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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水文预报技术竞赛参赛流域水文模型分析

李 　琪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南京 210024)

摘　要　对全国首次水文预报技术竞赛中参赛的 10个流域水文模型的结构及模拟技术, 分别从

各个主要环节进行分类与综述; 并根据技术竞赛检验结果所揭示的现象, 就参赛水文模型的模拟

及应用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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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P338; 0242. 1; G353. 11

由水利部水文司、水利信息中心、中国水利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全国首次水

文预报技术竞赛, 于 1997年 12月 8日～14日在武汉举行。竞赛包括 3项内容, 即水文预报

作业竞赛、水文预报技术竞赛及水文预报系统演示。这次竞赛全面反映了当前我国水文预报

技术的总体水平。

在第二项竞赛内容、即水文预报技术竞赛中, 共有 10个流域水文模型参赛。这项竞赛从

我国半干旱、半湿润及湿润地区选择 6个流域供检验对比, 每个流域选择 6年资料用于模型

参数率定, 选择 2年资料用于模型检验计算。所选流域的集水面积皆小于5000km
2。因为如果

流域面积过大, 必然会使流域内雨情、水情、工情过于复杂, 从而造成向参赛队提供有关资

料方面的困难。6个流域的多年平均降水量变幅为 500～1600mm , 详见表 1。

表 1　检验对比流域一览表

Table 1. Tested watershed

省份 水系 河名 站名 集水面积
( km 2)

多年平均雨量
( mm)

山西 黄　河 汾　河 静　乐 2799 500

河北 大清河 拒马河 紫荆关 1760 600

陕西 黑　河 黑　河 黑峪口 1481 800

浙江 钱塘江 分水江 分水江 2630 1400

湖南 澧　水 娄　水 长潭河 4913 1600

广东 北　江 武　水 坪　石 3567 1500

1　参赛模型结构与模拟技术综述

为便于读者对本次参赛模型的结构及模拟技术有简明扼要的了解, 本文拟从模型结构、水

源划分、水源计算处理方法、产流空间分布不均匀影响以及汇流计算、参数率定优化技术等

方面进行简要的分类归纳, 有关模型结构与水源划分方法见表 2。

收稿日期: 1998-02-06; 修改日期: 1998-04-10。



1. 1　水源划分有 3种情况

参赛的 10个模型中有 3种水源划分情况, 即二水源、三水源及四水源。属于二水源的有

河北雨洪模型和 API 模型, 二水源模型将径流分为地表径流与地下径流两种成分。属于四水

源的有姜湾径流模型, 它将总产流量分成地表径流, 壤中回归流、壤中流与基岩风化层径流

四种成分。除以上 3个模型外, 其余模型均采用三水源方法, 即将总径流分为地表径流、壤

中流和地下径流 3种成分。(其中SCLS 模型水源可有二或三水源之分)。

1. 2　水源计算处理方法有 2种情况

不同水源的计算处理方法有 2种, 一种是先算出时段总产流量, 然后从中划分出不同的

水源量。属于这类方法的有新安江模型、姜湾径流模型、双衰减曲线模型以及 SCLS 模型 (除

双衰减曲线模型用超渗模型计算总产流量外, 其余均用蓄满产流模型计算总产流量) ; 另一种

是分别计算各种水源的水量, 而不首先计算总产流量, 属于这类方法的有其余 6个参赛模型。

水源量的具体计算有 3种方法: 一种是利用超渗产流概念处理水源划分, 即用雨强与入

渗强度之差值来划分水源量。属于这类方法的有: 姜湾径流模型中的全部 4种水源、河北雨

洪模型及山西双超产流模型中的地表径流部分; 第二种是通过对土层蓄水量进行线性水库调

蓄完成全部水源或部分水源的划分, 并计算出相应的水源量。例如 TANK、NAM 及双衰减曲

线模型的全部水源划分属此类方法; 新安江模型、SAC模型、SCLS模型、河北雨洪模型与山

西双超产流模型中的壤中流及地下径流部分亦属此类方法。

1. 3　产流空间分布不均匀性影响的考虑

( 1)用蓄水容量分配曲线以考虑下垫面蓄水容量在流域上的不均匀分布对产流的影响。如

新安江模型, 姜湾径流模型, SCLS 模型, 以及河北雨洪模型中的地下径流计算均采用这种方

法。

( 2)用下渗能力分配曲线以考虑下垫面下渗能力在流域上的不均匀分布对产流的影响。采

用这种曲线的有河北雨洪模型及山西双超产流模型中的地表径流计算部分。

除采用上述两种分配曲线的 5种模型外, 其余 5个参赛模型未考虑产流空间分布不均匀

性的影响。

1. 4　汇流计算基本上采用传统方法, 但应用技巧有所不同

本次参赛的 10个流域水文模型的汇流计算基本上采用传统的方法, 如单位线法、线性水

库演算法, 马斯京根演算法以及线性响应函数法等, 但是在应用的技巧方面各参赛队有所不

同,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 1) 分水源计算后, 先形成总入流, 然后进行河网汇流计算, 如 SAC模型、新安江模型

(其中地下径流除外)、河北雨洪模型和双衰减曲线模型。

( 2) 分水源计算后, 各水源首先单独进行汇流计算, 然后迭加成为流域出口断面总径流

过程, 采用这种方法的有 API 模型和 NAM 模型。

( 3) 汇流不作为独立计算环节, 而是将水源划分与汇流计算融为一体, 亦即将河网看作

一个线性水库, 直接对水源调蓄而完成汇流计算。采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例子是 TANK模型,

另外姜湾径流模型及山西双超产流模型亦采取了这种方法。

( 4) 概念性模型后加上一个黑箱子模型计算流域出流。例如 SCLS 模型, 先通过新安江模

型计算出三种水源量, 以此作为 CLS模型的输入, 将流域出口断面总径流作为模型输出,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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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多输入单输出的线性响应模型, 从而完成汇流计算。

1. 5　参数优化技术

参赛模型的参数率定技术大致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自动化优选参数。例如水利部信息中

心采用 Rosonbrock方法优选新安江模型 15个参数中的 9个参数, 还有如 SCLS 模型中采用

最小二乘法率定线性响应函数, 相当于优化汇流参数。第二种是人工控制优选参数与自动化

优选参数相结合。这种方法一般将模型的众多参数按物理意义分类, 每类参数中一些不太敏

感的参数按经验取值, 然后对作用敏感且独立性较强的参数按给定的目标函数进行优选。例

如新安江模型中将 15个参数分为蒸散发计算、产流量计算、分水源计算及汇流计算四类, 部

分按经验取值, 部分按目标函数优选。这样做法可以减少优选难度, 并易于达到较高的模拟

精度, 亦有利于使参数取值保持在其物理意义所许可的变幅范围内。

2　技术竞赛检验结果浅析

本次竞赛将洪峰 (流量或水位)、峰现时间、过程拟合以及洪水总量列为四项对比检验的

精度指标, 其量化指标如下:

洪峰　统一从每个流域的 2年检验期中挑选出 5 个较大洪峰, 作为模拟评定对象, 按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关于许可误差的规定统计合格率, 当合格率≥4/ 5时, 认为洪峰预报满

足精度要求;

峰现时间　合格率≥4/ 5 (允许误差≤3h) ;

过程拟合　确定性系数≥0. 9;

洪水总量　相对误差≤15%。

除了预报精度以外, 还有模型科学性、模拟技术先进性、技术报告内容、完成流域个数

等综合评价指标。

对比检验结果如下: 6个竞赛流域中有 5个流域的确定性系数达到 0. 6以上的有 2个参

赛队, 4个流域达到 0. 6以上的有 9个队, 3个流域达 0. 6以上的有 9个队, 分别占参赛队总

数的 5. 2%、32%和 32%。以各参赛队检验结果中最好的一个流域统计: 4项精度指标中有 3

项指标满足精度要求的有 3个队, 2项满足要求的有 21个队, 分别占参赛队总数的10. 4%和

75%。对地处半干旱地区的汾河上游静乐站, 本次竞赛中没有一个模型的检验结果能达到规

定的精度要求, 检验精度较好的流域均为湿润地区流域。对南方湿润地区的 3个流域, 只要

控制好水量平衡, 无论用结构简单或结构复杂的模型, 模拟精度相差都不大。

对于相同的模型、相同的率定期资料, 不同的参赛队率定的模型参数有很大的差别。以

4号流域 (即浙江省钱塘江分水江流域) 为例, 本次竞赛中有 15个参赛队应用新安江模型, 其

中一些主要参数变幅如下:

上层含水量: 10～32. 8mm ; 　　　　　　中层含水量: 40～95mm ;

下层含水量: 6～40mm ; 自由水蓄水能力: 10～32mm ;

壤中流系数: 0. 071～0. 6; 地下径流系数: 0. 014～0. 9;

壤中流消退系数: 0. 04～0. 92; 地下水消退系数: 0. 3～0. 999;

自由水分布曲线指数: 0. 114～1. 5; 土壤含水量分布曲线指数: 0. 08～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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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数变幅大, 因而各队检验成果精度亦有明显差别。例如在采用新安江模型的 15个参赛

队中, 有 2个队达到5个流域的确定性系数超过 0. 6, 4个流域超过 0. 6的有 3个队, 其余队

超过0. 6的流域个数均小于等于 3个。对于资料条件好且属湿润区的分水江流域 ( 4号流域) ,

有的队的检验结果能同时满足 4项精度标准, 有的队只能满足其中 1项标准。

根据上述竞赛结果以及对模型结构和模拟技术的综合分析, 提出几点认识。

( 1) 不管流域水文模型的结构形式如何不同, 但在产汇流几个主要环节的处理手段方面,

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可以认为众多模型在模拟技巧方面是比较一致的。

( 2) 有些模型的结构将超渗与蓄满两种不同的产流方法兼容于同一模型之中。其中地表

水趋于采用超渗产流或接近于超渗产流的概念, 而壤中流和地下径流趋于采用蓄满产流或接

近于蓄满产流的概念。计算时先用超渗概念将地表径流从总径流量中划分出来, 然后使下渗

的水量填充土层蓄水容量, 满足土层蓄水容量后再按线性水库调蓄, 并以壤中流或地下水形

式出流。国内研制的河北雨洪模型、山西超渗模型以及国外的 NAM 模型均属这种情况。这种

方法在实用上取得一定效果, 但检验还不够, 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模型的复杂程度与模拟精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时简单模型反比复杂模型的

精度更高。例如本次参赛的 API 模型、T ANK 模型及 NAM 模型结构均比较简单, 产流计算

亦未考虑流域下垫面不均匀对产流空间分布的影响,但在检验计算中却取得了较高的精度。这

一结论与 70年代世界气象组织 ( WMO) 开展的作业水文预报概念性模型对比结果一致。

( 4) 相同模型用于相同的流域, 模型的参数及模拟效果有显著的差别, 最典型的是本次

竞赛中使用最广泛的新安江模型, 15个参赛队率定的参数变幅达数倍至数十倍之多。这说明

存在模型参数率定方法规范化、标准化的问题, 有待研究解决。相反的例子是SCLS模型中采

用了汇流计算系统途径CLS模型(以最小二乘法为基础) , 不同计算者所得的参数与计算结果

容易接近。此外, 采用参数优化方法 (如 Rosonbrock法) 也能取得较好的模拟效果。

( 5) 本次竞赛虽然参赛模型不少, 但对于半干旱地区的流域几乎没有一个模型能取得满

意的模拟效果。从客观上讲, 半干旱地区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流域下垫面条件复杂、局部产

汇流现象普遍, 因而产汇流模拟计算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 从计算方法对资料条件的要求

看, 由于半干旱地区以超渗产流形式为主, 在作为其计算模型核心部分的下渗曲线中, 下渗

强度随时间的衰减速度很快, 如果资料观测时段较粗, 时段下渗率将均化得厉害, 直接影响

产流计算精度。因此模型对半干旱地区提出较高的资料要求。而实际上, 这类地区只具备比

湿润地区粗糙得多的资料, 资料的供求两者形成突出的矛盾。除此以外, 半干旱地区产汇流

规律的研究也是薄弱环节。今后如何使资料采集与干旱地区的流域水文模型间互相适应与匹

配, 如何进一步揭示这些地区的产汇流机制, 是有待攻坚的重要课题。

( 6) 参赛模型基本保持在80年代水平, 90年代以来在新模型研制方面进展不大, 但模拟

计算技术近年来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集中表现在模型参数的优化技术的应用、人机对话介面、

模拟过程及结果的图表显示及各种成果的包装等方面。有的参赛队已使模拟计算机化达到随

心所欲的程度。在这方面, 各队的应用水平也不平衡。今后如何将国内已取得较高水平的计

算机模拟技术推广到更多地区, 提高全国水文预报模拟技术的整体水平, 也是很有现实意义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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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iscussion Related to the Hydrological Watershed

Models Used in the First Hydrological

Forecasting Technology Competition of China

Li Qi

( Nanj ing I nstitut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 ces, Nanj ing 21002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en hydr olog ical w atershed models′st ructures and their

simulat ing technologies used in the first hydro logical fo recast ing techno logy compe-

tit ion of China have been clear ly classif ied and summarized fr om each key l ink, and

the simulat ion and applicat ion of the models mentioned above have been analy zed

and summarized in accordance w ith the phenomenon revealed by the verif ication r e-

sults in this compet ition.

Key words : Hydrolo gical fo recast ing technolog y comptetit ion;

hydrolog ical W atershed models.

98′国际水资源量与质可持续管理问题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98′国际水资源量与质可持续管理问题研讨会”于 1998 年 5 月 12 日至 15 日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隆重

召开。

会议由中国水利学会( CHES)与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IAHS)水资源系统委员会( ICWRS)联合主办。协办

单位有: 联合国环境发展署( UNEP )和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 IAH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 UN-

ESCO- IHP )、国际水资源协会( IWRA)三个中国国家委员会。会议承办单位是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协办单位

有: 河海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南京水文水资

源研究所,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等。

参加大会的国内外学者 116人, 其中国外学者 31人, 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丹麦、爱尔兰、意大利、

瑞士、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波兰、巴西和中国等。参加大会的国外学者中,有国际水资源协会( IWRA)主席

B. Braga教授,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IAHS)副主席 K. T akeuchi教授,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IAHS)水资源系统委

员会( ICWRS)主席 S. P . Simonvic教授, 《国际水文科学杂志》主编、国际水资源系统委员会 ( ICWRS)秘书长

Z. W. Kundzew icz 教授,国际水资源系统委员会( ICWRS)副主席 D. Rosbjer g 教授, 国际地理联合会( IGU )

《环境变化及水文极值事件》工作组主席 J. A . A . Jones 教授, 世界知名水资源专家美国加州大学的

M. A . Mar ino 教授等,参加大会的国内专家学者 80 余人。水利部科技司董哲仁司长等给大会发来贺词。

5 月 12 日, 由大会国际组织委员会秘书长、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夏军教授和国际水资源系统委员会

( ICWRS)秘书长 Z. W. Kundzew icz 教授共同主持大会开幕式。水利部水政水资源司司长顾浩教授代表中国

水利学会( CHES)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代中国水利学会会长、水利部严克强副部长在大会致词。大会开幕式

后, 由国内外专家学者主题发言。主要内容是:探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缺水地区)的可持续水资源

管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识别水资源管理中涉及的最关键的科学技术和实际问题; 交流和展望了国际上有关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先进的经验,它们包括水量水质统一管理,取水许可证制度,水价问题, 国家水的政策等。

研讨发言的内容有: 干旱半干旱地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包括水量水质监测网和数

据、洪水干旱分析与模拟预测、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等) ;环境与水资源保护问题。分组学术交流主

题是: 流域水文- 生态模拟、生态需水量、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水资源保护的对策与措施;可持续水资

源管理支持决策系统与水价问题;水资源宏观经济分析、水资源承载力; 支持决策系统;水资源管理与不确定

性分析, 和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模式实践。

大会期间专门举办了有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的专题讨论会。主题是: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国际合作问

题、挑战与途径。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实际和国情出发,提出了很多关于什么是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目前主要的

障碍在那里? 如何去克服等值得思考的问题。

(夏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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