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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域的生态和水文等各种过程中进行着水、能量、碳等的流动和交换，构成了一个多过程耦

合的动力学系统。建立概念性的流域水文模型，对流域上的产汇流等主要水文过程进行模拟，引入

植被覆盖度演化的动力学方程，把生态过程与水文过程相耦合，模拟流域内生态水文过程，分析了

流域生态水文系统的动力学特性。模拟结果显示，在不同年降雨量条件下，流域的植被覆盖度会从

相同初始值演化到不同的覆盖度水平稳定值，年降雨量越大，植被覆盖度趋向于越大的稳定值。在

不同的植被覆盖度初始值下，在相同降雨条件下植被覆盖度会演化到不同的覆盖度水平，系统存在

多重定态。遇到连续枯水年后，高植被覆盖度的状态会退化到低植被覆盖度的状态。模拟得到的

动力学系统性质决定于植被动力学方程。植被覆盖度动力学方程的完善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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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水循环系统是由多个互相嵌套的循环过程
组成的网络，这些循环过程包括了地球系统的物理

和生态过程。水循环动力系统就是多个单独的动力

过程复杂平衡的结果，这些过程组成了一个相互协

作的动力过程网络［１］。流域内的生态过程和水文

过程密切耦合，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根据研究

需要进行的合理简化，一般水文模型把植被条件作

为外部参数输入，模型中不包括多个过程之间的反

馈，认为同一个参数集不存在多重定态，即任意数量

级的水文扰动后水文模型都会回到同一个定态［２］。

单一水文定态的假设在水文模拟中的具体表现是水

文模型使用任意的初始值，然后设定一定的预热期

来消除初始值的影响。单一定态的假设在工程水文

学中体现为水文频率分析中对水文序列的“一致

性”假设。

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开展，目前已经有学者研

究发现流域系统内由于多过程耦合而存在多重定

态。在气候变化、放牧、修路和自然退化等多种作用

下，河道可能会在宽浅型河道和窄深型河道这两种

状态下迁移，但是要发现这种状态迁移则需要长期

的观测［３］。在湿地生态系统中，由于植被和地下水

位的相互作用，可能出现多重定态，主要原因是植物

造成的地下水位下降和适宜植物生长的通风透气的

土壤条件之间的正反馈［４］。Ｐｅｔｅｒｓｏｎ等［２］建立的分

布式生态水文模型耦合了山坡渗流过程，使用相同

的参数集定性地确定了不同的地下水位高程定态。

多重定态来自于含盐地下水水位上升引起叶面积指

数减小进而引起蒸腾减小的正反馈。这项研究有力

地挑战了水文模拟中的单一定态假设。

对流域未来的水文过程进行预测的时候，植被

条件不变的假设增加了水文预报的不确定性。生态

输水等人类活动则可能显著改变流域的植被条

件［５］。为了在气候变化［６］和人类活动的背景下研

究流域水文和生态的响应，迫切需要在生态水文模

拟研究中实现生态过程与水文过程的耦合。生态过

程与水文过程耦合建立生态水文模型成为水文学研

究的热点之一。

本文建立了概念性的流域水文模型，对流域上

的产汇流等主要水文过程进行模拟，引入描述植被

覆盖度演化的动力学方程，把生态过程与水文过程

相耦合，模拟流域内生态水文过程，分析了流域生态

水文系统的动力学特性。

１　模　型

模型包括了水文模型和植被演化模型。水文模

型包括２个变量，分别表述山坡单元和河道单元的
蓄水量。地形地质条件的参数根据一般流域的取值

范围选取即可。描述植被演化的模型是单物种生态

模型，称为植被动力学方程，只包括一个物种的繁殖

扩张，只有植被覆盖度一个变量。方程组如式（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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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ｗｔ是指山坡单元的蓄水深，ｗｒ是指河道单元
的蓄水深，ｖｃ是指植被覆盖度，Ｑｏｕｔ是河道单元的流
出量，符号的脚标ｔ代表山坡单元，ｒ代表河道单元，
ｃ代表植被，其他各项的含义将分别说明。

Ｐ为降水量数据，逐时段输入模型。Ｅ为蒸散
发，山坡单元的蒸散发 Ｅｔ包括了裸土区蒸发 Ｅｂ和
植被区蒸散发Ｅｖ，植被区蒸散发 Ｅｖ，包括土面蒸发
Ｅｖｅ和植被蒸腾Ｅｖｔ。河道单元的蒸发Ｅ等于潜在蒸
发Ｅｐ。以上参数的计算公式见式（２）。

Ｅｔ＝Ｅｂ＋Ｅｖ
Ｅｂ ＝（１－ｖｃ）ａｅｂｋｅｓ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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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２）

式中，ａｅｂ为参数，限定裸土蒸发的上限，ｋｅｓ为土壤水
分系数，计算公式见式（３），ａｅｖｅ和 ａｅｖｔ是参数，ｋｅｃ是
作物系数，Ｅｐ是潜在蒸发。

ｋ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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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ｈ
ｓｆｃ－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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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ｓ










ｆｃ

（３）

式中，ｓ是土壤含水率，ｓｈ是凋萎含水率，ｓｆｃ是土壤田
间持水率。

Ｌｔ是山坡单元的深层渗漏损失，计算公式
［７］见

式（４）。

Ｌｔ＝
０　　　　　　０≤ｓ＜ｓｆｃ

Ｋｓ
ｅβ（ｓ－ｓｆｃ）－１
ｅβ（１－ｓｆｃ）－１

ｓｆｃ≤ｓ≤{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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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β＝１２．１［７］，为参数，Ｋｓ是饱和导水率。
假设该流域坡面上的超渗产流所占比例很小，

可以忽略，河道径流的来源只包括地下径流和蓄满

产流的径流。那么，山坡单元产流Ｑｔ等于地下径流
Ｑｔｒｓ和蓄满产流的径流 Ｑｔｒｄ之和。计算公式见式
（５）。

为了数值计算的稳定，使用最大值函数［８］近似

实现了取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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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式中，Ｗｔ是山坡单元蓄水深，Ｚ是山坡单元土壤的
计算厚度，Ｇｅｕ是土壤孔隙率，ａｔｓ、ａｔｄ和ａｔｍ是参数。

河道单元计算公式中各项的计算与 ＴＨＲＥＷ模
型［９］的计算方法相同。

描述植被演化的植被动力学模型的原型已经在塔

里木河进行了应用和验证［１０１１］。

一般的植被动力学模型包括两项，分别是繁殖项

ｇ（ｓ，ｔ，ｖｃ）和死亡项ｍ（ｓ，ｔ，ｖｃ）。本研究使用的计算公式
为式（６）和式（７）。

ｇ（ｓ，ｔ，ｖｃ）＝ｇ（ｓ）ｇ（ｔ）ｇ（ｖｃ）

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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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式中，ｇ０ ＝０．８，ｓｃ ＝０．２２，ａｇ ＝０．０２８，均为参
数，其取值参照文献［７］确定；Ｔａ＝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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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ｍ１＝０．２，ｍ２＝０．１，ｓｃ＝０．２２，ａｍ ＝０．０４，
都为参数，其取值参照文献［７］确定。

在水文模型中引入植被演化模型对植被覆盖度

进行模拟，流域内的水文过程与生态过程通过土壤

含水率和植被覆盖度耦合在一起，实现了水文过程

与生态过程的耦合，如图１所示。

图１　水文过程和生态过程耦合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流域系统动力学方程的特性分析
在模拟中，植被覆盖度的初始值设定为０．６０，

并保持不变，年降雨量作为动力学方程的一个参数，

分析动力学方程的解关于这个参数的分岔行为。降

雨强度和潜在蒸发强度在年内都设定为恒定值。取

模拟期最后一年的植被覆盖度和土壤含水率的年平

均值作为这个系统状态的代表值。

降雨量在２００ｍｍ到２０００ｍｍ的范围内从小
到大逐步变化，逐步加密观察系统在局部的分岔行

为。如图２所示，年降雨量在６５２ｍｍ和９４３ｍｍ附
近时，逐步加密的模拟结果显示解的结构发生了变

化，即出现了分岔。从６５２ｍｍ开始，植被覆盖度在
模拟期末的稳定值逐渐从０转变为向０．３８趋近，但
是接近的过程比较缓慢，土壤含水率的稳定值从

０．２０逐渐向０．２５趋近。在这个点，植被覆盖度的年
内过程从恒定为０的一个点变化为周期变化，解的
结构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从９４３ｍｍ到９４４ｍｍ，
植被覆盖度在模拟期末的稳定值突然从０．３８增大
到０．９７，土壤含水率的稳定值仍在０．２５附近，变化
很小，植被覆盖度的年内变化过程也有改变。

分岔现象是非线性系统特有的一种重要性质。

对一个非线性方程组，如果某一参数在其某一个值

邻近发生微小的变化将引起解的性质（或相空间轨

线的拓扑性质）发生突变，这个现象就称为分岔，称

为解在此临界值处出现分岔［１２］。分岔现象在生态

水文学上对于生态水文系统性质的认识有重要作

用。随着年降雨量的逐渐增大，对于其他自然条件

接近的生态水文系统，植被覆盖度会增大。但是，如

果在植被覆盖度某点附近出现了分岔，那么表明植

被覆盖度发生了突变，预示整个生态水文系统则可

能发生突变，可能表现出植被类型的更迭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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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流域系统动力学方程解的分岔
Ｆｉｇ．２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２　流域系统长系列模拟分析多重定态
使用降雨量随机模拟模型［１３］生成多年的逐日

降雨量资料和逐日的潜在蒸发量资料，年潜在蒸发

量为１４００ｍｍ。为了分析系统在连续枯水年和连
续丰水年条件下的行为，设定１０年的枯水期和丰水

期，枯水年的年降雨量为７７７ｍｍ，丰水年的年降雨
量为１５２５ｍｍ，如图３所示，系列（ｂ）把连续枯水年
设定在第３１年至第４０年，连续丰水年设定在第７１
年至第８０年，系列（ｃ）对调连续枯水年和连续丰水
年的位置。

图３　长系列模拟的年降雨量和年潜在蒸发量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８３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３）第２９卷第４期　



　　流域系统的长系列模拟结果表明，系统从不同
的植被覆盖度初始值开始，将逐渐稳定在不同的植

被覆盖度水平，即不同的定态。系统存在多重定态，

分别大约是０、０．３５和０．９５（如图４所示）。在不同
的植被覆盖度下，土壤含水率却差别不是很大，差异

在０．０２以内（如图５所示）。

图４　长系列模拟的植被覆盖度演化过程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如图４所示，遇到连续枯水年后，高植被覆盖度

（０．９５）的状态将失稳，植被覆盖度降低到０．３５的
状态。遇到连续丰水年后，低植被覆盖度的状态并

不会迁移到高植被覆盖度的状态。植被覆盖度为０
的状态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只要植被覆盖度大于

０就会远离这个状态。这些结果说明，系统在不同
定态的稳定性不同，所能承受的外界扰动的大小也

不同，０．３５的植被覆盖度状态稳定性最好，其次是
０．９５的植被覆盖度状态，为０的植被覆盖度状态稳
定性最差。在两个稳定平衡态之间，存在一个不稳

定的平衡态，现有模拟方法难以识别到这个不稳定

的平衡态。

图５　长系列模拟的土壤含水率演化过程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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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多重定态的系统，当系统受到扰动后

系统的行为就可能与单一定态的系统不同。

如果外界扰动较小，系统仍然在同一个稳定态

的收敛域内，那么系统会继续向这个稳定态演化，如

图６所示。

图６　双重定态系统受到外界扰动后的演化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ｆｔｅ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如果外界扰动较大，越过了不稳定态，从稳定态

Ａ的收敛域迁移到了稳定态 Ｂ的收敛域，那么系统
就不会再向稳定态 Ａ演化，而会向稳定态 Ｂ演化，
其演化趋势发生了改变。

如果真实流域存在高植被覆盖度和低植被覆盖

度两个稳定态，且系统原来位于高植被覆盖度稳定

态收敛域，那么当遇到人为滥砍、山火、长期干旱等

外界干扰而植被覆盖度下降越过了临界的不稳定平

衡态时，植被覆盖度就不会再向高植被覆盖度稳定

态演化，转而会向低植被覆盖度稳定态演化，如

图４（ｂ）和图４（ｃ）展示的演化过程。
Ｄｅｎｔ等［３］对河道形态、河岸植被等系统的多重

定态迁移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概念性讨论。

２．３　植被覆盖度动力学方程分析
植被覆盖度动力学方程中繁殖项 ｇ（ｓ，ｔ，ｖｃ）由

三项组成，其中对植被覆盖度自身的依赖项 ｇ（ｖｃ）
可以使用不同的公式。式（８）就是前文分析中使用
的公式。式（９）的资源限制项是植物随机分布时植
物周围可供繁殖的空间的面积比，使用植物随机分

布的方法统计得到。式（１０）是植被动力学方程常
用的形式，其中 ｖｃ表示现有植物量的繁殖能力，
１－ｖｃ表示尚未被植被占据的空间和其他的资源，反
映了剩余资源的约束作用。

式（８）和式（９）是使用与式（１０）相同的概念得
到的。

ｇ（ｖｃ）＝５０ｖ
２
ｃ（１－ｖｃ）（０．５－ｖｃ）

２ （８）

ｇ（ｖｃ）＝ｖｃ（１１．２１６９ｖ
５
ｃ－３５．９３１５ｖ

４
ｃ＋４４．７９４１ｖ

３
ｃ－

２７．２６００ｖ２ｃ＋７．１６９１ｖｃ＋０．００２０３０） （９）
ｇ（ｖｃ）＝ｖｃ（１－ｖｃ） （１０）
选择随机生成的典型年降雨量资料，分别使用

上面的３个植被依赖项公式，从初始植被覆盖度０．６
开始连续模拟。统计最后一年的植被覆盖度和土壤

含水率，将其作为每个公式在这个降雨条件下系统

所能达到的极限稳定态。分析不同植被依赖项的植

被动力学方程的特性。

如图７所示，在模拟的降雨量变化范围内，式
（８）表现出２个非零定态，式（９）和式（１０）的表现类
似，只有１个非零定态。但是３个公式的极限年平
均土壤含水率都比较相近。这个对比说明，植被因

子ｇ（ｖｃ）公式对生态水文系统的性质具有决定性作
用，而公式是不是代表了生态过程的行为却有待实

验验证。

图７　不同植被覆盖度动力学方程的模拟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３　结　语

本文建立了概念性的流域生态水文模型，对流

域上的产汇流等主要水文过程进行模拟，引入植被

覆盖度演化的动力学方程，把生态过程与水文过程

耦合，模拟流域内生态水文过程，并分析流域生态水

文系统的动力学特性。

模拟结果表明，在不同年降雨量条件下，流域的

植被覆盖度会演化到不同的覆盖度水平，年降雨量

越大，植被覆盖度趋向于越大的稳定值。在不同的

植被覆盖度初始值条件下，植被覆盖度会演化到不

同的覆盖度水平，系统存在多重定态。遇到连续枯

水年后，高植被覆盖度的状态会退化到低植被覆盖

度的状态，遇到连续丰水年后，低植被覆盖度的状态

并不会迁移到高植被覆盖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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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显示，植被覆盖度动力学方程对系统

演化影响很大，植被覆盖度动力学方程的完善是今

后生态水文过程模拟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１］ＫｕｍａｒＰ．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ｕｎｉｆｙ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ａｓｓ．２００７，１（６）：１３３８１３６０．

［２］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Ｊ，ＡｒｇｅｎｔＲＭ，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Ｗ，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４５，
Ｗ０３４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８ＷＲ００６８８６．

［３］ＤｅｎｔＣＬ，ＣｕｍｍｉｎｇＧＳ，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ｔａｔｅｓｉｎ
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ｌａｋ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２００２，３５７：６３５６４５．

［４］ＲｉｄｏｌｆｉＬ，Ｄ’ＯｄｏｒｉｃｏＰ，Ｌａｉ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４２，
Ｗ０１２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５ＷＲ００４４４４．

［５］刘登峰，黄强，林木．基于遥感的塔里木河植被变化规
律研究［Ｊ］．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４（４）：
３２３６．
ＬｉｕＤｅｎｇｆｅｎｇ，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ＬｉｎＭｕ．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ｖｅｇｅｔａ
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４（４）：３２３６．

［６］高卫平，秦毅，黄强，等．唐乃亥流域近期降雨径流特
性变化分析［Ｊ］．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１（４）：
４２９４３２．
ＧａｏＷｅｉｐｉｎｇ，ＱｉｎＹｉ，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ｄ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Ｔａｎｇ

ｎａｉｈａｉ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５，２１（４）：４２９４３２．

［７］ＢａｕｄｅｎａＭ，ＢｏｎｉＧ，ＦｅｒｒａｒｉｓＬ，ｅｔ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ｃｙｉｎｄｒｙｌａｎｄ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ａｓｉｍｐｌｅ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ｘｍｏｄｅｌ［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７，３０（５）：１３２０１３２８．

［８］ＫａｖｅｔｓｋｉＤ，ＫｕｃｚｅｒａＧ．Ｍｏｄｅｌ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ｏｒｅ
ｍｏｖ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ｏｐ
ｔｉｍａｉ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４３（３）：Ｗ３４１１．

［９］田富强．流域热力学系统水文模拟理论和方法研究
［Ｄ］．北京：清华大学，２００６．
ＴｉａｎＦｕｑｉａ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ｈｙｄ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ＨＭｏｄｅｌ）［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２００６．

［１０］ＬｉｕＤｅ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ｎＭｕ，ＴｉａｎＦｕｑｉａ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ａｔＡｌ
ａｇａｎｉｎｌｏｗｅｒ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５１８５２３：４２３３４２４０．

［１１］ＬｉｕＤｅｎｇ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Ｆｕｑｉａｎｇ，ＨｕＨｅ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ｃｏ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ｎ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ｙ
ｐｅｒ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ｏｆＴａｒ
ｉｍＲｉｖｅｒ［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１２，２６（１３）：
２０４９２０６０．

［１２］刘秉正，彭建华．非线性动力学［Ｍ］．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ＪＳ，ＳｉｖａｐａｌａｎＭ．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ｃａｌ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ｌｏｏ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ｃａｌｉｎｇ
［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３３（１２）：
２９８１２９９９．

（责任编辑　王卫勋）

５８３　刘登峰，等：流域生态水文系统的动力学特性初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