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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的方法主要是水动力学方法和地下水管理模型, 包括平

面二维流模式、饱和三维流模式、饱和-非饱和流模式以及以这些水流模式为基础的地下水管理模

型, 其中以完整河流假设的平面二维流模式和非完整河流 (实际河流) 的三维流模式应用较为广

泛。但平面二维流模式计算的开采量偏大, 容易引起不良的环境影响, 应推行使用饱和三维流甚或

饱和-非饱和流模式预测傍河水源地地下水开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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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是水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地下水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相对均匀、稳定, 上

覆盖层保护地下水既不易蒸发也不易遭受污染, 因此比地表水耗损小、水质好, 是干旱半干

旱地区城镇和工矿企业的主要供水水源。地下水开发中有一种重要的开发模式是傍河开采地

下水, 即傍河水源地 [ 1～3]。我国北方许多城市地下水供水水源地都属于这一类 [ 4] , 如沈阳的浑

河水源地、西安的东北郊和沣河水源地、郑州的九五滩地和马滩水源地、西宁的塔尔水源地

和西纳川水源地等。傍河水源地利用袭夺河水原理
[ 5, 6]

,来补充地下水开采资源。这种方法比直

接用水泵在河流汲水有许多优点: 第一, 傍河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低于河水位, 河水通过向含

水层渗入补充地下水, 同时由于抽水井附近地下水位降低, 周围含水层中的地下水也向开采

区渗入补充, 可见地表水和地下水共同组成了开采资源, 增加了水资源的开发率; 第二, 由

于开采井到河岸尚有一段距离 (一般大于150～200 m) , 河水经过如此厚度的砂层向抽水井渗

流, 河水里的悬浮物、可吸附的胶体和离子以及巨分子化合物等杂物都被砂层过滤, 水质得

到净化; 第三, 在丰水期河水流量大、水位高, 河水补充地下水, 补给量大于抽水量并储存

于含水层中, 枯水期河水流量小甚或断流时, 通过降低地下水位获取含水层中储存的水, 保

证了枯期开采井的正常出水, 维持了供水的稳定性。由此可见, 如何确定合理的开采量, 使得

在枯水季节开采的地下水在丰水季节能够得到完全补充, 这就是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

问题。本文将对主要评价方法及其发展过程作一简单介绍,并就各种方法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评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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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及发展过程

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是地下水资源评价的一部分, 只是在评价方法上需要强调河

流对地下水的作用与影响, 涉及的地下水类型一般是潜水和包气带水。河流与地下水相互作用

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它是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的基础, 随着这一研究的不断深

入, 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也在不断发展。

1. 1　均衡法

均衡法实质就是水量平衡计算。把地下水开采区或开采地段作为一个系统 (称为均衡区)

看待, 计算流入和流出该系统的水量, 即系统的补给量和排泄量, 补给量主要包括河水渗入

量、上游含水层流进量、降水入渗量、农田灌溉入渗量等, 排泄量包括向下游含水层的流出

量或向下游河流的排泄量、泉流量、蒸发量、已有的开采量等。从多年平均来看, 在天然条件

下, 系统的总补给量与总排泄量保持平衡, 一般就将多年平均的总补给量或总排泄量作为一

个水源地的可开采量。由于这种方法对各项水量的计算公式简单, 计算结果误差很大, 现在几

乎不再使用, 仅作为其它评价方法的辅助方法, 用其原理对计算结果进行水量平衡。

1. 2　水动力学方法

水动力学方法是根据地下水动力学原理, 以地下水降深为指标, 计算在设计的开采方案

下地下水的可开采量, 以此作为一个水源地的地下水资源量。根据对水力学数学模型的解法,

分为解析法和数值法; 根据计算公式的严密性, 分为理论公式法和经验公式法; 根据对数学

模型的模拟手段, 分为电网络模拟法和数值模拟法。本文根据地下水流模型对河流的处理和对

地下水流状态的描述将水动力学方法归纳为下述三类评价模式。

1. 2. 1　完整河流假设的平面二维流模式

这种模式把河流看作是切穿整个潜水含水层直到含水层底板的 “完整”河流, 地下水流

看作是平面二维流、在垂直河流的剖面上是一维流, 在含水层中垂向各点水头相等, 取平均

值。对于无蒸发、无补给、均质、各向同性、一侧无限的情况, 如果地下水降深不大于含水层

厚度的1/ 10, 采用泰斯公式、袭布依公式等解析法计算水源地的可开采量; 如果降深大于含

水层厚度的1/ 10但小于其厚度的3/ 10, 仍可采用仿泰斯公式、仿袭布依公式 [ 8]等解析法计算。

在解析法中使用镜象法或称为映射法处理河流对地下水的作用和影响。实际条件是复杂的,蒸

发、垂直入渗、侧向补给、越流补给、含水层的非均质性和各向异性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因此,

自70年代以来, 广泛使用平面二维流数值模拟法 (简称数值法) 计算傍河水源地的开采量。在

数值法中河流处理为给定水头边界。由于平面二维流评价模式的费用较低 (见下文) , 当前在

我国绝大多数傍河水源地中都采用这种模式 (尤其是数值法) 评价地下水资源。

1. 2. 2　非完整河流的三维饱和流模式

河流切割潜水含水层的深度非常有限, 绝大多数属于 “不完整”河流。在平原区切割深度

不到含水层厚度的1/ 5～1/ 10, 有的河流仅在地表流动 (漫流) , 或者高出地表成为地上悬河,

黄河下游河段就是典型的地上悬河。可见, 把河流简单地假设为 “完整”河流是不严密的、相

当粗糙的。因此, 近年在国际上已越来越多地采用能够真实刻划河流 “不完整”性的三维饱和

流模型评价傍河水源地的地下水资源。在三维流模式中, 把河流按真实的空间几何形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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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三维流方程描述地下水流, 水头为空间点水头而不作平均处理, 河水与地下水的界面为

给定水头边界 (用空间水头表示)。三维流模式极大地增加数学模型的复杂性, 一般难以求得

解析解, 普遍采用数值法求解, 如有限单元法、有限差分法、边界元法和有限解析法等。国外

已开发和研制的计算内容丰富、用户界面良好的三维流数值模型软件包为这一评价模式的实

际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如著名的有限差分模型 MODFLOW 和有限元模型 FEMWA-

TER, 既适用于三维流也适用于平面二维流情况, 还能模拟二维、三维含水层中溶质运移。如

果把河流边界的几何形态进行规则化 (如概化成矩形、梯形、半圆形或三角形等) 还可直接

采用解析公式
[ 9]
计算河流两侧地下水位降深, 确定地下水开采量。

1. 2. 3　三维饱和-非饱和流模式

通常, 三维饱和流模式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河流与地下水流状况, 较准确地计算了地下水

可采资源和地下水降深。然而,随着总体水资源开发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河水开发逐年加强,

河流旱季流量不断减小, 断流现象频繁发生, 据报道, 我国第二大河——黄河1996年下游累

计断流时间达4个月之久 ( 128 d) ; 另一方面地下水开发也在想方设法进行挖潜扩采, 尽可能

地增大水源地的开采量。河水的减少和地下水水位的大幅度降低, 导致枯水期地下水位与河水

位失去水力联系, 地下水位降到河床以下, 河流 “悬挂”在地下水面以上, 产生所谓的 “脱

节”现象[ 10]。枯期地下水与河水脱节已成为我国北方中小型河流傍河水源地的一种普遍现象,

如西安的沣河水源地、西宁的塔尔水源地 (北川河)、乌鲁木齐的市区水源地等。

地下水与河水脱节后, 在河水与地下水面之间形成了一个包气带, 其中的水流是水-气掺

混的非饱和流动
[ 11]

, 在含水层中, 饱和与非饱和流共存, 显然单纯的饱和流模型已不能准确

模拟这种流动状况, 须用饱和-非饱和流模型。文献 [ 12] 把河水与地下水随季节发生脱节的现

象, 概化成傍河强采地下水问题, 采用室内砂槽模拟实验和剖面二维 (隐含三维) 饱和-非饱

和流的数值模型, 研究了具有脱节现象的傍河含水层中地下水流运动规律, 获得河流切割深

度、河水深度和宽度、含水层条件以及开采井到河岸距离对地下水脱节的影响规律, 为建立

具有脱节现象的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提供了研究方向。虽然应用饱和-非饱和流模

型评价实际水源地的地下水资源在当前尚属探索阶段, 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这一评价

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北方中小型河流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的主要方法。

1. 3　地下水管理模型——优化方法

随着资源开发与环境恶化之间矛盾的日益严重, 寻求可持续发展策略已成为当今水资源

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目标。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也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一种发展行为,如

何规划傍河水源地地下水开采方案, 既保持环境不受到较大影响 (或在允许的影响范围内) 又

能开采一定地下水量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需要, 这就产生了地下水管理模型——采

用优化技术评价地下水资源。

地下水管理模型是以地下水动力学模型为基础, 以环境和经济技术条件为约束, 采用数

学规划方法, 寻求最佳的开采模式 (方案) 达到某种目标, 如开采量最大或经济效益最大、降

深最小、环境影响最小等。因此地下水管理模型包括三大部分: 目标函数、地下水流模型和约

束条件。如果单就数学规划模型来说, 管理模型只有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两个部分, 地下水流

模型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约束条件。根据目标函数可把管理模型分为水动力管理模型和策略模

型。水动力管理模型是以地下水流场指标 (如开采量最大、补给量最小、降深最小等) 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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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模型是以经济技术指标 (如利润最大、开发运行费用最小等) 为目标。根据地下水流模型

与规划模型的耦合方式可把地下水管理模型分为响应矩阵法和嵌入法。响应矩阵法是以单位

脉冲 (抽水或注水) 对流场的响应作为水动力约束条件的矩阵, 而嵌入法则直接将模拟模型

作为约束条件。对于承压水, 两种方法的优化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 13]
。对于以潜水为主的傍河水

源地, 由于地下水流方程的非线性, 响应矩阵法优化结果的误差很大, 应采用嵌入法管理模

型评价最佳开采资源。

1. 4　其它评价方法

除了上述三类主要常用的评价方法外, 其它一些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
[ 14]

, 如水文分析法、

开采试验法、相关分析法、开采强度法、补偿疏干法、水文地质比拟法、开采模数法等, 都

可用来估算傍河水源地的地下水资源。这些方法均属定性或经验估计, 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很

低, 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2　关于各种评价方法的讨论

均衡法以现状为基础, 对未来地下水开采量只能作出估计, 误差很大, 且无法预测含水

层中地下水位随空间和时间的变化, 更不能准确计算因开采而激发的补给增量 (袭夺的河水

量和减少的补给量) , 因而预测的地下水开采量比实际的可开采量偏小, 不利于水资源的有效

利用。由于均衡法原理简单, 需要的含水层参数较少, 对于精度要求较低、水文地质勘探资料

较少或缺乏的大区域, 可用此方法对地下水资源进行估算。而对于精度要求很高的傍河水源

地, 只能在水源地勘探前用此方法对地下水资源量进行粗算, 为勘探设计提供依据。

水动力学方法既给出未来的开采量又能对未来含水层内部状况进行预测, 因而是普遍使

用的方法。完整河流假设的平面二维流模式研究历史悠久, 方法成熟, 井孔中的水位就是含水

层的平均水头, 参数少, 获取参数的方法相对简单, 因而勘探费用较低。对于河流切割含水层

的深度较大或者未来地下水位不低于河床的情况, 采用这种模式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是可行

的。否则, 易导致计算的开采量大于含水层的实际可开采能力, 造成地下水过量开采。因为从

地下水动力学观点, 完整河流的假设就是完全隔断了河流两旁含水层中地下水的渗流, 等效

于湖边含水层中的地下水运动, 傍河水源地变成了傍湖水源地, 必然造成计算结果的严重失

真。文献 [ 15] 采用电模拟实验对 “完整”河流与 “非完整”河流旁侧抽水的井出水量进行对

比发现, 在相同降深条件下, 非完整河流旁侧井的出水量只是完整河流的70%～80% ; 或者

说, 在相同开采量条件下, 完整河流平面二维流模式预测的地下水降深要比实际河流 (非完

整河流) 旁侧的地下水降深小得多, 或者说相同降深条件下, 预测的开采量比实际的可开采

量大得多, 在实际开采过程中容易造成超采现象, 导致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水源枯竭, 引

起不良的环境影响如地面沉降 (上海)、地裂缝 (西安、大同)、海水入侵和水质恶化等现象。

在西安市沣河水源地、西宁市西纳川水源地都出现过超采问题, 结果不得不减小开采量, 造

成输水管道和输水设备的大量浪费, 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水资源评价时采用了完整河流平面二

维流模式, 把切割很浅的沣河、西纳川河作为完整河流处理, 预测的开采量超出了含水层的

实际可开采能力。

饱和三维流模式较精确地描述了傍河含水层中地下水的运动, 在地下水与河水不发生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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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情况下能够较准确地预测水源地可采资源。现阶段使用这种方法尚存在两大问题: 其一, 三

维流模型要求水头、流量和参数等都是空间指标即点水头、点流量和点参数, 因此需要投入

大量的勘探费用, 且当前获得点参数和点流量的技术也不成熟; 其二, 三维饱和流模型不能

模拟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与河水经常脱节的现象, 也易出现预测开采量大于实际可开采量

的情况, 因为在饱和流模型中, 河流向地下水的补给量随地下水位无限降低而无限增大, 实

际则不然, 河流的补给量是有限度的。但是, 为了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 维持水资源的

持续利用, 较准确评价地下水资源, 应提倡采用三维饱和流模式预测傍河水源地的开采量, 多

投入一些资金是值得的。可以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 这种三维饱和流模式将成为我

国今后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的主导方法。

饱和-非饱和流模式既适用于饱和-非饱和流共存体系也适用于单一的饱和流或非饱和流

体系,是描述傍河水源地中地下水运动的最完善模型。然而使用这种模型除需要饱和三维流模

式所要求的空间参数和空间流场外, 还需要含水层的空间非饱和特征曲线如相对渗透率曲线

和含水率与水势关系曲线, 目前获取野外实际含水层非饱和特征曲线的技术还很不成熟, 尚

处于试验和研究阶段。随着水资源开发强度的不断增大, 河水径流量日益减小, 地下水与河水

脱节不仅是干旱半干旱地区中小型河流傍河水源地的常见现象, 甚至此类地区的大型河流或

湿润地区的中型河流都会发生脱节现象, 那时饱和-非饱和流模式将倍受重视。因此,研究饱和

-非饱和流模型在实际水源地中的应用是当前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的一个重要课题。

优化方法运用系统思想, 在发展 (目标) 与保护 (约束) 的协调中寻求一种最优的地下

水开采模式, 是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的最好方法。由于地下水流模型是其不可缺少的约

束条件, 所以其优化结果和评价精度取决于水流模型的精确性。从理论上讲, 只有以三维饱和

-非饱和流模型为基础的地下水管理模型才能获得真正的最优解, 但从生产实际来讲, 运用三

维饱和流模型获得的优化结果对于无脱节现象的水源地已相当精确。除了水流模型对优化精

度的影响外, 优化模型本身也限制了真正最优解的获取, 因为傍河水源地多为潜水, 其地下

水流模型是非线性模型, 导致嵌入法地下水管理模型也是一个非线性数学规划模型, 要用非

线性优化方法求解, 至今尚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绝对求得全局最优解, 只能得到局部最优解。嵌

入法管理模型的约束条件中有一个庞大的约束矩阵, 需要高速度、大内存的计算机, 也限制

了优化方法的广泛应用。不过, 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即使只得到次优解或近似最

优解, 地下水管理模型也比单纯的水动力学方法计算的开采量更可靠。

3　结　　论

综前所述, 傍河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主要常用的有均衡法、水动力学方法和地下

水管理模型。水动力学方法又分为完整河流假设的平面二维流模式、非完整河流的三维饱和流

模式、饱和-非饱和流模式。均衡法虽然简单, 但误差很大, 现在很少使用。饱和-非饱和流模式

尚处于实验和研究阶段, 勘探技术很不成熟。平面二维流模式、饱和三维流模式是当前使用最

广泛的方法。平面二维流模式方法原理简单, 勘探技术成熟, 勘探费用低, 对于开采量小、地

下水降深不大的水源地可以这种模式为基础,建立地下水管理模型对地下水资源进行估计,而

对于开采量大的大中型水源地应该采用以三维饱和流模式为基础的地下水管理模型, 避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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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可估计的环境影响。至于具有脱节现象的傍河水源地,在当前条件下可采用组合模型近似

计算, 即在丰水期地下水与河水具有水力联系时使用三维饱和流模式, 在枯水期地下水与河

水脱节时使用平面二维流模式, 把河流处理成源项。总之, 在经济技术允许条件下, 应尽量采

用较准确的评价方法预测傍河水源地的开采量, 保证既能充分开发宝贵的地下水资源, 又能

保护环境免遭破坏, 维持水资源的持续利用。

参　考　文　献

1　乐美煜. 积极促使科研工作转化为生产力一记“多泥沙河流傍河水源地勘察开发经验交流会”.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1992, ( 2) : 1～2

2　段真富, 王尧坤. 间歇性河流傍河水源地地下水开采量的评价.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1984,

( 6) : 39～41

3　符志元. 向阳机械厂傍河取水几个问题的讨论. 地下水资源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北京: 地

质出版社, 1982. 637～639

4　韩再生. 傍河地下水水源地的若干问题. 工程勘察. 1996, ( 4) : 24～26

5　Wilson J L . Induced Infiltra tion in Aquifer w ith Ambient F low . Water Resources Resear ch.

1993, 29 ( 10) : 3503～3512

6　沈照理等编著. 水文地质学.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85. 569～574

7　张蔚榛主编. 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和地下水资源评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3. 568～579

8　李俊亭, 王愈吉. 地下水动力学.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87. 89

9　Ernst L F . G roundw ater Flow to a Deep Well Near a Rect ilinear Channel J Hydrolog y . 1997,

( 42) : 129～146

10　Dillon P J, and J A L iggett. An Ephemeral St eam-Aquifer Inter act ion Model, Water Re-

sources Research. 1983, 19 ( 3) : 621～626

11　Reid M E, S J Dreiss. Modeling t he Effects o f Unsat ur ated, Str atified Sediments on G round-

wat er Rechar ge F rom Intermitt ent Streams, J. Hydro lo gy . 1990, ( 114) : 149～174

12　L iu G, J L i. Seepage law s in aquifer near a par tially penetr ating r iver w it h an intensiv e ex-

tr action of g roundwa ter , Sci. in China ( Series E) . 1997, 40 ( 5) : 489～496

13　刘国东. 分布参数的地下水水动力管理模型研究. 水资源研究. 1992, 13 ( 3) : 13～25

14　《供水水文地质手册》编写组. 地下水资源评价. 供水水文地质手册 (第三册) . 北京: 地质

出版社, 1983. 37～462

15　傅泽周, 郭东屏, 张石峰等著. 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2. 84

～102

294 水 科 学 进 展 第9卷



Discussion on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f Groundwater

Resource in the Water Applying Field nearby a River

Liu Guodong and Ding Jing

(Dep t. of Hydraulic Engineer ing , Sichuan Union Univer sity ,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The wells field near by a r iv er is a common w ay to exploit the gr oundwa-

ter r esource that is an impor tant part of water resources. The groundw ater manage-

ment models based on hydraulic model, such as tw o-dimensional f low model, satu-

ratedly three-dimensional f low model and saturated-unsaturated f low model, are ef-

ficient tools to evaluate the groundw ater resources in the case. T he tw o-dimension-

al f low model , in which the adjacent river of that field is supposed to penet rate

thr ough aquifer completely, and the saturatedly three-dimensional flow model, in

w hich the river can be t reated as real case, are more popular . T he g roundw ater r e-

source calculated by the tw o-dimensional f low model, though the model prevails on

the g roundw ater explorat ion o f our country, must be more than the real resource

fr om aquifer .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keep a forever use of the wa-

ter resources, the saturatedly three-dimensional f low model, ev en saturated-unsat-

urated flow model, w ill be emplo y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 g roundw ater r esource; w ater applying f ield; evaluat ion of w ater -r e-

sour ces; gr oundw ater f 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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