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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流域水文模型出现的必然性 , 剖析了现有流域水文模型的局限性和用于水文预报

需要解决的问题, 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以期能推进流域水文模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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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流域水文模型属于数学模型, 它在水旱灾害防治和水资源开发利用中有广泛应用, 也是

研究流域产沙过程和污染物质在水中输移过程的必要前提。流域水文模型的研究大约始于本

世纪 50年代
[ 1]
, 70年代至 80年代中期是其蓬勃发展时期, 一些比较著名的模型, 如美国的

斯坦福 ( Stanfo rd) 模型和萨克拉门托 ( Sacr amento) 模型, 日本的水箱 ( Tank) 模型以及中

国的新安江模型等都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得到应用。80年代后期至今, 全世界范围内流域水文

模型的发展处于缓慢阶段, 除了对原有模型有一些修改外, 几乎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也

没有有影响的新模型出现。笔者对此进行了认真思考后, 试图对流域水文模型的必然性、现

有流域水文模型的局限性和流域水文模型用于水文预报需解决的问题等进行探讨, 对流域水

文模型的未来进行展望, 希望能起到推进流域水文模型研究的作用。

2　流域水文模型出现的必然性

众所周知, 探索流域径流形成规律的基本途径除对原型进行观测研究外, 还有物理模拟

和数学模拟两类。物理模拟是一种比例尺模拟, 即将研究对象的原型按一定比例在实验室内

建成物理模型, 先对模型进行观测分析, 然后根据相似律再对原型的物理过程进行定性或定

量分析。数学模型则首先针对人们已掌握的流域径流形成的物理机制, 应用物理定律建立其

数学描述方程式, 然后用数学方法进行求解, 从而获得各种情况下流域降雨与径流之间的定

量关系。

与物理模型相比, 数学模型的优点是:

( 1) 数学模型的所有条件都可以由原型所观测到的数据直接给出, 不受比尺的限制, 即

数学模型无相似律问题。

( 2) 数学模型的边界条件及其它条件既可严格控制, 也可随时按实际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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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数学模型通用性强, 只要研制出一种适合的软件, 就可用来解决不同的实际问题。

( 4) 数学模型具有理想的抗干扰性能, 只要条件不变, 重复模拟可以得到完全相同的结

果, 不会因人、因地而异。

( 5) 数学模型的研制费用相对比较便宜, 运行管理费用更加便宜。

因此, 数学模型是一条又快、又省、又好的模拟流域径流形成规律的途径, 这不仅在人

们对流域径流形成过程的许多环节的相似律基本束手无策的今天是如此, 即使在将来也仍然

如此。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一些原来主要借助于物理模型来研究的问题, 如水工水

力学问题、工程泥沙问题、水工结构问题等, 也开始转向主要使用数学模型来寻求解答。经

典水力学与计算技术的结合已产生了计算水力学
[ 2]
, 经典结构力学与计算技术的结合已产生

了计算力学, 流域水文模型研究的深入也将进一步导致经典水文学与计算技术更密切的结合。

3　现有流域水文模型的局限性

分析现有流域水文模型的结构及实际使用情况可发现其局限性如下:

( 1) 现有流域水文模型都是概念性模型　水文现象十分复杂, 使得人们至今还不能用数

学物理方程严格地描述其中每一个子过程。因此, 现有流域水文模型在许多结构环节上仍主

要借助于概念性元素模拟或经验函数关系描述。例如, 采用简单的下渗经验公式、带有经验

统计性的流域蓄水曲线或具有底孔和不同位置侧孔的水箱等来模拟产流过程, 采用面积时间

曲线、线性或非线性 “水库”、线性或非线性 “渠道”, 以及它们的不同组合形式来模拟汇流

过程。这样的模拟往往只涉及现象的表面而不涉及现象的本质或物理机制, 因此, 现有流域

水文模型包含的许多参数都缺乏明确的物理意义,只能主要依据实测降雨和径流资料来反求,

而这样求得的模型参数必然带有经验统计性, 只能反映有关影响因素对流域径流形成过程的

平均作用。这是现有流域水文模型拟合一组资料中的大部分虽可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但对

该组资料中的个别特殊情况, 或者该组资料以外的另一些资料却不一定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拟

合结果的症结所在。

( 2) 用最优化方法确定模型参数对实测降雨径流资料的依赖性很大　现有流域水文模型

一般都包含有两个以上的参数需要由实测降雨和径流资料来反求。在数学上处理这类 “逆问

题”的方法通常是最优化方法, 它首先要求设计一个目标函数, 然后在一定约束条件或无约

束条件下寻求一组模型参数使该目标函数达到极值。现有流域水文模型目标函数通常根据模

型的状态变量或输出变量的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来构造, 一般与模型本身的结构没有

什么联系, 所考虑的约束条件一般也与模型本身的结构没有什么联系, 因此, 按此方法求得

的模型参数只能反映模拟值与实测值拟合程度, 而不能揭示参数的物理意义。此外, 由于模

型中各参数之间可能存在相依性, 以及所构造的目标函数的非单峰 (谷) 性, 按最优化方法

求得的最优参数组可能不是唯一的。这表明现有流域水文模型在应用中尚缺乏严格的客观性,

一些研究者试图寻找一些能克服这种不唯一性的方法
[ 3, 4, 5]

。例如, 为消去参数之间相依性的

影响, 可以通过数学变换, 使响应面的长、短轴的比值尽可能接近于 1, 即在新的坐标系中使

参数之间的相依性弱化; 也可通过对所需优选的参数划分层次, 然后按不同层次的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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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予以优选, 即尽量减少在每个目标函数下优选的参数数目 (降维方法)。为使目标函数具

有单峰 (谷) 值, 除了在构成目标函数的函数型式时加以注意外, 也可采用按不同参数层次

建立几个目标函数的方法。但是应当指出, 这些试图克服模型最优参数不唯一的方法仍难以

明确模型参数应具有的物理意义。

( 3)模型输入的空间分散性和不均匀性　流域水文模型的输入是流域上各点的降雨过程,

输出是流域出口断面的流量或水位过程, 因此, 它是一种输入具有分散性和输出具有集中性

的模型。现有流域水文模型在结构上一般与此并不匹配, 在实际应用中考虑这一问题时, 几

乎无一例外地采用将全流域按雨量站划分成若干个单元面积的方法, 认为当单元面积的尺度

小到一定程度时, 即可作集中输入和集中输出的流域水文模型来模拟该单元面积的径流形成,

最后将各单元面积对全流域出口断面输出的贡献迭加起来作为其出口断面的输出。显然, 这

种实用的处理方法仍是不完善的, 例如, 如何考虑不同单元面积在径流形成机制和模型参数

上的差别、各单元面积对全流域出口断面的贡献是否满足迭加原理等都未能得到解决。

( 4) 有效的计算方法问题　与计算机技术发展不可分割的流域水文模型, 总是以离散方

式来模拟流域径流形成过程, 因此采用有效的计算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流域产、汇流过程是

一个连续过程, 当用数学模型模拟时, 必然因离散带来离散误差。计算机的数字有效位数总

量有限, 这又必然带来舍入误差。如果离散化方法不适当, 计算方法不够好, 则非物理的数

值效应可能会导致背离物理图景的计算结果。这就表明, 流域水文模型是否成功, 除了合理

的结构和参数外, 还有赖于采用合适的离散化格式和有效的计算方法, 换言之, 流域水文模

拟存在数值计算是否满足稳定性的问题,现有流域水文模型大多采用显式差分格式来离散化,

对数值计算的稳定性几乎都没有涉及, 更无深入的研究,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4　流域水文模型用于预报需解决的问题

前已述及, 现有流域水文模型的结构基本上是概念性的, 由实测降雨和径流资料反求出

的模型参数值本质上只能反映一个流域径流形成的平均情况, 如用来预报未来的径流形成情

况, 误差既不可避免, 也不易控制, 因此, 采用实时校正技术对预报误差作适时修正是一种

必要的补救措施。目前可用于预报误差实时校正的方法有递推最小二乘法、卡尔曼滤波法、误

差自回归法和交互式校正技术等。一般既可以通过校正状态变量或输入误差来校正模型输出

的误差, 也可以直接对模型输出误差进行校正, 作为模型状态变量的可以是土壤含水量或其

它模型参数, 也可以是模型的输出。递推最小二乘法和卡尔曼滤波法适用于以状态变量作为

校正对象的情况, 误差自回归法适用于直接以模型输出误差作为校正对象的情况。近年来提

出的交互式校正技术则比较灵活
[ 6]
, 可适用于各种情况, 对于现有流域水文模型, 其状态方程

和量测方程一般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并以隐含的形式出现, 因此, 使用递推最小二乘法和卡尔

曼滤波法进行实时校正十分复杂, 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误差自回归法对现

有流域水文模型进行实时校正就成为常见的方法。模型输出误差的延续性一般在洪水过程线

的涨洪段或落洪段比较明显, 而在涨、落洪段的转折处, 即洪峰处不明显, 因此, 误差自回

归法对洪峰误差的实时校正不一定能成功。

用流域水文模型作洪水预报, 如果从降雨到达流域表面开始发布预报, 则理论预见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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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汇流时间, 而实际所获得的有效预见期还必须从理论预见期中扣除降雨资料采集、传输

及作业预报等花费的时间。要增长流域水文模型预报洪水的预见期, 一般有两种途径可采用:

一是尽可能缩短降雨资料采集、传输及作业预报等操作的时间, 例如可将流域水文模型与雷

达测雨技术结合起来, 根据雷达观测信号转换成降雨量的时空分布, 然后输入流域水文模型,

预报出流域出口断面的洪水过程, 这样就可以缩短降雨资料采集和传输的时间, 达到增长有

效预见期的目的。二是将暴雨数学模型与流域水文模型耦合, 建成降雨-流域水文模型。以影

响暴雨的气象因子和蒸发作为其输入, 而输出则是流域出口断面洪水过程。这样就可以达到

增长理论预见期的目的。例如, 美国恩古勒 ( Angulo) 等人
[ 7]早在 1984年就提出一个由暴雨

数学模型和萨克拉门托模型耦合而成的降雨-流域水文模型, 该模型以温度、气压、露点和流

域上的蒸散发为输入, 输出则是流域出口断面洪水过程。这个尝试得到初步成果, 但精度有

待提高。应当指出, 暴雨的定量预报至今仍是气象学家感到棘手的问题, 因此上述设想在短

期内可能难以得到有效的实现。

5　建　　议

综上所述, 流域水文模型的出现是水文科学的进步, 但现行流域水文模型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用于水文预报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为推进流域水文模型的研究, 提出下列建议:

( 1) 加强对流域径流形成物理机制的研究　对流域水文模型的研究应当突破传统的概念

性模拟和 “黑箱子”模拟的研究思路, 不仅要尽可能吸取当代产汇流理论研究所取得的研究

成果[ 8] , 而且要应用近代高科技手段不断进行新的流域水文实验, 揭示新的水文规律[ 9] , 以便

不断改进现有流域水文模型的结构和研制新的流域水文模型。这方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例

如新安江模型
[ 1]
, 70年代使用的产流结构基于霍顿 ( Horton) 产流理论, 是二水源模型, 使

用上有一定局限性。80年代及时吸取了“山坡水文学”产流理论, 研制成功了三水源模型, 扩

大了模型的使用范围, 提高了模型的使用效果。

( 2) 加强对流域径流形成要素空间分布描述方法的研究　这里所指的流域径流形成要素

主要是降雨、蒸散发、土壤含水量、地形、地貌等。雷达和遥感信息的最大优点是以面信息

代替传统的点信息, 近 10多年来, 许多研究者致力于雷达测雨及控制降雨空间分布的研究基

于遥感技术探讨降雨、土壤含水量、地形、地貌及洪水淹没范围等空间分布的研究也有新的

进展
[ 10]
。今后在继续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同时, 要大力开展地理信息系统 ( GIS) 的研究。GIS

是一种应用计算机软件工程来综合分析和处理各种数据空间分布的技术。应用 GIS可以建立

径流形成要素与地理坐标之间的数值关系及图形显示, 因此, GIS 与流域水文模型相结合 [ 11] ,

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 3) 探索用随机微分方程建立流域水文模型的新途径　影响流域径流形成的因素十分复

杂, 人们至今还不能确切掌握影响流域径流形成的全部因素, 即使在将来也不能完全做到这

一点, 因此, 流域径流形成规律有确定性的一面, 也有随机性的一面。具体地说, 降雨的时

空分布和模型中的许多参数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随机性, 故模型的输出也必然具有一定的随

机性。当用随机观点建立和分析这种带有随机性质的流域径流形成过程时, 将会导出包括有

随机元素的微分方程, 即随机微分方程 [ 12] , 与确定性微分方程不同, 随机微分方法的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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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随机过程, 研究方法是概率论与微分方程论的结合, 给出的解是随机过程或其某些统计

特征值。随机微分方程统一处理了包括在一种物理过程内的确定规律部分和随机性规律部分,

能够将流域水文模型的计算结果和模型的随机误差统一在一起考虑, 这种新的建模手段是值

得深入探讨的。

( 4) 重视对流域水文模型计算方法的研究　流域水文模型的描述方程一般为一常微分方

程组成编微分方程组, 而且其非线性程度一般也比较高, 如何对其进行离散化, 如何依据计

算数学理论寻求有效的数值计算方法是流域水文模型有待研究的问题。

( 5) 加强对流域水文模型预报误差的实时校正的研究　首先要探索流域水文模型预报误

差的特性及传递规律, 要注意其与模型结构、输入误差、洪水涨落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其次

要进一步分析现行各种实时校正的适应性, 努力寻求新的实时校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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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oblems in Research of Watershed Hydrolog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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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discusses necessity o f the w atershed hydro logy model , lim ita-

tion o f present w atershed hydrolog y model, and problems of using the watershed

hydr olog y model in hydr olog ical fo recast ing . Some suggest ions are pr opo sed for

advancing research o f the w ater shed hydrolo g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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