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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了径流实验研究 50 年来的曲折历程。对于建立实验水文学和相应的实验水文系统作了概述。列举了使

用环境同位素所得到的若干初步结果, 用以说明通过实验研究对于传统水文概念进行订正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建议恢复径流实验研究, 并就其方向、策略等问题在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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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回顾

1953年治淮委员会在淮北平原安徽北淝河和 河之间的青沟、沱河上游小黄河(约 1000 km2)及河南颍河上

游汾河(约 3000 km
2
)分别设立排水实验站, 研究平原坡水区除涝排水标准。后来保留了具有不同流域面积

( 162143~ 2149 km2)和各种排水条件的青沟并扩充了观测研究项目, 于 1956年起称径流实验站。此为新中国水

文流域研究的开始。1956- 1958年后, 先为小河暴雨洪水的水文计算[1] , 后又依据水利部水文局5全国径流实

验站网规划(草案)6, 在许多省、区设立了中国第一批广泛分布于全国主要气候区、水文区的径流实验站[ 2] , 按

规划有三种类型, 即径流站、径流实验站和野外水文实验基地。新设立的径流站和径流实验站为上述规划数的

两倍[ 1]。对此当时有明确的目标和研究方向, 是/ 探求自然地理条件与水文因素之间的关系, 从成因上揭示径

流形成的本质, 以便根本上解决复杂的水文计算和水文预报问题0 [ 1]。虽具明显的工程水文方向, 但对许多水

文因素的实验研究包括室内水文模型试验, 却都是在这期间开拓和起步。这曾是中国水文实验特别是野外流域

研究(径流实验)在全国健康发展的黄金时代。1959- 1960年间, 因 /大跃进0 也发展了一些名不符实 /土法上

马0 的实验站, 安徽即有 63处, 在 /水利化高潮的压力下产生出来了0 [3]。虽然如此, 其河网化实验站还是取

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2] , 它将一向以传统水文测验为主的径流实验与灌溉、土壤改良特别是与水文地质相结

合, 更新了传统观念, 发展了流域水文研究的模式。1962 年底, 水电部水文局通过 /径流实验研究工作座谈

会[1]0 对此作了调整, 巩固了一些站, 此后又新建了一些站, 地域分布更为合理, 质量也有很大提高。

由UNESCO所组织的 1965- 1974年国际水文十年科学计划( IHD) , 提出了代表流域和实验流域概念并成立

专门工作组, 连同此后的国际水文计划( IHP) [ 4] , 促使世界水文流域研究进入大发展和现代化阶段[2]。然而与

此相比, 本来并不甚落后而且还有其特点的中国水文实验特别是野外流域研究, 却在这期间的/文化大革命0中

遭到了灭顶之灾, 许多历经艰辛、水平较高的实验站(如长办凯江、祁仪[5, 6] ,黄委子洲[ 7] )毁于一旦, 而且再也未

能复活。1978年水利电力部水管司水文处通过5全国径流实验经验交流会6, 采取一系列措施, 挽狂澜于既倒,

恢复、重建、新建了一批站, 力图使径流实验事业重新发展。前述于 1958年提出、在 1966年启动并夭折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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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基地, 随后也于 1981年建立为前水利部南京水文研究所滁州水文实验基地, 成为这一时期径流实验研究最

重要的发展[2]。这主要是因为它使用全新设计的实验流域系统和环境同位素示踪, 从而改变了径流实验研究长

期以来事实上的黑箱模式。

图 1  中国径流实验站发展过程趋势

Fig11 General process of hydrological basin study of PRC

1990年在荷兰的一次关于代表流域和实

验流域的讨论会上, 水文流域研究的发展曾

是主要议题之一。通过上述经历, 曾预测我

国随着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的凸现, 必将成

为重新认识径流实验重要性的一大转折

(图 1) , 虽然当时它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弱点和

问题, 并还有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但是

认定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0的前景
[8, 9]
。1986

年水利电力部水文局进行了一次全国水文实

验调查, 就曾试图推动它在新条件下能有新的

发展
[ 10, 11]

。然而与此相反, 20世纪 90年代以

来由于尚未理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水文

基础研究包括流域研究的一些问题, 全国水文

系统的所有径流实验站已不复存在, 滁州水文实验基地也已名存实亡, 迭遭破坏(相比之下, 俄罗斯国立水文研

究所�±½µ±»实验基地还有60人在工作
[12]
)。展望未来, 一方面, 水文学目前理论基础薄弱, 存在着众多由于过

去实验方法限制所产生的可疑或不正确概念, 不可能适应今后的客观需求, 这终究需要通过水文实验取得发展

和进步, 中国的水文学也终究要由中国自己的水文实验来充实和努力。另一方面, 在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工作

中、特别是日趋紧迫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水资源评价、开发和管理中, 有许多使用常规水文和水文地质方法所

难以解决的问题, 也必须在流域尺度范围内, 开辟新途径如借助环境同位素等方法进行应用基础研究。有理由

期望, 50年前发展起来、历经磨难的新中国水文流域研究(径流实验研究)事业, 定能从山穷水复的盘旋中有新

的发展。但是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汲取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

以下概述建立实验水文学和相应实验水文系统所作的探讨, 说明流域研究的必要性和以往径流实验在理论

上存在的弱点; 并列举了在流域研究中所得到的一些结果, 用以表明径流实验对于求是水文传统概念以及加强

水文学科学基础是有效的。这些也是所以能在目前径流实验处于低谷时, 可望柳暗花明的理由。

2  实验水文学和实验水文系统

211  实验水文学

自然科学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实验研究。一切科学都具有观察、实验和理论 3部分
[13]
。

水文学即是源于观察、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公元前 239年 5吕氏春秋#圜道6 已有相当准确的世界上最早的

水文循环概念了, 但时至今日水文学却尚未巩固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 原因是水文学尚未能建立起其应有的

科学基础[ 14]。对很多水文现象的认识, 还停留在定性阶段或只有不很准确的定量, 除很少一部分是确有理论

依据和实验基础之外, 相当大的部分则是经验的、构思的、假想的
[ 15]
。有些基本问题如河川径流组成, 只有

示意[ 16] , 还基本上是60年前的经验划分[ 17]。基于 20世纪 30年代经典实验方法所得到的水文传统概念, 在许

多方面表明需要修改。Beven认为, 水文学不应该再在与事实相悖的所谓理论基础上继续发展, 而应该进行清

洗, 并重新建立与事实一致的 /章法0 才能有所前进
[18, 19]

。可以说, 水文学还比较 /软0, 对于水文传统概念

的求是, 即对不准确概念的修正和清洗, 唯一途径是水文实验。然而, 问题多半还出在水文实验本身。

对于水文现象的了解和求解, 实际上是从表面现象开始而不断深入的过程, 亦即从定性、定量到定解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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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可分解为观察、观测、测验、试验和实验。观察是初级的定性了解, 其结果是对现象的描述。观测是高

级的定性了解, 其结果是对个别现象的量化记载。测验是系统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观测, 其结果是对多种现象

的数据记录。试验是就某一种水文现象可能的成因因果关系组成, 有计划、按步骤作出的观测和测验, 其结果

是对研究对象因果关系的有条件的定量。试验可以是针对天然水文现象, 也可是对人为模拟水文现象所设计

的, 而某一轮实验也可称为试验; 试验可以是大规模的, 也可以只是一个土柱。认为是科学水文学开端的

1674年对于Seine 河所作的降雨径流研究[ 20] , 其实是一种初级的试验。实验是对水文现象从定性到定量并设法

逐步作出定解的研究, 所谓定量, 是以研究对象的数量关系为目标, 这些关系有些是已知的, 有些虽有了解但

尚不确切或还不完整, 更多的或是推测, 并未看到事实, 或根本不了解, 或完全是新的观念。于是, 它常在人

为控制下, 有目的、有程序、特别是具有一定的或较为明确的边界条件下进行, 这就有可能以某种数学物理关

系作出解答。从这个观点, 无明确目的、没有合理步骤、没有一定条件控制的, 就不是实验, 即使如此, 没有

与此相应的、能达到观测目的和预期精度的方法, 也只能是失败的实验。20世纪 30年代 Robert1E1Horton
[21]
通

过20多年对下渗等许多水文现象所作的实验, 对科学水文学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此后, 人们已不满足于

对个别水文因素而企图对整个流域水文现象进行实验研究即流域研究, 这在水文研究中是一大飞跃。

图 2  被动和主动的水文研究[ 22]

Fig12 Active and passive hydrological study

综上所述, 观察是观测的必要部分,

观测是测验的组成部分, 而测验和试验则

是实验的必要部分。实验包括了试验和测

验, 测验包括了观测, 而观测又包括了观

察。它们都是水文研究的广义内涵, 但包

括观测在内的测验, 对水文现象而言, 只

是被动的水文研究, 而包括测验在内的实

验, 是主动(或能动)的水文研究 (图 2)。

上述主动的水文研究部分, 正是科学

水文学的进展所赖。由于它的独特性质、

特殊方法、特别还由于近几十年的发展,

建议划为专门的水文领域, 称为实验水文

学, 作为科学水文学的一个分支[23, 24]。实验水文学可定义为: 研究和使用实验途径对水文现象和水文过程进

行探索、寻求解答的水文学分支学科。其方法和目标是, 联系被动的现象观测和主动的控制试验和实验, 包括

模拟或重演水文现象, 从定性、定量到定解, 分析水文现象和水文过程的状态、成因, 阐明其变化规律和内在

联系, 并将结果外延到应用水文学之中。实验水文学领域处在自然界圈层的界面上, 涉及水圈、大气圈、岩石

(土壤)圈、生物圈和智慧圈之间的各种关系, 因而需要利用各种近代科学技术手段。对水文现象的认识, 正如

同对自然界的认识一样, 永远不会停止而没有终极。或者武断地说, 在实验水文学中没有事实上的完成式而只

有发展中的进行式。

212  实验水文系统

对水文现象和水文过程的研究方法, 一般而言有两个方向。其一可称为纯化方向。从复杂的实际水文过程

中, 抽取一小部分, 使它从周围的环境中孤立出来, 使环境因素对它的影响单一化, 由此去探索某项规律, 即

想方设法尽可能构成一种相对纯净的场以进行实验。这样的设想就导致把真实的水文环境除掉, 代之以某种模

拟或者模拟组合, 如模拟降水的不透水槽和土槽, 此即实验室流域。与此相背, 可称为粗化方向, 承认实际水

文过程的复杂性, 只作很少的或根本不作干预, 维持真实的水文环境, 此即应用最广的实验流域了。这两类作

为实验对象的水文系统, 实际上是选择了不同的系统组成成分和系统环境, 以及不同程度的可控变量。然而,

国内、外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一方面纯化系统得出的结果往往会在综合的、混杂的天然系统中碰壁; 而另一方

面粗化系统大多属不可控变量, 得出的结果又往往只能是经验统计, 难以企求成因关系。这表明其实验水文途

370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4 卷



径存在着缺失。

事实上水文实验不同于所有化学、物理实验, 甚至远较它们复杂。如前所述, 水文实验所研究的水文现象

图 3  参数条件的组合和循环

 Fig1 3 A concept of the experimental hy2

drological system

涉及到自然界几乎所有圈层的相互作用, 不可能将它整个地带到实验室去

研究, 因而注定要有特殊的途径。几十年实践的教训表明, 需要将上述有

关的缺失环节补足。事实上作为实验研究对象的水文系统, 表现为参数条

件的组合。需要由自然条件出发, 即一切因素均表现为天然状态, 对其中

的某些因素加以控制、择定即纯化, 这是水文实验的必要条件, 否则就不

是实验而只是测验; 然后还需要将其按控制条件综合, 由综合回归到接近

于自然条件, 这是水文实验的充分条件,否则就达不到目的(图 3)。

与此相应, 从天然流域开始, 而加以控制, 而纯化, 而进一步控制,

而加以复合, 而又模拟天然流域, 最后仍回复到天然流域进行研究和验

证。这样一个循环往复, 就是这里所建议的实验水文途径, 它包含着与此相应的各种类型的天然的和人工的实

验对象, 即所建议的实验水文系统(表 1) [23]。很重要的一点是, 它的一端需要与水文基本站网相联结。可以看

到, 其中有一些曾是国内、外径流实验(流域研究)以及实验室研究[25]的内容, 另有一些则是滁州水文实验基地

为此新设计建造的, 还有一些则还是理想。
表 1 实验水文系统类型

Table 1 Types of experimental hydrology system

参数类型 实  验  水  文  系  统  类  型

气象

因素
降水

地面地

下条件
土壤 植被

人为

活动

基准

流域

单元水

源流域

代表

流域

实验

流域
径流场

水平

衡场

野外

Lysimeter*
实验室

Lysimeter

物理

模型

实验室

流  域

模拟

流域

温房

流域

温房

Lysimeter

温房物

理模型

综合模

拟流域

P P P

$

m

P
$

选择

/控制

P P P

$

m

P

$

自

然

选择 选择

/控制

P

m

P

m

P

$

m

P

$

m

条

件

选择 选择

/控制

P P P P

m

选择 选择

/控制

选择

/控制

P P P P

m

P

$

m

P

m

P

$

控制 选择 选择

/控制

选择

/控制

P

m

P

m

P

m

P

m

m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 P P P P

q

P

q

P

q

P P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

q

P P P P

q

P P

 注: P  理论上需要的设置;  $  径流实验站曾有过的设置  ; q  国内曾有过的设置;  m  滁州水文实验基地曾有过的设置。
Lysimeter 一词源于希腊文,各国都从音译,我国从意译,有多种名称, 如:地中渗透计、测渗仪、溶度仪等, 包括蒸渗仪,都不够确切,因为它的发
展和应用,已远远超出蒸、渗范畴。

213  实验流域的变革

国内实验流域的几十年, 大多以/从成因上揭示径流形成的本质0为目的。但无论是实验设计还是观测方

法,即使有土壤水和地下水观测, 还是黑箱方法。所得数据,只能用以识别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统计关系, 无法描

述更无法定量其内在机制,因为例如只有出口流量测验,因此无论如何努力,只能对径流组成进行推测, 是蓄满还

是超渗,其实所依据的主要只是输入和输出的资料, 进行推理和拟合。看起来, 几十年实验流域研究, 最根本的

教训之一也许是:用系统理论模型(即/黑箱0)的概念, 以及只具备与之相应的手段, 却企图得到确定性模型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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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国外实际上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只有随着近代技术的发展才能得到相应的解决。

以求实传统概念或者发展水文概念为目的的实验流域, 其必要条件是: ¹有被控制的边界条件; º各类

径流组分必须可以实测; »必须将以水量为对象的水分循环、水量平衡扩展为联同其水化学和同位素组分的

水文循环和水文平衡; ¼使用水文示踪特别是环境同位素示踪。滁州水文实验基地 1~ 3号实验流域, 即是以

这样的变革为目的的试验[26, 27] , 对于其 2号实验流域, 近来国外还认为是 / perhaps the largest public works effort

in small catchment hydrology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0, / provide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processes taking place

within a catchment0
[28]

1

3  现象的挑战

从使用上述方法的实验流域中, 有些现象触动了传统概念, 与之相悖, 虽然要作出结论还相去甚远, 但也

许这会引发对传统水文概念的求实和修正。以下列举了一些从现象得来的初步解释, 如上所述, 这里只用以说

明径流实验在求是水文传统概念以及加强水文学科学基础方面的作用。

311  径流组成

径流是流域整体(不仅是地表)对降水事件的响应, 由于地面系统和地面下系统特别是其非饱和带及饱和带

的性质和条件, 而综合构成不同存在形态和运动方式的径流。经水文方法直接测定、并由环境同位素方法和水

化学方法验证, 表明存在地面径流、地面下径流包括壤中流和地下水径流 3种径流组分。它们明显的环境同位

素和水化学差异, 表明了它们是独立存在的组分(图 4、图 5)。它们互为消涨, 有条件地发生转化。从多年实测

图 4 不同径流组分的环境同位素差异[ 29]

 Fig14 Temporal variations in D18 O of rainfall and that of

runoff components

  

图 5 不同径流组分的 Ca2+ 和 pH 过程[ 30]

Fig15 Temporal variations of Ca2+ and pH of rainfall and

that of runoff components

结果, 划分出这些径流成分有不同组合的 4种类型, 即:以地面径流为主的 S型,包括按有无壤中流和地下水径流

的三种亚型;以地面下径流为主的 SS型, 也按径流组分的贡献分有三种亚型;地面和地面下径流比重相当的M

型;上述各型在连续过程中变换更迭的V型(图 6)。

312  径流组分中的非本次降水

长期以来, 认为天然流域地面径流必源于本次降水, 国外利用环境同位素进行径流组成研究的方法中, 将

本次地面径流中的同位素含量假定为与当次降水的同位素含量相等, 并以此为依据分析径流组成。实测结果表

明, 地面径流必源于本次降水的概念不准确, 其中往往含有非本次降水, 由环境同位素得出的这一结果, 并经

多种水化学离子验证。而壤中流和地下水径流中则必含有非本次降水(图 7)。同流域一次降水径流过程中的各

种径流成分, 有不同的非本次降水组分。而不同场次的降水径流过程也各不相同。条件不同的天然流域,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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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也有不同的非本次降水组分(图 8)。

SF为地面径流  IF为壤中流  GF为地下水径流

图 6 径流成分组合的不同类型[29]

Fig16 Composition types of runoff components

R1 流域: 415km2, 森林率 2%; R2流域: 313km2, 森林率 98%

 图 8 不同时期径流成分中的非本次降水组分

 Fig18 Composition of old water in total runoff repre2

sentative

图 7 径流成分中非本次降水组分的过程[ 30]

Fig17 Composition of water from previous rainfall events

(old water) in event runoff components

313  降水径流关系

( 1) 次对应关系  传统概念认为次降水与次径流有一一对应关系。由此出发, 在工程水文中长期应用降水

径流的图解关系, 对相关图中的每一个点据,认为是本次降水及与之相应的本次、且 仅 是本次-洪峰. 的直接径

流,即每一个点据的降水及其径流为对应关系,对于表现散乱的点据, 则寻求雨强等各种参数来解释其离散, 甚

而产生一些多变数相关关系[31]。同位素试验表明(图 9) , 一次降水事件所相应的直接径流响应, 从水源而言,

不仅对应于本次、且对应于后次峰, 称为 -降水与径流的分离滞后对应现象. 。一般而言, -一一对应. 只在特

殊情况下发生。降水事件 A的径流响应是本次峰的 A- 1部分和下次峰的 A- 2部分, 而并非仅仅是本次峰所

表示的径流响应, 降水事件 B则与此类似, 有 B- 1, B- 2。由于不同雨型和条件, 实际上还会有A- 3、4, B-

3、4等等发生。如果按照传统的工程水文方法[ 31] , 即从上述一一对应关系的概念出发, 则对于代表流域 R6

(流域面积 8211 km
2
) ,对应于降雨事件A的径流响应会是图10中由+ 所标出的范围。而由环境同位素所得到的

降雨事件A的径流响应为图中A- 1和A- 2部分, 而且非本次降雨的贡献即旧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图 10中 X

部分)。所以, 将传统方法获得的结果 ( + ) 作为径流响应来推求降水径流关系, 与实际情况实在是相去甚远。

由此可见, 传统降水径流相关图上的各个点, 往往反映着各种不同水源类型的多样化组合, 这样的随机场当然

会是散乱的。而强之以多变数相关, 虽然有时也可获得较好的拟合, 却并非是真正的物理概念了。

( 2) 洪峰形状  一次降水所对应的流量过程, 是由不同径流成分组合的结果, 而这些成分由于其形成机制

的复杂性而有很大的时空变异, 因此其最后组合不一定能表现为整齐、光滑的铃形曲线, 图 10即是一例。水

文分析中往往对不整齐的过程线加以分割, 认为是另一次降水所致, 此种概念可能是一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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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R6代表流域的次降雨与其对应的径流过程

Fig110 Hyetograph and its corresponding hydro2

graphs, representative basin R6

图 9 实验流域次降雨与其对应的径流过程

Fig19 Hyetograph and its corresponding hy2

drographs, hydrohill experimental

catchment

314  产流方式和条件

产流是多年来径流实验研究的对象。前已说明, 在只具备总流量测验的实验流域中, 其实不可能得到能说

明其机制的结果, 而只能是由此进行在传统概念统治下的推理和争论。为研究集水区产流方式, 首先必须能够

直接测定地面和地面下的各种径流成分及其相关特征, 为此曾等候多年以实测这些成分, 并增补了专门设施包

括模拟实验流域坡面的大型蒸渗仪以及具有特殊径流成分条件的专用实验流域。对此综合水文实验和环境同位

素示踪, 得出了一些初步概念, 但这仅是在实验流域尺度下的结果。

图 11 2 号实验流域 1981- 1992 年 37 次地面径流产流时

21 个剖面土壤水分平均饱和率分布范围

Fig111 The range of soil moisture saturation of 21 profiles within

the hydrohill during surface runoff generation of 37 events

on 1981- 1992

( 1) 产流方式  降水后在流域出口处发生的任何水流增加(除直接降落的部分)都属产流, 表现为地面或地

下径流的流域对降水的响应, 是不可分割的两种形式。它们没有固定的发生时序, 或单独、或先后、或同时、

或互相转化、或互为因果。地面贡献不一定必然存在, 不

一定首先发生, 在水量上也不一定必占优势。

对实验流域不包括基流的上述 3种径流成分, 共识别

出 11种产流方式, 其中地面径流 4种、壤中流 4 种和地下

径流 3种。在形式上, 包括有传统的可用水力学解释的表

面流、大孔隙水流, 可用 Darcy定律解释的地下径流, 另有

不符合 Darcy定律的几种形式的壤中流和地下水径流。在水

量上, 单纯为本次降水水量的只有 3 种, 单纯为非本次降

水水量的有 2种, 其余均为本次和非本次降水的混合[ 30]。

( 2) 产流条件  对于集水区尺度而言, 饱和不是产流

的充分条件。2号实验流域 1981- 1992年间 37次产流过程,

就集水区整体而言均处于非饱和状态, 其平均土壤含水量

所占饱和含水量的比重 (饱和度) 为 59. 4% ~ 87. 7% [30]

(图 11)。然而,对于各别的径流成份而言,饱和却肯定是其

产流的充分条件。总之, 在具有水力势差条件下, 控制集水

区径流成份产流的主要水分因素是必须达到饱和, 且基质势

为零。这对不同径流成分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产生地面径流

的必要条件是降雨而充分条件则是建立地表饱和薄层;产生

壤中流的必要条件是非饱和带相应土层达到田间持水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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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条件则是在排泄面处建立饱和层且克服负基质势;产生地下径流的充分条件或是在地下水面以下具有水力

坡度,或是其饱和毛管上升带的排泄面处基质势大于零[30]。

对于各种径流成份而言, 饱和肯定是其产流的充分条件,但是,供水率大于下渗率时,不一定必然产流,相反,

供水率(雨率)小于下渗率时, 也不一定不产流。

315  实验流域的水文因素分布

图12 实验流域径流组分中D
18
O和 Ca

2+
的分布

[32]

Fig112 D18O and Ca2+ in runoff components, hydrohill

experimental catchment

水文因素在面上与某时段内的均匀化, 是传统概念的另一个

问题, K1Beven则认为与事实不符
[19]
。国际上流行多年的环境同位

素流量过程线两参数划分法, 已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了其不合理

性[32, 33] , 其主要问题之一正是把水文因素中的环境同位素匀化了。

即使在特小的 2号实验流域中(土层深度仅1m) ,也可看到水文因素

空间上和时程中的剧烈变化。

在1989年7月连续 25 h 降雨径流过程中, 其降水、地面径流

( SR)、壤中流( IF)、地下径流(GF)以及地下水中的环境同位素D18O

和水化学组分 Ca
2+
有意想不到的变化范围(图 12)。在长不到 40 m

的范围内, 其地下水中D18O也表现了这样的变化(图 13)。作为与此

有关的壤中流和地下径流的产流区也发生明显差异(图 14)。

A32F: 地下水测孔位置

( a)壤中流产流区(30 cm, 1986年 3月 18日 9B04- 10B00)

( b)壤中流产流区(60 cm, 1986年 3月 18日 9B04- 10B00)

( c)地下径流产流区( 1989年 7月 5日 14B00)

图 14 实验流域地下径流产流区的时程变化[28]

Fig114 Temporal variations of the generation area of sub2

surface runoff showing also the location of wells

A3- F  地下水测孔号, 其位置见图 14

图13 实验流域地下水中D18O的空间和时程分布[ 37]

Fig113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D18O in groundwater,

Hydrohill experimental catchment

A32F: wells of groundwater monitoring with its location

showing on Fig114

实验流域中土壤水、陆面蒸发率、下渗率等均有类似的变化。例如对上述特小流域中 21个剖面、84个测点

用核方法
[ 34]
求得,部分面积 f 的陆面蒸发率E ,同期最大蒸发 Em,在全流域 F 中,有以下分布

[ 35]
:

f / F = 1- (1- E/ Em) n

而用131I示踪所求得的下渗率流域分布,也与上式相符[36]。

4  思考和建议

411  方向

( 1) 实验方向  水文学看来有 3方面的问题(或危机) :一是作为学科它尚未建立起巩固的科学基础。现有

375 第 3期 顾慰祖等: 水文实验求是传统水文概念 ) ) ) 纪念中国水文流域研究 50年、滁州水文实验 20 年



的一些有实验基础的传统水文学原理在面临水资源、水环境的全球问题中, 虽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 也显得捉

襟见肘, 这既是因为那时的实验手段更是因为当时所面临水问题的局限性, 何况有些已经受到新实验结果的挑

战。二是还存在着许多不正确和不准确概念。它们已经根深蒂固, Klemes认为要像对付蚊子那样, 需要从源头

加以清除而不只是使用除虫剂就可以奏效的了
[ 14, 38]

。三是构筑包含更多参数的水文数学模型而并不认真考究

其物理过程, 虽经过率定和检验却往往用以外延, 好象系统论就可以代替它
[ 14, 15]

。

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 水文学具有描述性、实验性和理论性, 它的发展取决于实验。对于水文现象而言,

观测好象一阶微分而实验犹如二阶微分。现在的水文学还多半是应用科学, 就是应用过去知识的科学。但它必

将成为一门实验的科学。

(2) 社会方向  对任何科学资助的程度, 取决于社会需要的程度, 50年前的径流实验就因治淮需要才发

展起来的。难以立竿见影的水文实验之所以坎坷, 重要原因是缺乏社会理解, 因而缺乏活力。尽管对于水文现

象和水文过程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但需要 /一个支点0, 这个支点(阿基米德原意是杠杆)只能是社会所面临的

实际问题。以此为目的, 带动和发展基础研究, 又在更深层面上解决实际问题。径流实验需要有其社会功能。

412  方略

(1) 规划适度  由于水文现象具有复杂的综合性, 而观测手段存在局限性、在方法方面也有着可能性问

题, 加之其有些部分目前还具不可测验性, 因而水文实验的深度只好随技术条件而渐进, 水文示踪从染料到人

工放射性同位素再到环境同位素, 使某些不可测的成为可定量识别的即是一例, 但这只有在约 50年前质谱仪

发展到实用阶段后才有可能。当然由于需要, 也必定会促进某些新技术的开发(如中子测水) , 然而这只能是局

部的。所以对于水文实验, 无论是其研究目的(愿望)或者是对它的要求(期望) ,必须适度, 即只能是在进取前

提下、与事实上的可能性同步。否则或陷入庸俗化或成为大跃进。

( 2) 研究途径  /从成因上揭示径流形成过程的本质0 曾是径流实验站的主要任务[ 1]。这就必须深入系统

内部, 然而在实验流域的探测因素和测验方法等方面, 其策略依据却往往是传统概念上的输入输出而实际上成

为黑箱方法。因此不管如何努力, 基于黑箱方法的观测, 只能对系统作出分析(猜测)而不可能达到揭示本质的

目的,它还是经验途径, 难以得到新概念。这也是国外大量实验流域多年来的通病。然而在水文实验中, 并不

是所有过程都是可以或是必须测验的。实验水文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则是, 构成为系统边界的结构, 即系统成分

的组合, 不必包罗一切因素而只是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 适当细分, 适可而止[24]。某些成分则必须作为黑箱

处理。这样, 就必然包容经验方法和经验途径, 这看来似乎与实验研究的初衷相背, 其实经验方法作为一种科

学探索的途径还远没有过时, 因为在自然条件下具高度复杂性的实验水文系统, 无论如何努力, 总会有一些黑

箱成分, 它只会随着技术发展而减少但不可能没有。

413  建议

我国面临着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严峻问题, 而又具气候、自然地理和人类活动的多样性, 其复杂程度没有那

一个国家可与之相比。这决定了首先需要一个有不同研究内容、对象和目的, 且研究程度也可以不同的流域研

究(径流实验)站网, 归属于在规模上属世界一流的水文站网,无疑是最优方案, 历史上也一向如此。而且理论上

的实验水文系统, 其一端必须附着于水文基本站网之上, 才可能是完整的和能够完成外延的
[26]
, 而是否可以

说这也是水文站网应对中国现代水问题的新模式之一, 成为构成它的不可缺失的一环。另一方面, 实验水文系

统的另一端, 即更深入、更系统、更多控制的野外和室内基础性实验研究, 则需要建立Hydrology laboratory(实

验基地或重点实验室) ,联合国内、外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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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basin study to traditional hydrological conceptions:
the 50 years anniversary of hydrological basin study of PRC and

the 20 year s anniversar y of Chuzhou Hydrological Labor atory

GUWei2zu1, 2, LU Jia2ju1, TANG Hai2xing1, WANG Quan2jiu3

(11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29, China ;

21I 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1Xi. 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 an 710048, China )

Abstract : The 502year complicate process of the hydrological basin study of PRC is reviewed, and the concept of experimental

hydrology and the hydrological experimental system are introduced, proposing that the hydrological experimentation appears the

best wa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ydrologywhich has not yet consolidated as a science itself1 It is neccessary tomake efforts on

the recovery of the basin study interrupted during recent decades1 For this purpose, some points related to the strategy of basin

study are discussed1

Key words: hydrology; experimental hydrology; rainfall2runoff relationship; hydrological basin study; experimental basin;

environmental isotopes

#书  讯#

5全国节水规划纲要及其研究6出版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不足,用水效率不高的国家。在水资源问题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大力推行节约用水, 受

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世纪之交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6, 提出节水工作的指导方针:/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 核心是提高用水效

率,把节水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强水资源的规划与管理 ,协调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城市建设的工农业生产布局要充分考虑水资

源的承受能力。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发展节水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建立节水型社会。 , , 改革水的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水价

形成机制,调动全社会节水和防治水污染的积极性。0为了深入贯彻中央大力推进节水工作的要求,配合5全国水利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划和 2010年规划6的编制, 从我国国情、水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 理清发展思路, 明确奋斗目标,指导全国节水工作, 由全

国节约用水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专家开展了专项研究并编纂完成5全国节水规划纲要及其研究6。

全书包括5全国节水规划纲要( 2001- 2010 年)6及五个专题研究报告, 共分六部分。从我国实际出发分析了节水面临的形势,

提出了节水规划原则、总体目标及编制要求, 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农业节水、工业节水和城镇生活节水发展的重点, 初步对全国节水

投资及效益进行了估算和评价,并提出了节水发展的促进与保障措施。针对编制规划纲要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五个专题研究

报告较为系统、完整地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全书所用资料基本截止到 2000 年,并引用了许多单位的研究报告及资料,内容丰富, 资料

翔实,是我国有关节约用水方面难得的一本专著,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理论和实用价值。

本书由吴季松主编,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平装 16 开,订价 30. 00 元,本书可供从事水资源及节水规划、管理、科研人员及大专

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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