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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及近年来在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动态。将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应用概括为数据信息的管理与分析、水文模拟、水资源与环境管

理以及与高新技术及理论的结合运用四个方面。结合实例闸述了地理信息系统在上述四个方面的

应用情况。针对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今后水文学及水

资源管理领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应用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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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地理信息系统 ( GIS) 是在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支持下, 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

科学管理和综合分析具有空间内涵的地理数据, 以提供对规划、管理、决策和研究所需信息

的技术系统[ 1]。

水文学研究和水资源管理主要与各水文要素的空间运动过程有关, 换言之, 这一领域空

间信息量大, 而对空间信息的管理与分析正是 GIS 的优势。因此 GIS 在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

中的发展很快, 内容涉及地下水水文学、地表水水文学、工程水文学、生态水文学及环境水

文学等。

2　GIS 在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自70年代起, 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利用GIS技术处理和分析各种流域数据, 为流域管

理和规划提供决策服务, GIS开始应用于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进入80年代后, 随着计算机技

术的飞速发展, GIS 在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领域的发展也非常迅速。美国测绘研究会

( ACSM )及美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 ASPRS) 1986年年会, 在GIS 专题交流中已有一些 GIS

应用于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中较有实用价值的系统与理论研究成果: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 I-

AHS) 于1993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GIS在水文学及水资源中的应用专题国际会议, 并

出版了论文集; 1995年7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水资源系统的模拟与管理专题学术讨论

会, 其中包括 GIS 的应用子题。1996年4月又在维也纳召开了GIS 在水文学及水资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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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国际会议。这些会议为有关的研究和决策部门提供实用的 GIS。此外还对 GIS 在各部门的

可用性作出评价。可以预见, 随着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神经网络技术的发展, 遥感等

数据采集系统、远程通讯系统及各种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的进步, GIS在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

中的开发应用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2. 1　GIS对水文数据信息的管理与分析

水文数据空间分布相当复杂, GIS 应用于水文学和水资源管理之前, 水文数据的管理总是

难尽人意。目前GIS 对水文数据管理包括时空数据的综合、矢量与标量数据的综合、遥感数据

处理以及作为水文模拟基础的 GIS 数据管理等。

GIS 应用于水文数据的管理, 最常见的是对水质数据、供水部门数据及遥感数据的管理与

分析等。据1991年对美国200家水质部门调查结果显示,有1/ 3以上的地表与地下水管理部门使

用 GIS管理水质数居, 而且由于水质部门对水质数据共享要求很高, GIS的使用使得数据资

源共享具有很大潜力, 因此未来的水质数据管理 GIS 的使用将更广泛。

随着水文工作者的深入研究, GIS的交互式图形 (像) 处理和自动制图工具开始得到了较

好的运用, 增强了数据管理与分析的可视性, 将数据管理的水平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2. 2　GIS与水文模拟

大部分水文学问题具有明显的三维空间性质, 因此水文模拟比较强调复杂的空间分配模

型的运用。GIS应用于水文模拟, 可用来获取、操作、显示与这些分配模型有关的空间数据和

所得的成果, 使水文模型进一步细化, 从而深入认识水文现象的物理本质。然而GIS与水文模

拟系统 ( HM S) 是两个分离的实体, 需要耦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有关的地理信息, 促进

两个实体间的交流以改善水文模拟。近年来, GIS与统计分析技术及最新数学方法结合应用于

水文模拟取得了较大进展, 具体应用有水污染预测评估、洪水预报和水文分析计算等。

GIS 在水污染预测评估方面的应用主要是农业非点源污染评估、河流点源污染模拟评价

和污水处理与利用地点选择等。S. W. Kienzle 在南非 Natal省 Mgeni流域进行的 GIS 和

ACRUHMS ( ACRU 是农业流域研究单元的缩写) 耦合的研究结果显示, 对于水文模拟来说,

决策支持系统有助于解释水文变量空间变化的平均状况, 而 GIS与 HMS 的耦合能够进一步

分析其具体的时空分布, 从而有助于水资源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决策, 使来自农地和临时居住

区的非点源污染减至最小。类似的还有英国的G. MORSE 等人研制的GIS和非点源污染模型

耦合农业污染管理系统以及Stephen J. V 等研制的 GIS 用于评价城市非点源污染和研究防治

污染策略的系统。

GIS 在洪水预报中的应用主要有地面水资源与排水问题及城市雨洪管理, 在水文分析计

算中有流域水文模型参数估计和地下水模拟分析等。

2. 3　GIS与水资源和环境管理

近年来, 全球变化及环境影响评估成为一大热点, 水资源和与水资源有关的环境管理是

其重要组成部分。GIS 的应用主要是水资源决策中的应用、水资源管理规划中的多目标分析以

及可视化技术等。

基于 GIS的水资源规划管理被认为是一种灵活的规划工具, 能够克服传统的大尺度战略

规划的缺点。突尼斯 EAU 2000控制计划基于 GIS 建立各种尺度和分辨率的计划应用于全国

水资源规划管理中成效显著。南非水利林业部开发的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 利用 GIS模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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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景方案, 以便更好地把握国家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方向。我国于90年代建成的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系统在全国水资源规划管理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比如该系统在南水北调工程进

行可行性分析、调水方案比较研究、调水路线设计、施工管理和监督、效益分析等方面提供

信息支持, 为加强工程前期工作的完成和工程的实施做出了贡献
[ 2]
。GIS 同样广泛地应用于区

域水资源和环境管理中, 如英国 A. M . Gurnell等利用沿岸植物品种数据的多变量生态分析

来识别英国河流的环境优化程度。他们将 GIS 耦合到数据管理系统中, 把可视化、扩散模拟和

地域分析结合起来产生实际的或模拟的环境优化程度, 求得由植物品种信息得出的与环境优

化程度密切相关的成果。在国内, 上海市环境管理部门于80年代末开始 GIS 的应用研究, 并建

立了黄浦江流域水环境地理信息系统, 系统具有动态监测显示、水污染过程模拟及取水口水

环境管理功能, 并可对水质作出快速预测分析和预报。

2. 4　GIS与高新技术及理论的结合运用

2. 4. 1　GIS 与遥感技术的结合

遥感 ( RS) 具有观测范围广、获取信息量大、速度快、实时性好及动态性强等特点, 是

GIS 数据的主要来源。反过来, GIS 具有空间定位、定性、定量分析的功能, 是支持遥感信息

提取以及遥感信息综合开发利用的理想工具。如果再加上全球定位系统 ( GPS) 使遥感数据对

地定位具有全球范围、连续以及精度高的特点, GIS 的优势更能充分发挥。GIS与遥感技术的

结合在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中已有的应用包括防洪决策与洪灾监测评估、水资源与环境动态

监测分析及规划管理、实时洪水预报、水文模型参数估算及地下水资源识别等。

在防洪决策与洪灾监测评估中以遥感技术获取洪水及灾情数据信息, 然后通过 GIS对其

进行有效地处理与分析, 为防洪减灾决策提供理想的信息支持。国内外都有卓有成效的利用

GIS 为防洪决策提供服务的实例。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立的空间数据库系统 HEC - SAM , 用

于洪泛区规划、水资源系统模拟、防洪系统建设与优化组合、环境分析及信息的动态显示等。

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 先后开发了我国主要洪

泛区的洪水管理与灾情评价信息系统、黄河下游洪水险情预测和灾情对策信息系统、黄河三

角洲区域信息系统等
[ 3]
。以国家遥感中心为首的遥感应用机构也于1990年综合应用遥感、通讯

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成功地建立了国家防洪遥感信息系统
[ 4]
。该系统在1992年我国江淮等地

发生的重大洪涝灾害中的应用效果很好。

GIS 与RS的结合为地下水开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P. Gustafson 等人运用 GIS 处

理分析博茨瓦纳东部干旱地区的数据及SPOT 卫星图像, 并结合地理研究识别地下水开采的

目标区取得比较满意的成果, 为地下水开采提供了一个省时省钱的方法。

2. 4. 2　GIS 与决策支持系统的结合

GIS 与决策支持系统 ( DSS) 结合称为空间决策支持系统 ( SDSS) , 是计算机应用系统家

族的新成员 。GIS 对 DSS 最重要和最有利的贡献是空间数据库的建立、空间数据分析和图像

显示。利用GIS 的这些功能改进DSS的每个部件, 帮助决策者解决空间数据的处理问题, 可极

大地增强DSS原有的功能。

美国得克萨斯农业实验站 R. Sr inivasan 等人研制的农业非点源污染 ( NPS) 评估空间决

策支持系统[ 5]利用交互式界面, 帮助决策者从数据库中提取、调配 NPS 的输入参数, 并实现

了 NPS 污染模拟与分析的可视化。由 Sandia 美国国家实验室和 AT . T 贝尔实验室合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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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于工作站应用的 Sandia 环境决策支持系统与此类似, 其主要功能是污水风险管理决策。

2. 4. 3　GIS 与专家系统的结合

GIS 与专家系统 ( ES) 的结合成为专家地理信息系统, 专家系统长于不确定知识 (半结

构化和非结构化知识) 的表示, 它结合 GIS的储存和空间分析功能可以使开发系统具有专家

水平的领域知识, 解决水文水资源管理中较为复杂的问题, 提高决策水平。

随着用户计算机运用能力的日益增强及一些高新技术与理论的发展, 近几年综合软件的

开发大大增加。S. P . Simonovic等研制的Winnipeq市防洪系统是将 GIS 与ES 及DSS 结合用

于防洪优化管理, 该系统能指导用户获取防洪管理问题各个方面的成果, 通过综合分析确定

决策方案, 并用 GIS 显示出来, 用户还可以从ES 获得帮助, 根据专家的意见提出优化的防洪

建议。美国得克萨斯大学 C. D. M ckinney 等研制的得克萨斯水资源规划专家地理信息系统 [ 6]

以基于逻辑规则和水资源规划专家领域知识的 ES 与 GIS 结合, 系统主要功能是区域水资源

长期规划的可靠性研究。

3　GIS 应用于水文水资源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3. 1　GIS应用规范化与推广

目前, 水文学与水资源管理领域 GIS 应用的规范化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比如, 在

编码方面, 虽有一些规范, 但仍未标准化, 数据和信息采集各机构间缺乏公用的通道, 各行

其事, 造成工作重复和联网的困难。为此, 在行政区域内, 统一规范, 加强系统建设方面的管

理工作,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为便于GIS的推广,还应考虑多层次的开发应用, 以加快GIS

的总体建设。如分别建立工作站级、微机级和专题制图级的多级 GIS, 使各级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便于联网和升级开发。

3. 2　可视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迄今开发的大部分系统的可视化功能还存在着画面单调、运行速度慢等缺点, GIS 图形和

图像功能未得以充分发挥。因此,开发界面友好的系统特别是图形图像界面的开发应用以及计

算机图形图像模拟技术的研究是当前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3. 3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多媒体技术是计算机技术的下一场革命。它和数据库、通讯技术、知识信息处理相结合可

开发更好的具有一定智能的决策支持系统。水文水资源管理领域应该尽快引入多媒体技术,跟

上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步伐。

3. 4　RS、GPS 和GIS 一体化技术的应用

RS、GPS和 GIS一体化技术, 又称 “3S”技术。“3S”一体化, 将使 GIS具有获取准确、

快速定位信息的能力, 实现数据库的快速更新并在分析决策模型支持下, 快速完成多维、多

元复合分析。“3S”技术最终将形成新型的地面三维信息的实时或准实时获取与处理系统, 这

对于水资源与环境管理领域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3. 5　数学地理模型的专业化研究

随着RS 与GIS 在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中应用的不断深入和普及, 面向不同专业的数学

模型将进一步分化, 以物理模型为理论基础的专业化模型将是近期地理分析模型的主流[ 7]。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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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各种遥感水文模型, 就是建立在降水与下垫面交互作用的基础上的。

3. 6　专家系统理论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应用研究

ES已在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中得到应用, 但远远没有达到实用阶段。因此,选取适合本专

业应用模式的ES 开发工具, 赋予本专业的内容, 特别是在科学地总结专家知识的基础上建立

知识库是水文学工作者研究和应用 ES的正确方向。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是模仿生物神经系统的处理方式、组织结构和系统功能的简化系统,其

最大特点是全并行处理及自适应学习功能和思维联想能力等。当前地理信息系统的顺序处理

方式已不能满足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面对的日益膨胀的大型空间数据库及决策系统对快速响

应的迫切需要, 取而代之的是并行处理技术。因此, 近年来, 国内外有些专家学者已尝试将神

经网络技术应用于水科学的研究。可以预见,这一高新技术在未来的水文学及水资源管理领域

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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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IS to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ei Wenqiu and Yu Jiany ing

(W uhan Univers ity of Hydraulic and E lectr ic E ngineering , W uhan 430072)

Abstract: T his paper intr oduces the conception of GIS and the state of GIS applica-

tions to the hydr olog y and the w 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 and summarizes and

review es the appl ications of GIS to the hydrolo gy and the w ater resources manage-

ment by means o f a number of examples including the data management , hydro logi-

cal modelling, w ater resources and env ir onment management , and applicat ions o f

advanced technique and theory . A cco rding to there are ex isted problems in the ap-

plicat ions and the pr ospects o f computer technique and informat ion technique, some

suggest ions are proposed to apply GIS to the hydrolog y and the w ater resour ces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 eo graphic informat ion sy stem ( GIS) ; hydr olog y; w 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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