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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水文研究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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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基于第二十二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大会的动态, 分析出世纪之交水文学研究的三大

基本特点。其一是强调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的研究, 主要表现为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来自面

源的氮负荷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地表和地下水质的影响、河流对水文系统、泥沙输送及营

养负荷的变化的生态响应和地下水和地表水在质与量上的相互作用。其二是十分重视区域尺度的

水文的研究。包括区域及全球尺度资料库的建立和区域水分通量的计算。其三是集成应用示踪剂、

遥感及先进的水文测验技术进行水文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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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大气、植被、地表、土壤及含水层中的水分运移和相互间的水分

转化。由于人类活动对水文循环的影响、学科综合和高新技术浪潮的冲击, 处于新世纪之初的

水文学正面临许多挑战。而诸多严峻态势在上世纪之末已初显端倪, 水文循环已从常规的大气

(A )、植被 (V )、地表 (R )、土壤 (S)及含水层 (G)五环结构演变为图 1 所示。本文根据 1999 年 7 月

在英国伯明翰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 ( IU GG99) 的大会展示的水文研究动

向, 分析世纪之交水文学研究的主要进展与趋势。

1　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研究

111　面源

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土地利用变化对来自面源的氮负荷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 (不同的耕作

方式和不同的种植制度) 、不同的植被覆盖、不同的土壤质地、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地质条件、

不同的气候条件正在改变以面源形式对自然界各种水体进行的氮和磷的排放。目前研究趋势是

全面考虑对流、土壤中移动带和非移动带之间的溶质交换以及反硝化过程这三个模拟氮输送的

关键过程。已有的模型如瑞典的HBV - N 模型、德国的 SW IM 模型、反应箱模型、M U R P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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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 (A )、植被 (V )、地表 (R )、土壤 (S) 及含水层 (G) 中的水分

迁移和相互间的水分转化。中心的人表示人类活动正极大地影响水文循

环; 周围的箭头表示人们的工作中心已从局部转向区域甚至全球

图 1　世纪之交水文循环概图

F ig111 H ydro lo logic cycle ou tine from the 20th to the 21th

模型、DH SVM 模型、BO ISED 模型和BA S IN 210 模型。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新技术如地理信息

系统和数字高度模型也被应用到氮输送模拟中。

112　城市化

目前研究的重点课题是城市的排水排污系统、城市地面的蒸散发与透水性、污水处理的结

构及其效应。从考虑非常明显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空间变异和地质材料的非均匀性入手, 研

究城市对地下和地表水水质的影响。解决城市径流中所包含的诸如地表、地下径流混合不清, 不

易对传输过程和化学物质转移进行参数化的一系列问题, 为模拟城市化对地表水质和地下水质

的影响, 要考虑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1) 过程识别; (2) 含水层特征和模拟; (3) 水资源管理。

其中以美国的基于物理过程的R ISK- N 模型和俄罗斯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 (PSR ) 较为著名。

113　河流生态学

强调流域关键过程与淡水河流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的生态水文学研究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

点。主要是建立基于计算机的水生信息评价系统, 注重河流的生命和非生命因素的联系, 综合

应用已经建立起来的诸如M OV E (M odel fo r V egeta t ion respon se in flood p la in s) , HB V 模型

和多元统计方法, 研究河流对水文系统、泥沙输送及营养负荷的变化的生态响应。意大利在几

年前制定了“河流生态可接受流量 (A EF)”, 它一反传统的水文设计中只考虑设计洪水及最小

航运流量的局面。要确定A EF 必须用到功能生境概念 1 意大利正尝试用物理生境模拟方法来确

定A EF。

114　地下水ö地表水的相互作用

地下水ö地表水相互作用自 1993 年法国里昂大会[1 ]开始一直是科学家们所热切关心的话

题。目前多从野外试验、示踪计和模型模拟三方面研究地下水ö地表水交错带上发生的各个过程

及地下水和地表水在质与量上的相互作用。在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 现在正进行大量的

地下水和地表水在质与量上的相互作用的野外实验和评价。瑞士、美国用镭和锶的同位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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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体的地下水和地表水在质与量上的相互作用。比利时科学家提出应同时运行地下水模型

和河流模型, 分别考虑模型的时空步长。该耦合模型已被用于包括海洋、河流、地下水和大气

在内的区域和水量和污染物浓度的计算与设计之中。加拿大科学家建立的二维地下水数字模型

专门考虑环境中地下水位和污染物浓度的瞬时变化。模型求解区域所划分的单元和节点随下渗、

蒸发或是沼泽区边界线的变化引起的地下水位的升降而增减。澳大利亚利用二维的地下水流模

型研究季节性天鹅河河口和浅层地下水的相互作用, 并研制了一种叫做渗透仪的仪器直接测定

天鹅河与地下水之间的交换。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 (T he Scien t if ic Comm it tee on O cean ic

R esearch, SCOR ) 的滨海区陆地2海洋相互作用专业委员会 (the L and2O cean In teract ion s in the

Coasta l Zone, LO ICZ) 正在研究如何将水文学的测定方法 (包括测井、达西定理) 和海洋学方

法 (渗透仪、测压井) 结合起来设计一种仪器用来测定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交换量。在德国

的两个山坡实验站的试验山坡模型 (H ILL S) 能较准确地模拟壤中流动力机制及其随地下水和河

水水位变化的波动。中国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2　区域尺度的水文研究

211　区域和全球水文资料库的建立

任何区域上的研究都离不开区域范围乃至全球尺度的实测资料的支撑。陆地气候观测委员

会 (T errest ria l O b servat ion Panel fo r C lim ate, TO PC) 就是这样一个大规模收集全球资料的组

织。IGBP 已经建立起基于流域的全球数据库 ( IGBP2BA HC) 和基于海滨的全球数据库 ( IGBP2
LO ICZ)。目前正在实施一个电子河流档案系列计划, 用于建立全球河流系统的类型。并在

WM O öGRDC、W HO öGEM S2W A T ER 和UN ESCO öFR IEND 计划协助下, 有望建立一个面向

所有科研人员的免费的全球流域数据库。为了评价缺水对全球变化的影响, 德国科学家正在建

立一个全球供水和用水模型。空间分辨率为 015°×015°。他们由此绘出世界上第一张全球灌溉面

积的电子地图。目前极地资料协调中心 (ADDC) 的极地资料, 包括: 径流、地形、植被、冰雪

覆盖、气温和降水, 已免费向世界科学家开放。俄罗斯已建立北俄的地表水文的长期变化库。美

国U SGS 完成了长系列美国本土水文资料库的建立。英国建立了河流泥沙输送数据库。同样能

免费网上查询的还有全球水文档案和分析系统。日本科学家制作了全球径流集成路径系统

(TR IP)。

212　区域的水分通量的计算

区域的水分通量和地表地下特征、大气边界层及降水特征有关。以日本科学家为主展开的

亚洲季风区实验计划 (GAM E) 在西藏、西伯利亚和泰国作了大量的精细的区域地表和地下实

验。通过对实验资料进行分析和模型模拟, 他们发现泰国的森林砍伐是造成降水最高月份出现

在 9 月的原因, 青藏高原存在一个子午线方向的水汽梯度。河流流量是水循环的指针。加拿大

通过对大气环流形势进行分析, 科学地解释 为什么在降水和温度都表现正常的 1994 到 1995 水

文年内M ackenzie 河流流量出现最低。中国用所建立的植被界面过程模型 (V IP) , 基于已有的

大量的气象常规资料计算了中国区域尺度上的辐射、蒸发的经纬度分布特征, 并用中国的 102 个

站点的实测土壤水分资料对模型进行了验证。通过对位于西半球的三个典型区 (高纬度的

M ackenzie 流域、中纬度的 GC IP 美国中部试验区和低纬度的LBA 巴西试验区) 用N C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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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 3 模型和N CEP 及NA SA öDAO 的反演资料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美国的科学家分析了局地

的地表和遥远的海平面温度变化对干湿季节的不同的驱动作用。美国科学家还提出了一种怎样

使大气月平均资料为地表水热平衡模型所用的尺度下延方法。地2气相互作用的研究极大地促进

了区域尺度的水文研究。这包括将土壤2植被2大气水分能量传输理论应用于区域 (流域) 和参数

的区域化。利用流域的土壤、植被、地形、地质和气候等一系列特征来预估水文和大气地表模

式的参数。并研究到底哪个参数可以进行区域化或者说全球化, 建立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3　新技术应用研究

遥感通常用来反演地表参数。示踪计常用来探测地表水源、地下水滞时、地表及地下水流

的途径。目前一个最重要的研究新动向是将示踪剂、遥感及先进的水文测验技术集成起来, 并

用于流域水文学。并且特别地研究如何用先进的水文测验技术打开示踪计试验的黑箱本质以及

研究如何能用示踪计来率定和验证水文模型。现代水文学的标志是根据数字地图、数字高度模

型和遥感数据将流域分成若干单元, 对每个单元计算其垂向和侧向的通量。毫无疑问, 这使径

流的计算精度大大提高。但是只有在示踪剂试验引入到现代水文学后, 人们才能更准确地划分

地表、壤中和地下径流。而先进的科学技术, 如遥感和全球定位系统, 对克服建模必须大量数

据来率定参数的缺点大有帮助。美国科学家用示踪计与水文测验技术结合评价流域尺度对水

(径) 流路径、水源和水龄的影响, 精确的水文测验方法有助于建立具有更强功能的模型和分离

蒸发与蒸散过程。遥感和示踪计技术使融雪径流模型不但能应用于世界各地, 还对模型本身的

设计作出了贡献。英国科学家用河流混浊度、悬移质和污染物的时空分布作为自然示踪计, 利

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水文过程, 用来分析水体质量退化和土壤侵蚀。由德国、意大利和

瑞典科学家联合组成的研究小组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 用光学雷达资料区分出农作物与天

然植被 , 推导出反映流域分布特征的植被2土壤2地形界面指数。遥感和示踪计技术结合还可用

来确定河流的弥散系数。用示踪计确定出地下水的再生周期后, 乘以最小补给量就可确定出应

维持的最小地下水库容。

4　今后水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今后一段时期内, 水文学的主攻方向将是将区域尺度大气输入和分布式水文模型相耦合、新

技术体系在流域水文学上的应用以及数学模型模拟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的地下、地表水质和水量

的变化。通过突破传统框架, 在这几大领域会有所突破。目前世界各国研究反差仍很大, 我国

需要发挥我们的优势, 扶持创新研究, 早日立足世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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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spective on Hydrology from the 20th Cen tury to 21th Cen tury
Ξ

L IU Su2x ia

(D ep artm en t of H y d rology , Institu te of Geog rap hy ,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101,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 ted session s on the 22th A ssem b ly of In ternat ional U n 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w h ich w as held in Ju ly 1999 in B irm ingham , there are th ree basic

characterist ics of hydro logica l research from the 20th Cen tu ry to 21th Cen tu ry1F irst ly, the

effects of hum an act ivit ies on hydro logica l cycle bo th in w ater quan t ity and w ater quan t ity are

st ressed very m uch, w h ich includes impact of land2u se change on nu trien t loads from diffu se

sou rces; impacts of u rban grow th on su rface and groundw ater quality, riverine eco logica l

respon se to changes in hydro logica l reg im e, sedim en t t ran spo rt and nu trien t loading, and

in teract ion s betw een su rface w ater and goundw ater in quality and quan t ity1Secondly, the

hydro logica l research in regional sca le is focu sed1T he ho t top ics a t p resen t are to estab lish a

global hydro logica l data bases, to exp lo re new m ethods w h ich are su itab le fo r reg ional study

over con t inen ta l reg ion s1T he study on the in teract ion betw een atmo sphere and land su rface

great ly p romo tes reg ional hydro logica l research also1F inally, linkage among tracer techn iques,

advanced hydrom etric and remo te sen sing is very help fu l fo r understanding hydro logica l

p rocesses in catchm en t1

Key words: geophysics; hydro logy; hum an act ivit ies; hydro logica 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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