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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资源学和水文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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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水资源学的基础是水文学。水资源学在发展中不断向水文学提出新的要求, 水文学也在加

强对水资源学服务中得到新的发展。水资源学和水文学沿着各自的途径前进, 并且在发展中相互

促进, 以求在更高层次上相互依存,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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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资源学和水文学

水资源学不是水文学的延伸和发展, 但水文学是水资源学的基础, 这个论点已为越来越多

的人所接受。这可以从水资源和水文学所研究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到。水资源学是对水

资源进行评价并制定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水资源规划, 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 以及对水资源实

行科学管理和保护经验的系统总结所形成的知识体系, 是指导水资源业务工作的理论基础; 其

目标是探求水资源在地球自然资源体系中的位置、作用以及和其他自然资源间的相互关系; 揭

示水资源的形成、演化的机理, 以及其在地球空间和时程上的变化规律, 探讨在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水资源供求关系及其解决的科学途径; 研究在人类各项经济活动特别是人类开发利用水资

源过程中引起的环境变化, 以及这种变化对水资源自然规律的影响; 探求在变化的环境中如何

保持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科学道路等[1 ]。因此, 水资源学是一门人类认识水资源, 并开

发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及水环境的知识体系, 主要属于技术科学的范畴。水文学则是地球

上水的起源、存在、分布、循环、运动等变化规律和运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知识体系, 是

地球科学的组成部分, 也是技术科学的一个领域[2 ]。水文学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一门具有十分活

力的、并沿着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的独立学科, 并设有宣告自己历史使命的完成或即

将演化成为另一门学科的迹象。但为什么一时曾出现“水资源学是水文学的延伸”这种说法呢?

这里很可能是由于对某些提法的误解。因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进行、并得到包括世界气

象组织协助的国际水文计划第一期计划 ( IH P- I, 1975～ 1980) 中, 曾经突出强调了“把水文

学的意义延伸到水资源综合利用、水资源保护等有联系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各方面”, 并在随后

的各项国际学术活动中总是把水文学和水资源学相提并论, 就使有些人误以为水文学正在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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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学转化, 误以为水文学发展到现阶段, 原有的水文学使命已经完成, 今后只有改名更姓, 不

叫水文学而叫水资源学了。这种认识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明眼人仔细观察, 就可以理解所谓把

水文学的意义延伸到水资源领域, 是指水文学要加强和水资源学的合作, 并强调水文学要在为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的服务中发展自己, 而不是说水资源学应取代水文学。这正

如水文学在早期主要是对自然界水现象的描绘, 及研究自然界水的演变、运动和转化规律的科

学, 属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当人类开始用工程措施来进一步开发利用和治理水资源时, 水文

学加强了为水工程服务而出现了工程水文学, 但并没有人因工程水文学是“把水文学的意义延

伸到为水工程服务”并迅速发展, 成为水文学的主要组成, 而怀疑水文学是否变成了水利工程

学。现在的情况与此类似。水文学不仅继续为水工程的规划、设计和运行服务, 而且在水资源

的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加强了水文学和水资源学的联系, 并且把意义延伸到因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所引起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这只能说水文学在工程水文学的基础上又

前进了一步, 即到达水资源水文学的新阶段[3 ] , 而不是用水资源学代替了水文学。

但是, 水文学是水资源学的基础这一点, 是十分清楚的。这是因为, 水资源是维持人类社

会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地球自然资源之一, 并具有以下特性: 即水资源是可以按照人类社会的需

要提供的, 或有可能提供的相应水量, 但这个水量需有一定的、可靠的来源, 且这个来源可以

通过自然界水文循环不断得到更新和补充[4 ] , 这是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这个水量及

其水质都必须能适应人类用水的要求, 且无论水量或水质都是可以通过人工控制以保障其可用

性。这就是说, 并非自然界中一切形态的水都可以作为资源对待, 而只有合乎上述条件的自然

界地球上的水才是资源的水, 才是水资源。水文学恰恰是研究地球上的一切水, 也包括可作为

资源的水的形成、存在、分布、循环、运动等变化规律的学科。研究水资源必先从水资源的水

文特性开始。水文学是水资源学的基础, 而不是水资源学的前身。水文学和水资源学两者独立

地沿着各自的途径前进, 并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以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相互依存, 共同发展。

2　水文学服务于水资源问题

由于水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 并不断向水文学提出新的要求和问题, 水文学为适应这种要

求而不断前进。例如, 水资源因供需矛盾的激化而在一些地区出现水危机, 且这种危机还有不

断扩大的趋势, 引起各方的重视。有人指出水资源与全球水文循环的联系是水资源问题全球化

的原因, 从而要求水文学应加强对全球水文循环全过程的研究。近年来出现的全球变化的研究,

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可能产生的影响, 是否会危及某些地区人类的生存环境, 实质上

这是气候变化对水文条件的影响问题, 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全球的以至局部的水文

循环活动的问题, 以及水文循环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全球以至局部气候条件的变化。这些问题

的提出使原先在工程水文学阶段着眼点主要是工程地点控制的流域面积内水文情势的预测和预

估, 或充其量把研究放在工程所在流域的全流域水文情势的估计上, 扩展到需要认真研究全球

水文循环的全过程。虽然有一种说法, 认为可以把人类发现水文循环现象做为水文学的开始, 但

实际上水文学多少年来一直只致力于对这个循环中的陆面过程进行研究, 对全过程的研究是很

不够的。现在在水资源任务的带动下把研究水文循环全过程问题提上日程, 就是说水文学不仅

要研究水文现象的陆面过程, 还要对陆面- 大气界面上的水分和能量的交换问题, 陆地水与海

洋水的交换问题, 海面和大气界面上的水分和能量交换问题, 水在大气中的运动和转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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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都要进行研究。水文学不能仅象过去只侧重研究水在运动、转化中的物理过程, 还要研究

自然界的水作为溶剂和载体在水文循环中对水中各种化学成分的输移、合成、分解、储散的化

学过程。除此之外, 由地表生物圈中动植物及其他形态的生物在生长、繁殖、死亡过程中与水

的相互作用, 以及动植物群在陆面和大气水分及能量交换中的影响, 这就需要特别加强水在水

文循环和运动中生物过程的研究。这些问题的提出, 使水文学必须以崭新的面目出现, 向全球

水文学的方向前进。在这种前进中水文学必须坚持为水资源问题服务, 这也是水资源水文学比

工程水文学前进的一点。

由于水资源开发程度的逐步深化, 许多地区已建立起水资源工程体系。通过有效地管理运

用建立的水工程体系, 使其在防洪减灾和发挥水资源各种功能方面带来的经济效益。这就对水

文学提出新的要求。过去为水工程规划设计服务的水文工作。要逐步过渡到主要为水工程的调

度运行服务, 水文站网工作也以积累资料为主要目的的定点观测, 转变到把地面定点观测与空

间和面上的遥测遥感手段结合的对水量和水质的实时监测, 并利用现代化通讯手段及时将实时

信息传递到决策指挥机关, 以更好地调度水工程体系, 发挥最优效益, 或把可能出现的灾害程

度降到最低。

3　水资源学的基础是水文学

水资源学的任务之一是随时为保障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水资源的供求状况提供科学

依据。这除了需要及时掌握水文信息以调度水工程体系来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水需求外, 还应不

断通过已建水工程体系的调度运行积累经验, 总结在以往工程规划设计中对水资源问题的处理

原则是否都能切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还要随时通过监测了解已建的水资源工程体系在实际运转

中对环境和生态系统引起的影响, 是否有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因素。大量信息都是通过监测地表

和地下水体中水文现象而得到的。

水文学是水资源学的基础。因此在有关水资源的科学技术活动中, 其中的基础部分大都是

水文学的活动。例如, 水资源评价是水资源学的基本内容之一, 而对水资源进行基础评价, 即

包括对水文、气象、水文地质等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统计成系统的图表等工作, 就是纯水

文学的工作。对水资源的空间和时程上的分布特征分析, 实质上也就是对降水、径流、地下水

的水文特性分析。但水资源基础评价不过是水资源评价的一部分内容。对水资源供需情况的分

析和预测, 水资源为适应社会需求而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分析,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和生

态系统影响分析等, 则超出水文学的范围, 而是水资源学的特定范畴。

在研究水资源的极值现象如洪、涝、旱、渍等的变化规律, 以便采取相应对策 进行有效治

理的工作中, 首先要对该地区的降水、河川径流和地下水极值进行分析作为研究的基础, 而这

种分析是属于水文学范畴。如何采取相应措施以减轻灾害, 则是水资源学的范畴。

正是由于水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 并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水资源学也不断向其基础

水文学提出要求, 二者的结合既推动了水资源学的前进, 也带动了水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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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 tion between Hydrology and

Sc ience of W ater Resources

CH EN J ia2qi

(Ch ina Institu te of W ater R esou rces and H y d rop ow er R esearch , B eij ing 100044, Ch ina)

Abstract: H ydro logy is the basis of the science of w ater resou rces. A s the science

of w ater resou rces go ing fo rw ard, it sets freqen t ly h igher and new dem and on hy2
dro logy, and hydro logy m akes fu rther advances on itself in g iving mo re effect ive

coopera t ion w ith the science of w ater resou rces. T he science of w ater resou rces and

hydro logy are go ing fo rw ard along their ow n w ay of developm en t respect ively. Con2
seqen t ly they can p romo te developm en t m u tually so that they can be in terdependen t

each o ther and m ake p rogress together.

Key words: science of w ater resou rces; hydro logy; rela t ion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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