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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国内外多种水源联合调度、联合管理研究状况及存在问题, 并对该研究领域的发

展作了进一步分析和预测, 展望了该研究领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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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研究现状及进展

111　动态规划模型

1961 年, Bu ras 和H all 首次将动态规划引入到地面水和地下水的联合运用系统, 建立了一

个地面水和地下水联合运用模型。同年, Bu ras 又进一步研究建立了一个考虑地表水来水为独立

随机变量的动态规划模型。1969 年, H erm an 和Bu ras 所建立的动态规划模型, 考虑了水质因子。

为了克服多种水源联合运用问题的维数障碍。1982 年,N ocl 将联合运用问题表达为离散时间、线

性二次控制问题, 应用动态系统最优控制理论求解。1993 年, N athan t 和B ruas[1 ]在 6 个流域、

2 个水库和一条河流组成的复杂水资源系统中, 也应用了地表水系统动态分配的优化控制模型。

112　线性规划模型

1961 年, Cast ll 和L indebo ry 首次把线性规划引入联合运用系统, 解决了地面水和地下水在

两个农业用户之间的水量分配。1966 年, D racup 应用参数线性规划法, 确定满足农业用水要求

的流域水资源开发计划。70 年代以后, Feinerm an 和 Yaron 提出了一个掺混不同程度含盐量的

各种灌溉水源联合运用的线性规划模型。1987 年, W illis[2 ]应用线性规划方法求解了一个地表水

库与四个地下水含水单元构成的地表水地下水运行管理问题, 地下水运动用基本方程的有限差

分式表达, 目标为供水费用最小或当供水不足情况下缺水损失最小, 同时, 用 SUM T 法求解了

一个水库与地下水含水层的联合管理问题。

113　模拟技术

60 年代初, 美国哈佛大学水规划小组首先采用数学模拟方法解决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合运

用问题。1972 年, Young 和B redhoeft 提出了一个模拟模型, 这个模型由两个子模型组成, 一

个子模型是水文模型, 另一个是经济模型。1975 年, M o rel2Seytoux 引入离散积分核函数及其卷

积形式, 模拟河流、含水层系统对决策变量的响应, 并在Sou th P la t te 地区应用了这种方法。1986

年, M o re2seytoux [3 ]分别推导了河流系统、含水层系统以及复合系统的离散积分核函数和卷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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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从而对联合运用系统进行了严格的物理描述, 该方法只在物理模型中求解单位脉冲条件下

系统的响应, 从而使模拟模型与管理模型解耦。针对集中参数系统的河流含水层联合管理问题,

1992 年, H an tu sh, Jenk in s[4 ]引入了一个开采引起的河流水量损失函数 SD F, 可以应用迭加原

理反映河流对含水层开采的响应。

114　大系统优化理论

地表水地下水系统是复杂的大规模系统, 随着近代控制理论与大系统理论的发展, 这一方

法才广泛应用于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运用问题中。1973 年, Chaudh ry 利用空间分解和多级优化技

术确定印度河流域一个子系统的联合运用优化设计及运行调度问题。1974 年, Yu 和H aim es 运

用大系统分解协调技术研究了地面水和地下水的联合管理运行问题。1977 年, H aim es 和D reizin

研究了由河流、含水层和下游水库组成的联合运用系统, 各子系统操作上级分配的地表水量, 并

决定地下水开采, 目标是本区费用最小, 上级协调器协调各区开采的相互影响, 同时考虑由管

理机构征税用于人工回灌。1980 年, Jam sh id i 应用分解协调技术解决Grande 流域开发问题, 首

先将流域按空间分解为多个子系统, 然后再将每个子系统按时间分解, 构成三级谱系结构; 1983

年, B redehoeft 将大系统优化理论用于灌溉农业的管理; 1992 年, Joy [5 ]将该理论用于加利福尼

州M ad 流域的规划。

115　随机优化技术

1974 年, M adock 提出一种随机用水需求下的河流含水层系统的运行管理问题。D udley 和

Bu rt1978 年考虑了在随机来水条件下的河流含水层系统。J im sh id i 1980 年提出了多级随机管理

模型, 使用了机遇约束方法。H an tu sh [6 ]1989 年建立了考虑参数不确定性的机遇约束模型, 以描

述系统及其输入的不确定性。1995 年 Pera、ltaCan t iller 和 T erry 在美国阿肯色流域东北部建立

了地面水和地下水模拟优化 (SöO ) 模型, 目标为流域地下水、地表水总供水量最大, 决策变量

为各时段、各单元地表水可供水量和地下水可供水量, 优化方法采用连续静态优化方法。

116　其他方法

1969 年, C·S·R evell 提出了机遇约束和线性规划相结合模型。1973 年, John sone 等把动

态规划与模拟技术结合起来, 确定地面水与地下水联合系统的地表水库和地下水库的最优容积。

同年, Chaudn ry 利用多层优化技术, 确定水库库容、渠道给水能力、抽水容量的最优组合等。1986

年, S·A ·Slo im an 综合了许多优化方法, 提出了离散变量空间的优化模型。总之, 在地面水、

地下水联合运用方面, 国外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2　国内研究现状及进展

211　动态规划方法

动态规划方法是最优化技术中适用范围最广的基本数学方法之一, 它可用于分析系统的多

阶段决策过程, 以求得整个系统的最优决策方案。对于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度问题而言, 由

于水库问题具有时间上的季节性、周期性及多阶段的特点, 故可采用动态规划模型。

在国内, 吴沧浦于 1960 年首次提出了年调节水库的最优运用D P 模型。谭维炎于 1963 年建

立了一个长期调节水电站M D P 模型。张勇传于 1980 年建立了水电站水库有时段径流预报的无

折扣模型, 并以湖南枯溪水电站为实例进行了分析。施熙灿于 1982 年提出无水文预报条件下用

罚因子法考虑调度图可靠性模型, 并对广东枫树坝、新丰江水电站进行了实例计算。1989 年,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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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星、李寿声[7 ]在对内蒙古河套灌区地表水地下水联合优化调度中, 采用动态规划方法确定各种

作物的灌水定额及灌水次数。1991 年, 林学钰等人在对河南平顶山市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合管

理研究中, 运用动态规划方法对白龟山水库进行了优化调度。1992 年, 唐德善[8 ]以黄河中游某

灌区为例, 运用递阶动态规划法, 确定水资源量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配比例。

212　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方法

1983 年, 李寿声等采用美国哈佛大学史密斯教授灌溉模型, 并根据我国灌区实际情况, 对

该模型作了修正, 拟定了地面和地下水资源联合运用的线性规划模型。1986 年, 李寿声等针对

江苏徐州地区欢口灌区的实际情况, 建立了一个既考虑灌溉排水、降低地下水位的要求, 又考

虑多种水资源联合调度、联合管理的非线性规划模型, 以确定农作物最优种植模式及各种水源

的供水比例。1988 年, 沈佩君等对江苏某灌区的南四湖水、南水北调工程的供水、地下水及灌

溉回归水四种水源建立了非线性规划模型, 其目标是灌溉工程的年净效益最大。1993 年, 郭元

裕等[9 ]对湖南白沙灌区地面水与地下水联合调度进行了研究, 联合调度的目的是扩大灌溉面积,

并通过优化调度确定扩大供水范围的方案。

213　模拟技术

1982 年, 袁宏源等研究了河南省引黄人民胜利渠灌区地面水与地下水联合利用最优运行策

略。1984 年, 翁文斌等以北京市大石河流域为对象, 进行了地面水和地下水资源的联合模拟计

算, 并利用微机进行多方案优选和多参数计算。模拟系统包括二个地面水库, 一个地下水库, 一

段河床中的潜流蓄水。1992 年, 马文正等建立了湖南白沙灌区地面水与地下水联合调度的模拟

模型, 与线性规划模型相比, 该模型在以下三个方面提高了精度: 一是水力运动和作物生产函

数以及费用函数的数学模型都选用更准确的模式; 二是根据原有渠系和水文地质条件将子区分

得更小更合理; 三是计算时段以半月为单位, 并按 29 年的历史资料进行模拟运行, 这样计算的

结果要比用典型年和多年平均资料计算的结果更准确, 并能反映多种系统状态的变化。

214　多目标优化与大系统优化理论

1987 年, 程玉慧等研究了河北省岗南、黄壁庄水库与石津灌区地面水和地下水的多目标最

优联合调度问题; 同年, 茹履绥在进行井渠双灌区扩建规划时, 对地表水、地下水大系统进行

了按水源和按地域分解的重迭分解技术, 对按水源分解的供水系统采用调节计算, 而对按地域

分解的系统进行逐层优化, 将灌溉可用水量作为重迭分解最高协调层的协调变量。1988 年, 贺

北方在河南豫西地区建立了区域可供水资源年优化分配的大系统逐级优化模型。该模型由两个

子模型组成: 第一个子模型是“区域可供水资源年优化分配与产业结构调整模型”, 其宗旨是把

区域可供水资源在各子区及用水部门进行最优分配, 并调整产业结构使之更趋合理; 第二个子

模型是“区域可供水资源月优化调配模型”, 它是在第一个模型优化的基础上, 寻求各子区内各

水源工程向各用水户供水的逐月最优运行过程, 并达到供需水的最佳配置。1989 年, 曾赛星、李

寿声等针对内蒙古河套灌区永联试区的具体情况, 运用大系统分解2协调方法建立了灌区优化灌

溉制度及地面水、地下水联合运用的谱系模型, 模型中第一层子系统优化采用动态规划方法确

定各种作物的灌溉制度。第二层平衡协调模型, 通过线性规划方法确定了各时段地面水引水量、

地下水抽水量及最优种植模式, 以求达到灌区年净效益最大的目标。1990 年, 林学钰等人在在

河南平顶山市外方山东段沙河冲积平原上建立了地表水、地下水多目标规划模型, 并利用线性

加权法进行求解。1993 年, 刘建民等[10 ]在京津唐地区建立了水资源大系统供水规划和调度优化

三级递阶模型和三层递阶模拟模型, 提出了模拟技术和优化技术相结合的求解方法, 并对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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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群和地下水含水层进行了优化调度。1995 年 3 月, 朱文彬、周之豪[11 ]以大系统递阶优化控

制理论为基础, 将区域内的水资源系统与用水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研究。按供水与用水

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变化特性, 将所研究的大规模地表水、地下水联合系统分解为若干个子系

统, 并分别建立各子系统的优化管理模型, 依据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整个水资源系统的

管理目标, 在最高阶上设置总协调级模型, 协调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进而实现较满意的优化

结果。1995 年 12 月, 沙鲁生等人[12 ]应用系统分析中的模拟技术, 建立了微山湖、骆马湖水资源

多目标系统模拟模型, 具有较好实用价值。1996 年 4 月, 石玉波等[13 ]根据系统响应函数理论, 提

出了应用于地表水、地下水联合管理问题的广义响应函数概念, 将优化模型耦化, 从而使复杂

的联合管理问题得到简化。

215　其它方法

近几年来, 对策论、存贮论、灰色理论、模糊理论及决策支持系统等方法在地表水、地下

水联合运用系统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此外, 多种优化方法的组合模型也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 如动态规划与模拟技术相结合、图论方法与线性规划方法相结合、动态规划与线性规划相

结合、网络方法与线性方法相结合、以及优化方法与灰色理论、模糊理论相结合等方法。1991

年, 黄冠华[14 ]针对灌区规划与管理的线性规划中存在的若干模糊化问题, 提出了应用模糊线性

规划来解决此类问题, 并给出了两个实例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模糊线性规划是解决此类问题

的有效方法, 其模糊优化解对灌区的规划与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年, 颜志俊提出一种

地表水地下水多年联合运用的算法, 即在对多年系列逐时段计算水库供水分配和各用水单元地

下水埋深动态过程的基础上, 通过迭代最终使各用水单元在调节周期初与调节周期末的地下水

埋深相等, 从而它们的动态过程也收敛, 即地下水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薛松贵等[15 ]1995 年 3 月

在水资源规划研究中, 提出了利用网络技术——最小费用最大流方法进行系统模拟具有明显的

优点, 并以黄河支流为例, 介绍了利用该方法建立流域水资源利用规划模拟模型时遇到的技术

问题和解决途径。1995 年 6 月, 蔡喜明等[16 ]将区域水资源规划纳入宏观经济范畴, 阐述了基于

宏观经济的区域水资源系统的概念, 并以此为基础, 建立了区域水资源规划多目标集成系统, 该

系统以宏观经济子模型及其他子模型为基础, 并在多目标分析模型中集系统要素为一体, 形成

系统的总控模型。1995 年 10 月, 延耀兴等人[17 ]将系统工程中的限界搜索法运用到水资源系统多

目标决策中, 较好地解决了决策中的模糊决策问题。

3　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 几十年来系统分析理论在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调度中的研究与应用, 已有了很

大的进展, 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这些成果不仅在提高流域 (或区域)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方面发挥了作用, 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不少创新。如计算模型由单一的优化模型发展为几种方

法的组合模型; 计算问题由单目标发展为多目标, 特别是大系统优化理论的应用, 使复杂的地

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调度问题变得较为简单, 求解也较为方便。但上述模型各有其使用范围和适

用条件, 动态规划模型在应用上常受到数学维数的限制, 需借助其他方法如逐步优化POA 法来

进行降维处理; 非线性规划模型往往需转化为线性规划模型来进行处理, 但线性模型在对实际

系统的模拟上存在有一定的误差。另外, 随着研究问题的深入, 常规数学规划方法的局限性也

越来越明显,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难以反映复杂系统的真实情况。由于现实系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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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因素多, 边界条件及因果关系复杂, 有些指标可以量化, 而有些指标是难于量化或者是不

能量化的, 这样在用数学规划方法进行计算时, 从研究角度考虑肯定会作一些简单化处理, 不

可避免计算结果会同实际系统存在有一定的误差。(2) 难以充分利用专家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常

规数学规划方法在建模和求解过程中, 虽也有形或无形中利用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但这种反

映仅限于特定研究领域特定情况, 因而它无法反映整个规划过程中决策者的主观偏好, 另一方

面, 已有的数学规划研究成果, 无论多么完美, 一旦离开了专家的指导, 也无法发挥它的应有

作用, 这也不利于研究成果的使用和推广。 (3) 缺乏学习功能。学习功能是指系统通过自己输

出与正确输出结果之间的比较、修正和调整, 取掉不合理的部分, 补充新知识的自我反馈自我

校正功能。数学规划模型是将知识固化在模型与程序中, 虽然也能进行局部的校验, 但这种知

识的描述方式不可能完成对知识的吐故纳新的工作。 (4) 缺乏评估功能。常规的数学模型由于

建模者与使用者往往是分开的, 模型的精度究竟如何, 研制者明白, 而使用者并不清楚, 因而

也影响了模型的应用。

鉴于此, 今后应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灰色模糊系统等计算机技

术, 弥补上述不足,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水资源的管理水平, 充分发挥已有的系统

分析成果和专家的知识和经验, 调动使用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使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也唯其如此, 才能使水资源系统科学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同时, 随着人口的增长, 经济发展, 以及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类社会对水的

需求日益增长, 可用淡水资源严重不足, 这已成为困扰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并

带来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 随着水资源开发程度的加剧, 各行业用水量大幅度增加,

以致没有足够的环境水量稀释和携带污水; 另一方面, 地下水资源的超量开采, 也增加了污水

的入侵, 造成或加剧了对地下水的破坏; 另外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用于灌溉农田, 也造成

了环境的严重污染。鉴于此, 开展水资源与生态系统研究, 已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关注。而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环境问题会愈来愈突出, 但目前水资源模型的研究仅局限于水量管理模

型和水质管理模型两个方面, 而从区域水环境角度对水资源进行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不

够深入, 因此多种水源联合管理的研究应该将水量模型和水质模型耦合成一个整体, 以区域水

环境生态效益最优为目标, 只有这样, 才能使水资源的管理工作更好的反映客观实际情况, 才

能使水资源得以持续、高效的利用, 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均衡、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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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 t Situa tion and Tendency of Con junctive Ground

W ater and Surface W ater M anagem en t

Q i Xueb in, Pang Hongb in, Zhao H u i, and W ang J inglei

(F arm land I rrig a tion R esearch Institu te, CA A S 453003)

Abstract: In th is paper the p resen t situa t ion and ex ist ing p rob lem of con junct ive

ground w ater and su rface w ater m anagem en t is analgsised at hom e and ab road. A t

the sam e t im e the developm en t of th is research field is studyed and fo recated. T hen

the p ro spect of th is sphere is d iscu ssed.

Key words: su rface w ater; groundw ater; w ater resou rce; con junct ive m anagem en t;

p resen t;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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