 Nash-Sutcliffe 纳什效率系数

( Ens )、决定系数( R2 )及相对偏差( PBIAS )作
为模型模拟精度的评定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Ens = 1 -
∑

i
(Qm,i - Qs,i) 2

∑
i
(Qm,i - Qm

-
) 2

(1)

R2 =
∑

i
Qm,i - Qm

-
( ) Qs,i - Qs

-
( )[ ]

2

∑
i
(Qm,i - Qm

-
) 2 ∑

i
(Qs,i - Qs

-
) 2

(2)

PBIAS =
∑

i
(Qs,i - Qm,i)

∑
i

Qm,i

× 100 (3)

式中: Ens 表示纳什效率系数; R2 表示确定

性系数; PBIAS 表示模拟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

(% ); i 为观测或模拟次序; Qm,i 表示实测值,

m3 / s ; Qs,i 表示模拟值, m3 / s ; Qm

-
表示实测值的

平均, m3 / s ; Qs

-
表示模拟值的平均, m3 / s 。

纳什效率系数 Ens 越接近 1,模型模拟效果

越好。 决定系数 R2 越接近 1,表明模拟值与观测

值的变化趋势一致性越好。 相对偏差 PBIAS 值

越接近 0,代表模拟径流总量与实测径流总量偏

差越小,模拟的总体效果越好。
1. 6　 模型不确定分析

SWAT 模型的非线性和参数的相关性导致模

型解空间可能会存在多个局部最优解,模型率定

结果往往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型,模型不确定性主

要来源于模型输入、模型参数、模型结构及实测数

据的不确定性[18]。 SUFI-2 算法作为参数估计的

最优化方法,综合考虑了模型所有不确定性因素,
将其通过参数不确定性表现,并采用 P 因子

( P-factor )和 R 因子( R-factor )两个指标来衡量

参数的不确定性[19]。 P-factor 表示 95%置信水平

上不确定性 区 间 ( 95% prediction uncertainty,
95PPU) 包含观测数据的百分数, R-factor 表示

95PPU 区间的平均宽度除以实测数据的标准差。
理论 上, P-factor 的 取 值 范 围 为 0 ~ 100% ,
R-factor 的取值范围为 0 ~ ¥, P-factor 越接近 1,
R-factor 越接近 0,模拟效果越好。

2　 结果与讨论

2. 1　 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

考虑影响径流的主要因素,选取 SCS 径流曲

线(CN2) 等 20 个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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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I-2 的 OAT 方法分别计算每个参数的敏感性,
确定了影响碧流河流域径流的 12 个敏感性参数

(表 2),用于下一步参数的率定。

表 2　 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

Tab. 2 Results of parameter sensitivity analysis

排序 参数名称 物理意义 参数所在文件 t-Stat

1 CN2 SCS 径流曲线系数 . mgt 68. 03

2 HRU_SLP 子流域平均坡度 . hru 34. 68

3 SLSUBBSN 子流域平均坡长 . hru - 25. 66

4 CANMX 最大冠层截留量 . hru 22. 14

5 SOL_K 土壤饱和水力传导度 . sol 19. 71

6 GW_DELAY 地下水滞后系数 . gw 17. 16

7 SOL_AWC 土壤有效水含量 . sol 16. 76

8 CH_K2 主河道径流的有效渗透系数 . rte - 14. 41

9 ALPHA_BF 基流消退系数 . gw 12. 72

10 SOL_BD 土壤湿容重 . sol 10. 42

11 SLSOIL 侧向水流坡长 . hru - 8. 04

12 ESCO 土壤蒸发补偿因子 . hru 3. 69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敏感性排在前五位的参

数依次是 CN2、HRU _ SLP、 SLSUBBSN、 CANMX、
SOL_K。 其中,SCS 径流曲线系数(CN2)是对径

流影响最显著的参数,直接决定径流量,CN2 值越

大表明流域下垫面不透水性越强,径流量越大;子
流域平均坡度(HRU_SLP)和平均坡长( SLSUB-
BSN)影响着洪峰流量;CANMX 为最大冠层截留

量,影响下渗、地表径流及蒸散发;SOL_K 是衡量

水穿过土壤运动难易程度的标尺,对径流影响极

大,SOL_K 值越大,下渗土壤水越多,径流量越小。
为获得参数最佳估计,基流消退系数 ( ALPHA _
BF)利用 SWAT 官网提供的数字滤波基流分割软

件(SWAT baseflow),根据 2010—2015 年实测日

径流量计算,计算结果为 0. 0293。
2. 2　 模型率定与验证

(1)参数率定

模型模拟时段为 2008—2012 年,为了降低初

始参数对模型的影响,选定 2008—2009 年作为模

型预热期。 模型率定期为 2010—2012 年,以茧场

水文站实测月均流量数据依次校核模型水量平

衡、各径流组分的分布及流量过程线,最终确定模

型参数的取值。
率定期模型 Ens 、 R2 及 PBIAS 分别为 0. 80、

0. 86、18. 9% ,模型不确定性 P-factor 、 R-factor 分
别为 0. 78、 0. 58。 一般认为 P-factor > 0. 6 、
R-factor < 1. 5 、 R2 > 0. 6 、 Ens > 0. 5 时,模型模

拟结果是可信的, Ens 在 0. 65 ~ 0. 75 之间的模拟

结果比较好, Ens 达到 0. 75 以上模拟结果被认为

非常好[6,12]。 结果表明建立的 SWAT 模型在碧流

河流域的径流模拟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径流模拟

的不确定性较小。
率定期径流模拟结果(图 2)表明:2010 年模

拟径流与实测径流一致性较好,2011 年、2012 年

模拟径流峰值与实测值偏差较大。 由于茧场上游

玉石水库库容较小,对茧场水文站月均径流量影

响不大,模型未予以考虑。 建模过程中用到 4 个

雨量站在空间位置上均位于碧流河流域之外,距
茧场水文站最近的直线距离约 37 km,径流模拟

峰值偏差较大的主要原因可能与雨量站代表性不

强、降水资料的不确定性有关。

图 2　 率定期模型模拟径流与实测值对比

Fig. 2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and observed runoff
of model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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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的验证

验证期模拟时段为 2011—2015 年,其中,
2011—2012 年为模型预热期,2013—2015 年为模

型验证期。 在 SWAT-CUP 中,利用茧场水文站逐

月径流量数据及碧流河水库逐月入库流量数据对

模型进行验证。
验证期 SWAT 模型径流模拟值与实测值比较

结果 (图 3 ) 表明: 茧场水文站的 Ens 、 R2 及

PBIAS 值分别为 0. 68、0. 93、 - 64. 3% ,碧流河水

库站的 Ens 、 R2 及 PBIAS 值分别为 0. 87、0. 88、
1. 9% 。 一般认为 PBIAS < 20% 时模型的拟合

程度较好[20],茧场水文站 PBIAS 较大的原因主要

与子流域选取的雨量站代表性不强有关。 碧流河

水库入库流量各项验证指标非常好,远优于茧场

水文站,由于碧流河水库以上流域范围包含茧场

以上流域,因此,可以认为茧场水文站 PBIAS 偏

大对入海径流量模拟效果影响不大。
2. 3　 入海径流量分析

模拟结果(表 3)表明:2013—2015 年,碧流

河入海径流量年际变化较大,2013 年入海径流量

远高于 2014、2015 年,这是因为 2013 年 7 月份降

雨场次及降水量明显多于历史同期,暴雨场次偏

多,碧流河水库开闸放水 9. 58 亿 m3中有 5. 89 亿

m3下泄至下游河道,而 2014 年、2015 年碧流河水

库开闸放水都用于大连市城市供水,入海径流量

全部来自碧流河水库以下流域产流。
表 3　 2013—2015 年碧流河年入海径流量

Tab. 3 Yearly runoff into the sea of Biliu river from 2013 to 2015

分析结果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实测碧流河水库

出库量 / 108 m3
9. 58 4. 21 4. 36

实测城市供水量 / 108 m3 3. 69 4. 21 4. 36

实测下泄至下游

河道量 / 108 m3
5. 89 0 0

模拟入海径流量 / 108 m3 7. 84 0. 68 0. 90

　 　 2013—2015 年碧流河月入海径流量模拟值

及实测降雨量分布如图 4 所示,月入海径流量与

降水量呈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 86。
碧流河入海径流量受水库开闸泄洪影响较大,
2013 年 6、7 月份,碧流河开闸泄洪至下游河道流

量占全年入海径流量的 75% 。 不考虑碧流水库

开闸放水的影响,2013—2015 年碧流河月入海径

流量变化范围为 300 ~ 4000 万 m3,月均入海径流

量约为 1000 万 m3。

图 3　 验证期模型模拟径流值与实测值比较

Fig. 3 Estimated versus measured runoff of SWAT model val-
idation

图 4　 2013—2015 年碧流河月入海径流量及降雨量

Fig. 4 Monthly runoff into the sea of Biliu river and pre-
cipitation from 2013 to 2015



222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39 卷

3　 结　 论

(1)SWAT 模型在碧流河流域模拟应用效果

较好,能够较为准确地模拟碧流河流域月尺度径

流过程。 率定期模型 Ens 、 R2 及 PBIAS 分别为

0. 80、 0. 86、 18. 9% , 模型不确定性 P-factor 、
R-factor 分别为 0. 78、0. 58。 验证期茧场水文站

的 Ens 、 R2 及 PBIAS 值分别为 0. 68、 0. 93、
- 64. 3% ,碧流河水库站的 Ens 、 R2 及 PBIAS 值

分别为 0. 87、0. 88、1. 9% 。
(2)建立的 SWAT 模型可用于分析评估碧流

河入海径流量,以解决污染物入海通量评估过程

中对高分辨率流量数据的需求。 模型建立的方法

也可应用于其它入海河流流量的模拟,为陆海统

筹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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