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科学研究进展
α

汪静萍　潘理中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南京 210024)

摘　要　根据我国公开出版发行的 20 多种与水有关的科技期刊 1995～ 1998 年刊登的关于水科

学研究的论文, 回顾和评述了近 4 年来我国在水科学研究, 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

取得的成果和主要进展。认为研究成果是丰硕的, 但各领域发展不平衡; 与国际研究前沿仍有相

当差距, 特别是在不同尺度水文循环及其界面过程方面研究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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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文循环研究

111　水文循环要素研究

(1) 降水　近 4 年来, 关于降水的研究有以下的新进展: (1) 大暴雨个例研究显著加强, 关于

个例研究的论文约占降水总论文数的 1ö4, 不仅对当年大暴雨大多进行了个例研究, 对历史大暴

雨的个例研究也有进一步深入。在暴雨个例研究中一般均从雨情、致洪特点和天气学成因三方

面进行分析, 但诊断水平未见明显提高; (2) 暴雨时空分布统计特征研究出现一些有价值的新

成果, 例如: “中国降水与暴雨季节变化” (王家祁等, 1997)、“黄土地区小流域降雨空间变化

特征分析” (李长光等, 1995)、“长江三角洲区域性暴雨的统计分析” (邹进上等, 1995) ; (3)

1997 年水文司组织进行全国暴雨统计参数等值线图修编, 使 80 年代初编绘的全国暴雨参数等

值线图资料增加了 20 年, 并以光盘出版, 反映了中国设计暴雨的新水平; (4) 关于致洪暴雨中

期预报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一定成效 (章淹等, 1996) 。

(2) 径流　在流域产流的理论和计算方法研究中, 由于水向土壤中入渗的研究取得了新成果

(唐海行等, 1995) , 因而推动了超渗产流机制和模型的研究, 但对产流计算精度并未有实质性

提高。在汇流研究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主要由于长江与洞庭湖相互关系的研

究和淮河水位预报研究的推动, 使水力学方法和水文学方法相结合的河道汇流研究取得显著进

展, 并已开发出在实际问题中应用效果良好的软件 (谭维炎等, 1996) ; (2) 数值地貌学的理论

和方法被应用于流域汇流研究取得一定成果, 但对改进流域汇流计算方法和提高计算精度尚未

见成效 (谢平等, 1997)。此外, 城市化地区的汇流问题开始引起较多的注意。

(3) 蒸发　由于农田节水和作物保护的推动, 近年来关于作物蒸腾和土壤与潜水蒸发的研究取

得较大进展, 提出了一些植物蒸腾计算新公式 (谢贤群等, 1997) 和土壤蒸发计算新公式 (罗

毅等, 1997)。在水面蒸发的研究方面, 除少数学者对全国水面蒸发系数进行一些对比研究外。

无新的进展。大面积区域总蒸发的研究与计算仍然是亟待研究的薄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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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水文循环过程研究

(1) 土壤2植物2大气界面水分输移过程 (SPA C) 研究　水文循环界面过程研究近年来受到国际

水文科学界广泛注意, 是一个研究前沿和热点。我国水文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活跃并取得

新的成果。代表性成果有: “土- 根界面行为对单根吸水的影响研究” (黄明斌等, 1997) , “土

壤水势- 植物叶面水势- 蒸腾速率关系研究”(邵明安等, 1996) , “SPA C 系统中水热输移的耦

合迭代计算方法研究”(吴擎龙、王同科等, 1997) , “麦田能量 转化和水分传输特征研究”(黄

兴国、刘苏峡等, 1997) , “土壤- 植物- 大气系统水分运移界面过程研究” (刘昌明等, 1997)

等。上述研究尚主要局限于小区实验, 其成果应用于大中尺度水文循环研究尚有较长距离要走。

(2) 水文循环大气过程研究　水文循环大气过程指从海洋和陆地蒸发进入大气的水分, 在大气

中输移、辐散辐合和陆地- 大气水分交换等过程, 是水文循环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我国在中

国大陆尺度和流域与区域尺度水文循环大气过程研究方面, 做了系统的研究, 并于 1997 年出版

了该领域第一部专著《水文循环的大气过程》 (刘国纬, 1997)。此外, 对区域水分内循环过程

的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 揭示出在我国自然条件下, 当地蒸发的水分通过再循环形成的降水约

占当地总降水量的 10% 等新事实, 并建立了水文内循环模型 (刘国纬、尹兰等, 1996, 1997)。

2　全球变化研究

由世界科学联合会制定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 IGBP) , 推动了全球变化研究, 其宗旨是研

究和预测人类生存环境未来的变化, 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我国成立了全球变化中

国国家委员会, 设在中国科学院。我国全球变化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1) 中国气候变化研究　通过对近 20 万年来中国古气候研究 (李彬等, 1998) , 特别是通

过对青藏高原海拔 7000m 冰层取样研究 (姚坛栋等, 1998)、青藏高原积雪对全球变暖研究 (李

培基等, 1997)、青藏高原冻土退化研究 (王绍会等, 1998) , 揭示出我国百年尺度平均气温变

化大约为 1～ 2℃, 相当于小冰期变幅。相应地, 农业植被可能变动若干个纬度 (叶笃正等,

1996)。此外, 对中国旱涝变化趋势也有初步估计, 即华北和西北可能出现暖干化的趋势, 而长

江以南地区降水量会稍有增加, 而气温无明显变化趋势。

(2) 气候变化对中国水文及水资源影响的研究　这是中国在全球变化研究应用方面开展最

多的研究工作。研究工作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是, 设定各种气候变化情景, 例如设定降水与气温

的各种组合, 然后利用年或月径流模型推求径流、蒸发的可能变化, 从而判断水资源情况的未

来变化 (刘春蓁 1997、陈家琦 1996、王建生 1996 等)。

采用 GCM s 输出的气温和降水作为流域水文模型的输入, 然后推求径流的变化趋势也是常

用的方法之一 (刘新仁, 1996) , 但由于 GCM s 与流域模型的尺度匹配问题和模型参数化问题尚

存在较大困难, 所以实际应用中精度较差。这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3) 全球变化研究的其他方面。在下列方面, 中国也进行了积极的工作:

①中纬度海- 气相互作用的研究 (赵永平等, 1997) ;

②北半球冰川物质平衡变化的若干特征及其气候意义 (丁永建等, 1996) ;

③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反映模式 (周广胜等, 1997) ;

④中国全球变化研究能力评价 (孙成权等, 1998) ;

但是, 就总体而言, 中国对全球变化研究的参预程度仍然是不够的, 其主要原因是国家资

金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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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水体的研究

311　河流研究

黄河依然是我国河流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河流。近年来研究重点是黄河河口延伸与下游纵剖

面变化规律的研究 (宋根培、李泽刚等, 1997)。此外, 对龙门- 三门峡河段河漫滩组成物质粒

度特征、山东河段糙率、壶口瀑布变迁及水位流量关系变化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关于长江的研究, 对长江三峡工程建成后的河势变化 (李国庆等, 1996) 和南水北调工程

对长江口泥沙和水流的影响 (陈西庆等, 1997) 的研究取得新进展。此外, 对河流学的一般问

题, 例如河流断面形态问题 (尹学良等, 1996)、分汊河口形成机理问题 (孙志林等, 1996) , 河

流垂线流速和含沙量分布规律问题 (惠遇甲等, 1996) 也开展了积极研究。

在河流泥沙研究方面, 河流平面二维泥沙数学模型 (万兆惠等, 1997) , 非均匀悬移质二维

不平衡输沙方程 (韩其为等, 1997)、泥沙数学模型边界条件 (曹志先等, 1997) 等方面取得了

理论与方法上的进展。在高浓度输沙 (齐璞等, 1995)、异重流 (姚鹏等, 1996)、挟沙水流特

征 (陈德明等, 1996)、流域产沙长系列径流泥沙模拟 (汤立群等, 1996) 等方面也作了大量工

作。齐璞、刘月兰等在黄河水沙变化与下游河道减淤措施方面也提出了重要成果 (齐璞、刘月

兰等, 1997)。

312　湖泊研究

湖泊是气候的产物, 其变化作为对气候变化的一种识别, 近年来在气候变化研究中受到重

视。例如, “鄱阳湖湖口地区 4500 年来孢粉组合及古气候变迁研究 (吴艳宏等, 1997)”、“大布

苏湖沉积剖面碳酸盐含量和同位素特征的古气候意义 (沈吉, 1997) 等”皆是有代表性的成果。

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 1997 年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 青海湖水位近 10 年来下

降 4m 是由于西北气候暖干化变化的结果, 这是近年中国在气候变化对湖泊影响方面主要的成

果。

湖泊水文的研究, 在湖泊水流数值模拟方面取得一定进展。“湖泊三维风生流隐式差分模型

研究 (黄平等, 1997)”、“洪泽湖吞吐流二维数值模型 (姜加虎等, 1997) 等是该方面有价值的

成果。

湖泊环境和湖泊生物研究是近年来湖泊研究的最大特点。在湖泊环境研究中, 关于湖水中

物质迁移的研究, 例如江苏鬲湖磷迁移过程研究 (黄文钰等, 1997) , 阿哈湖 Fe、M n 沉积后再

迁移的生物地球化学机理研究 (万曦等, 1997)、风对藻类在太湖中迁移影响动力学研究 (濮培

民, 1997) 等, 均是有代表性的成果。在湖泊生物研究方面, 如“浅水湖泊生态系统的多稳态

理论及其应用 (李文朝等, 1997)”、“武汉东湖水生植被的恢复试验研究” (邱东茹等, 1997)、

“富营养化浅水湖泊沉底水生植被的衰退与恢复 (邱东茹、吴振斌等, 1997)”是近年来较重要

的进展。此外, 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例如香浦、灯心草人工湿地研究 (成水平

等, 1997) 等成果为污水净化找到新的途径。

313　土壤水研究

在节水灌溉和改进农田耕作的推动下, 关于土壤水的研究取得了大幅度的进展。在土壤水

监测技术和观测手段方面, 开展了农田尺度的土壤水分监测 (杨诗秀等, 1996) , 采用了诸如时

域反射仪、同位素技术、遥感技术等土壤水分观测新手段 (龚元石、陆家驹等, 1997)。在土壤

水运动规律研究方面, 揭示了包气带中气体对入渗水流运动的影响 (唐海行等, 1995)、土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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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质含量对土壤水动力学参数的影响 (单秀枝等, 1998)、土壤非饱和带中的优先流运动特点

(刘亚平等, 1996) , 建立了多种土壤水分运动计算模型, 其中尤以土壤水分运动的随机模型的

研究成为研究热点, 发表的论文约 10 余篇 (黄冠华等, 1997)。土壤水分预报精度有所提高并

对指导农田灌溉发挥了良好作用 (李远华等, 1998)。由于土壤水分运动研究取得进展, 使土壤

中溶质运移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进步 (任理等, 1997)。

314　冰川与积雪研究

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涉及冰冻圈与全球变化, 冰、雪、冻土的基本性质、过程和控制, 寒

区工程和减灾、防灾等方面。近年来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1) 冰冻圈作为古气候、古环境变化的重要信息库, 冰冻圈作为气候变化的灵敏指示器, 冰

冻圈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以及冰冻圈变化对环境的影响等研究, 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青

藏高原海拔 7000m 冰芯的钻取及其意义被列为中国 1997 年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2) 冰、雪、冻土的基本性质、过程及其控制是寒区科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随着仪器设

备的更新, 已从静态到动态, 从宏观到细观、微观, 从现象到本质,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过程

的研究也从单一物理力学过程, 拓展到化学、生物过程的研究。

(3) 寒区工程的研究工作正从纯粹的工程冻土学转向冻土工程研究, 走出描述、评价的窄

缝, 增加工程技术的含量, 冰雪灾害的防治研究也已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 进入了预报、预测

的阶段。

(4) 中国高寒山区丰富的降水和大量的冰雪储存及其“高山固体水库”的调节作用是内陆

干旱、半干旱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在气候变化、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干旱区水资源的承

载力大小是制约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干、寒区水资源的研究关系到寒区可持

续发展, 受到更多的关注。

4　水问题研究

411　洪水与防洪问题研究

(1) 洪水成因的研究依然受到关注。例如, “中国热带气旋暴雨洪水分布规律和水文特征研

究 (王家祁等, 1995)、长江下游特大洪水的形成与趋势 (芮孝芳, 1996)、洞庭湖区 1996 年特

大洪涝成因分析 (李景保等, 1998)、气候变化对中国洪水的影响 (郭生练等, 1995) 等均是近

年来有代表性的成果。

(2) 在防洪对策研究方面, 近年取得两项重要进展: ①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宋德

敦、胡四一等, 1996) , 其中长江中游洞庭湖防洪系统水流模拟研究 (谭维炎等, 1996) 为复杂

系统水流演算开辟了新的途径; ②全国洪水预报模型检验与评价, 回顾和总结了近年来我国洪

水预报的总体水平和发展方向 (水利部水文司、科技司、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等,

1997)。此外, 关于滞蓄洪区洪水演进和洪水风险研究也受到普遍关注。

412　水资源问题研究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资源影响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已在本文“2　全球变化研究”中叙述。

水资源评价的内涵有了新扩展, 已由 80 年代主要对水资源量及其时空特征进行评价, 发展

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 不仅进行水量评价, 而且包括水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经济、水

资源管理等全方位评价, 并研制了与之相适应的水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左东启等, 1996)。

水资源供需平衡研究及 21 世纪前半期中国水资源供需预测研究取得长足进展, 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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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水利部已提出了《中国水中长期供需研究报告》 (水利部, 1998)。

干旱研究受到特别关注, 因为干旱对中国农业经济造成的损失大于洪水造成的损失。历时

5 年撰写的研究成果《中国水旱灾害》(张海仑等, 1998) 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干旱研究的水

平和进展。目前重点研究的问题是, 中国大面积、长历时、连续干旱的成因和预测。水资源短

缺加大了极端干旱事件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水资源整体管理研究 ( In tegra l m anagem en t) 正受到重视并成为水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

413　水环境问题研究

水污染正成为中国较为严重的问题。因此, 关于水污染物质迁移理论与计算方法研究取得

显著进展。例如, 重金属在黄河中游输送和迁移水质模型的研究 (申献辰等, 1997)、水质污染

的概率规划模型研究 (汪德灌等, 1996)、干旱地区河流动态水质模型研究 (何秉宇, 1997)、氟

离子对在河口区存在形态的理论研究 (顺丰昌等, 1997)、控制湖泊水体化学组成的地球化学原

理研究 (吴丰昌等, 1997) 水环境汞污染及其毒理反映系统的研究 (王德铭, 1997) 等均是近

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面污染源的研究方面, 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开拓。例如, 排水条件下化肥流失的研究 (张

蔚榛等, 1997)、氮类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转化规律研究 (王超等, 1997)、污水灌溉土壤及地

下水三氮变化动态研究 (姜翠玲等, 1997)、山东省酸雨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胡煜煦等, 1996)

等, 是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吸血虫病是中国南方危害农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 近年来对其流行载体——钉螺在水中迁

移规律的研究也取得了新进展 (李大美等, 1997; 陈和春等, 1996)。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 水环境的研究范围正在向防治沙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断流等

领域扩展。

5　结　　语

回顾和评述了 4 年来我国在水科学研究, 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主

要进展, 认为研究成果是丰硕的, 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扩大和取得的一批重要成果, 但各领域

研究发展不平衡, 与国际研究前沿仍有相当差距, 特别在不同尺度水文循环及其界面过程研究

簿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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