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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在充分收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研究青海湖 １９５９－２０００ 年间降水 径流

蒸发

湖泊水位 地下水补给量的动态变化 建立水量平衡分析方程．青海湖水位在波动中持续下降
４２ 年来

年平均水位累计下降了 ３．３２ ｍ

平均每年下降了 ０．０７９ ｍ 近年来 下降的幅度减

小． 同时 青海湖储水量不断减少 而湖区降水呈增加的趋势 河川径流量 地下水的入湖
补给量

蒸发量呈现下降的趋势． 根据青海湖水平衡分析计算结果 预测 ２０１０ 年青海湖流

域耗水量将达 １．２７
济湖

１０８ｍ３

为维护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需要跨流域调水量

引大

８ ３

４．１ １０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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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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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列入 湿地公约 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是我国的 ７ 块国际湿
地之一 具有重要的生态 科学研究和经济价值．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由于自然和人为
的影响 流域的生态环境恶化 湖水位波动下降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国内外关于
青海湖的研究成果较多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对青海湖水量平衡 水
位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 所采用的资料系列为 １９５９－１９８８ 年［１］． 为了使青海湖不成为第二
个罗布泊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 针对青海湖目前的自然 人文
条件下 就减缓湖水位下降 重建生态环境需跨流域调水量进行了重点研究． 应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
秩次相关法和滑动均值法分析 １９５９－２０００ 年青海湖水平衡要素的量和变化趋势 预测流域
内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水量 从水资源持续利用和维护青海湖的生态环境的
角度 提出跨流域调水量 实施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协调人与自然的用水矛盾 减缓青
海湖萎缩的速度提供依据．

１ 流域概况
青海湖流域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隅 湖区介于 ９７ ５０ －１０１ ２０ Ｅ ３６ １５ －３８ ２０ Ｎ
间 流域面积 ２９６６１ｋｍ ２． 流域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 形成了四周群山环抱的封闭式的山
间内陆盆地 湖南为青海南山 东为日月山 西为阿木尼尼库山 北面为大通山 山区
面积约占流域面积的 ６８．６％ 河谷与平原面积较小 为总面积的 ３１．４％． 山势陡峻 沟谷

＊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项目 ＫＸＣＸ１－１０－０３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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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布并多有冰蚀地形［１］．
青海湖湖泊水域位于流域的东南部

形似梨状

长轴走向为北西西向

东西长约

１０９ｋｍ

南北宽约 ６５ｋｍ 周长约 ３６０ｋｍ． 湖水呈弱碱性 ｐＨ 值为 ９．２３ 相对密度为
１．０１１ｇ／ｃｍ３ 含盐量为 １４．１３４ｇ／ｌ［１］． 湖中岛屿有两处 一为海心山 一为三块石 蛋岛
鸟岛已与陆地相连不成其为岛． 青海湖东面有四个子湖 由北而南分别是尕海 新尕海
海晏湾和耳海．
青海湖流域 ２０００ 年底拥有人口 ９．７２ 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 ７．４１ 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７６％
人口密度 ３．３ 人／ｋｍ ２． 各类牲畜共 ３０２．８６ 万头（只） 其中大牲畜 ３４．７８ 万头 猪 ３．３３
万头 小牲畜 ２６４．７５ 万只． 年末耕地面积约 ２００００ｈｍ２ 其中灌溉面积 １１４００ｈｍ２． 主要的
农作物有小麦 青稞 燕麦 豌豆及青饲料等 以油菜 青稞占主导地位 年产粮食逾 ３６００ｔ．
工业规模不大 工业产值仅 １．１９ 亿元． 交通 医疗卫生 文化生活还比较落后．

图 １ 青海湖水位过程线（１９５９－２０００ 年）
Ｆｉｇ．１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Ｌａｋｅ， １９５９－２０００

２ 青海湖水位变化趋势分析
一年之中青海湖水位变化可分为 ４ 个时段［１］． 第一时段
为 １－４ 月 湖水位相对稳定期 此时湖面结冰 水温低 蒸发量小 水量收支基本平衡． 第
二时段为 ６－８ 月 湖水位上升期 降水量 河川径流量都比较大 补给量大于排泄量． 第
三时段为 １０－１２ 月 湖水位下降期 来水小于湖水面蒸发量． 第四时段为 ５ ９ 月份 系
湖水位过渡的阶段．
湖水位年际变化的主要特点是少数年份水位上升 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 据观测资
料 青海湖 ２０００ 年平均水位 ３１９３．３０ｍ 相应湖面面积 ４２３６．６ｋｍ２． １９５９ － ２０００ 年湖
水位下降 ３．３２ｍ 平均每年下降 ０．０７９ｍ 点绘器测以来青海湖的水位过程线图 图 １
由图 １ 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湖水位的下降幅度有所变缓．
据历年青海湖水位观测资料

３ 青海湖水量平衡要素的动态变化
青海湖来水量主要包括湖面降水 地表水入湖补给和地下水入湖补给三部分． 耗水量
主要是青海湖水面蒸发损失． 建立水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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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湖 ＝ Ｐ ＋ Ｒｓ ＋ Ｒｇ
Ｗ
Ｅ 湖为湖水面蒸发量 Ｐ 为湖面降水量 Ｒｓ 为地表水入湖补给量

式中
补给量
３．１ 蒸发

37

Ｒｇ 为地下水入湖

Ｗ 为湖水储量变量．

水面蒸发是青海湖水量平衡方程中的唯一支出项
和差 气压 太阳辐射等． 青海湖流域

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气温 风速

饱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在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ｍｍ（２０ｃｍ 口径蒸发皿）之间 自东
向西递增 蒸发年内分配不均 ６－９ 月
份占全年蒸发量的 ６０％以上 年际变化
小 年最大与年最小蒸发量的比值为
１．５ Ｃｖ 值一般在 ０．１０－０．１５ 之间． 选
择代表站 下社水位站实测的蒸发资
进行蒸发能力的趋势研究
料 进行蒸发能力的趋势研究
采用Ｋｅｎ－
采用
图 ２ 下社水文站 ２０ｃｍ 蒸发量 １０ 年滑动平均
ｄａｌｌ 秩次相关法分析 有 ９５％的保证率 Ｆｉｇ．２ １０－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ｃｍ）， Ｘｉａｓｈａ
确信下降趋势显著． 从 １０ 年滑动均值
等值线图（图 ２）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从上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下降的幅度比较大
９０ 年代虽略有回升 总体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 将环湖各站的水面蒸发观测值 ２０ｃｍ 或
Ｅ６０１ 折算为大水体的水面蒸发量［２］ 计算青海湖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４０．５ １０８ｍ３．
３．２ 降水
青海湖流域降水量较其它内陆地区丰沛 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３００－５５０ｍｍ 之间． 地区间
分布不均 由湖滨向四周山区递增 由
湖南向湖北部递增 形成北部山区和黑
马河流域两个高值区 湖的东南部为低
值区． 降水年内分配不均 ５－９ 月份降
水量占全年的 ８５％以上 降水年际变化
小 降 水 量 变 差 系 数 Ｃｖ 值 一 般 在
０．１５－０．３０ 之间 年最大与最小降水量
之比为
５
左右．２．５
对代表站布哈河口水文站的年
左右． 对代表站布哈河口水
图 ３ 布哈河口站年降水 １０ 年滑动平均线
降水量进行 Ｋｅｎｄａｌｌ 秩次相关检验分
Ｆｉｇ．３ １０－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ｆ Ｂｕｈａｈｅ Ｓｔ．
析 有 ９５％的保证率确信上升趋势显著．
点绘的十年滑动均值等值线图上
从点绘的十年滑动均值等值线图上可以看出自
可
５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呈缓慢上升 ９０ 年代有
小幅回落 图 ３ ． 根据环湖水文站 雨量站的历年观测资料 采用算术平均法和面积加
权法计算青海湖多年平均水面降水量 １５．６１ １０８ｍ３．
３．３ 地表水入湖补给量
青海湖流域径流深一般在 ５０－１７５ｍｍ 之间． 径流深区域分布特点由西北向东南递减
由山区向湖滨递减 北部山区降水量较大 相应的径流深也比较大 在 １５０－１７５ｍｍ 之间
黑马河地区径流深为 １００ｍｍ 左右 湖东地区一般在 ５０ｍｍ 以下 其他地区多在 ５０－１００ｍｍ．
根据流域内各水文站的实测资料分析计算青海湖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 １６．０３ １０８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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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河口水文站集水面积占青海湖山丘区面积的 ６２．５％
因此

15

径流量占青海湖流域的 ４８．３％

选布哈河水文站为代表站进行分析研究． 从该站的年径流量十年滑动均值等值线图

图４

上不难看出

年径流量呈下降的趋势． 采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 秩次相关检验

有 ８０％的保

证率确信布哈河年径流下降趋势
显著． 径流呈下降的态势与其总
补给源降水的变化趋势相反 原
因可能与降水过程发生变化

形

成径流的有效降水减少有关 此
外 生态环境恶化 水源的涵养
能力下降 加之地形平坦 陆地
图 ４ 布哈河口站年径流量 １０ 年滑动平均线
Ｆｉｇ．４ １０－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ｏｆ Ｂｕｈａｈｅ Ｓｔ．

蒸发量增大． 需要在今后的工作
中进一步论证．

地表水资源中 一部分水量
因人类活动被消耗掉 所以地表水的入湖补给量不包括这部分水量． 根据青海湖历年用水
量和各行业耗水率估算耗水量 多年平均耗水 ０．７７３２ １０８ｍ３ 扣除耗水量 地表水多年
平均入湖补给量 １５．２６ １０８ｍ３．
３．４ 青海湖储量的变化
青海湖水储量的变化是湖泊水量平衡的具体反映． 根据青海湖沙陀寺水位站的实测资
料 从青海湖水位－容积关系图上查出 湖水的储量由 １９５９ 年初的 ８６５．８ １０８ｍ３ 减少到 ２０００
年底的 ７１５．９３ １０８ｍ３ 累计减少了 １４９．９ １０８ｍ３ 平均每年减少 ３．６０ １０８ｍ３．
３．５ 地下水入湖补给量
青海湖入湖的地下径流主要受降水 地表水 河床潜流 山前侧渗等补给及青海湖水
位的升降的影响 年际变化比较大． 入湖的地下径流量主要包括平原区地下水中的河床潜
流补给量 山前侧渗补给量 降水入渗补给量三部分之和 扣除潜水蒸发 地下水开采量
之后的水量．
地下水的入湖补给量难以测量 根据水量平衡方程和其它平衡要素进行计算． 虽然降
水 蒸发 地表水三个水平衡要素的计算结果还存在一定的误差 但它们是根据多年实测
值计算出来的 大体上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 计算结果表明多年平均地下水入湖补给量
６．０３ １０８ｍ３．
３．６ 水量平衡分析结果
１９５９ 年－２０００ 年 多年平均入湖的地表水资源量 １５．２６ １０８ｍ３ 湖面降水量 １５．６１
８ ３
１０ ｍ 地下水的入湖补给量 ６．０３ １０８ｍ３ 湖泊水面蒸发量 ４０．５ １０８ｍ３ 平均每年青海湖
水量减少了 ３．６０ １０８ｍ３．

４ 水资源优化配置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微咸水湖 驰名海内外． 近百年来 特别是有水文记载以来
湖水位持续下降 水面积减少 著名的青海湖鸟岛已与陆地连成一片 鸟类赖以繁衍生息
的场所遭到严重的破坏 鸟类因受陆地野生动物的袭扰 数量下降 湖水质的咸化 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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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提高对鱼类的影响将是灭绝性的． 湖水位下降 造成湖滨沼泽干枯 水生植物大量死
亡 生存其间的动物被迫迁徙 更为严重的是造成部分湖底裸露 表面覆盖的松散沙砾层
成为沙源 导致沙漠化 荒漠化面积扩大． 上述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源性缺
水与不合理利用造成的 必须进行跨流域调水及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４．１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预测
青海湖流域到目前已修建农灌渠道 ４０ 条 草原灌溉渠道约 ３０ 条 人畜引水管道约 ５０
条 机电井 ５２ 眼． 水利工程比较单一 规模亦较小． 根据调查统计 ２０００ 年总用水量 １．００
１０８ｍ３ 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 ０．８３ １０８ｍ３ 占总用水量的 ８３％ 草原灌溉用水量 ０．０１７１
１０８ｍ３ 占 １．７％ 工业用水量 ０．０２７６ １０８ｍ３ 占 ２．８％ 城镇生活用水量 ０．００９５ １０８ｍ３
占 ０．９％ 农村生活用水量 ０．１１５９ １０８ｍ３ 占 １１．６％． 从上述可以看出 灌溉用水仍占用
水的绝大部分 其次是农村生活用水 城镇工业和生活用水占的比例则很小． 水资源开发
利用程度比较低 ２０００ 年地表水的实际开发利用程度为 ７．９％ 水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
渠系水利用系数仅为 ０．３－０．４ 大水漫灌 跑水 漏水的现象仍然存在 水污染不容忽视
虽然工业用水量不大
据 青海省水利

但废水多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对青海湖产生不利影响．
十五 计划 和 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五 计划纲要

预测 ２０１０ 年青海湖流域用水量增加的幅度不大 人类生产生活用水量达到 １．２４ １０８ｍ３
耗水量 ０．９３ １０８ｍ３ 另据青海湖生态建设规划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建设拟种草 １９．５３
１０４ｈｍ２ 植树 ５．４７ １０４ｈｍ２ 对其中的饲草料地 经济林和生态林进行灌溉 预计需水
量约 ０．４５ １０８ｍ３ 耗水量 ０．３４ １０８ｍ３． 青海湖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建设总用水量 １．６９
１０８ｍ３ 耗水量达到 １．２７ １０８ｍ３．
４．２ 跨流域调水量
青海湖为内陆湖 流域内不能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必须靠流域外调水才能从根本
上遏止湖水位下降 恢复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邻近的大通河水量比较丰富． 见于此 在
水量平衡分析的基础上 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量 生态环境建设如人
工种草植树等用水量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研究青海湖多年平均的情况下的跨流域引水量
引大济湖 工程的引水量 ． 计算公式
Ｗ＝Ｅ＋Ｗ 耗 Ｐ Ｒｓ Ｒｇ
式中 Ｗ 为跨流域调水量 Ｗ 耗为流域内人类活动耗水量．
根据水量平衡分析结果 天然状态下 缺水 ２．８３ １０８ｍ３ 不考虑人类生产生活的耗
水量
计入国民经济建设和人类生活耗水量约 ０．９３ １０８ｍ３ 和人工生态环境建设耗水量
０．３４ １０８ｍ３ 青海湖缺水即生态环境重建需跨流域调水量 ４．１ １０８ｍ３．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
只研究四十余年青海湖来水 水面蒸发量的平均情况 对长尺度的变化还缺乏足够的资料
加以论证．
４．３ 水资源的配置
青海湖水资源优化配置主要协调人类社会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 解决两大用户之间的
矛盾 另外 还要充分利用好外流域调来的水量． 协调人类与自然的用水矛盾的关键是采
取措施 避免人类用水的大副增加和对水质的污染． 人类社会用水到 ２０１０ 年预测达到 １．６９
１０８ｍ３
其中包括生态环境复建用水量 ０．４５
１０８ｍ３ 今后 社会经济发展 重点在提
高水的利用效率 在鱼类的产卵期 尽量减少灌溉用水 保证鱼类繁衍的需要 限制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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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 提高废水的处理率 实现达标排放． 跨流域调水重点解决鱼类产卵期 集中灌溉期
枯水期三个时期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这三个时期跨流域引水量大一些．

５ 结论
青海湖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 ２０００ 年总用水量 １．００ １０８ｍ３ 其中农田灌溉
用水量占 ８３％ 工业 城镇生活用水占的比例较小． 耗水量 ０．７５ １０８ｍ３ 水资源开发利
用中浪费

水污染现象仍然存在．

青海湖水位在波动中持续下降 自 １９５９ 年至 ２０００ 年 年平均水位共下降了 ３．３２ ｍ
平均每年下降了 ０．０７９ ｍ． 近年来 下降的幅度减小．
青海湖储水量不断减少． 多年平均入湖的地表水资源量 １５．２６ １０８ｍ３ 湖面降水量
１５．６１ １０８ｍ３ 地下水的入湖补给量 ６．０３ １０８ｍ３ 湖泊水面蒸发量 ４０．５ １０８ｍ３ 平均每
年青海湖水量减少了 ３．６０

１０８ｍ３．

青海湖水平衡要素变化趋势明显． 湖区降水呈增加的趋势 河川径流量 地下水的入
湖补给量
蒸发量呈现下降的趋势．
根据青海湖水平衡分析计算结果 预测 ２０１０ 年青海湖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生态环
０．４５ １０８ｍ３ 耗水量合计 １．２７ １０８ｍ３． 计算出青
境建设的用水量分别为 １．２４ １０８ｍ３
海湖生态环境重建需跨流域调水量 引大济湖 水量 ４．１ １０８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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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Balance and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of Qinghai Lake
YAN Huayun1 & JIA Shaofeng2
(1:Qinghai Provincial Surveying Bureau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Xining 810001,P.R.China;
2 :Institutc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P.R.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observed hydrological data in Qinghai Lake Basin, 1959-2000, we
studie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precipitation, runoff, evaporation, lake water level and the
supplement of ground water of Qinghai Lake for the past forty years. Estimates revealed that
a 3.32m-drop occurred during 1959-2000,resulting an annual decrease of water quantity of
3.60 108m3 . Moreover, the amount of interbasin diversion required for maintaining
ecologic balance and social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discussed, an annual
quantity of 4.1 108m3 could meet the needs for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Keywords: Qinghai Lake; water-balance; water resources; optimal allo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