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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1998- 2001 年我国公开出版发行的 30 余种与水有关的科技期刊刊登的关于水科学研究的论文, 同时参

考了近 4年来国家重大攻关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报告。综述了近 4年来我国在水文循环与地表水研究方

面取得的主要成果和进展。

关  键  词: 水文循环; 地表水; 研究; 进展

中图分类号: P343; G353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6791(2004)0320408206

收稿日期: 2003206209; 修订日期: 2003209229

作者简介: 储开凤( 1965- ) , 女, 江苏海安人,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方面的研究。

E2mail: chukf65@sina1 com

1998年以来, 中国水科学研究继续在两大动力推动下不断取得新进展。这两大动力是: ¹参与国际合作

科学研究计划, 例如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水文计划( IHP)、地球能量

及水循环实验计划(GEWEX)等。这些科学计划以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面向人类面临的共

同问题, 例如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水文气象灾害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中国积极参

与 IHP、IAHS等国际科学组织的科学活动, 研究的领域涉及了当前国际科学合作计划的许多方面, 并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º面向我国可持续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例如洪水与干旱、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

等, 本文将分别叙述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展。

1  水文循环研究

111  水文循环要素研究

11111  降水研究

4年来我国降水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 1) 加强了降水宏观背景研究, 即在全球气候背景下探讨我国大范围降水发生发展的物理气候成因。我国

气象学者们饶有兴趣地研究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 El Nino and South Oscillation, ENSO) 对我国降水时空分布的影

响, 揭示了在不同 ENSO位相下我国不同地区四季雨量的丰枯变化[1, 2]。气象学家和海洋学家们通过分析海温

异常所造成的大气物理量场的变化, 揭示了海洋2大气系统动态对我国降水时空分布影响的许多重要科学事实,

例如张庆云等
[ 3]
探讨了夏季东亚热带和副热带季风的强弱对中国东部夏季降水的影响, 指出江淮流域的降水与

热带季风槽、副热带梅雨锋的强度密切相关, 当热带季风槽偏弱, 梅雨锋偏强时, 江淮流域的降水偏多; 朱平

盛等[ 4]就北太平洋海温异常对我国降水的影响进行的数值试验, 结果表明, 中纬度北太平洋大范围海温降低将

造成东北地区夏季降水偏多, 而 40bN以南广大地区降水将比正常年偏少。郭艳君等[5]研究指出, 我国西太平

洋对流活动异常与我国夏季江淮地区的降水有密切关系。魏凤英等[6]分析了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海温变

化, 并指出在特定配置时与我国西北地区夏季降水有显著统计相关。由于海洋2大气2陆地水体关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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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初步的。

( 2) 在描述降水时空分布特征方面, 近 4年来的一项显著进展是, 引进熵的概念和方法揭示降水时空分布

的空间结构特征, 得到了一些符合实际的结论, 显示利用熵分析水文水资源中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有效的方

法
[7]
。

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推动下, 对西北降水时空分布多年变化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揭示了西北地区在

20世纪 60年代多雨, 70年代少雨, 80年代又多雨, 90年代又少雨的 10年尺度变化规律[8, 9]。另一项研究指

出, 长江流域的严重旱涝不仅与降水量有关, 而且与降水时空分布关系密切, 在黄河中游也得到类似的结论,

是长江、黄河旱涝成因研究的一项新进展[10, 11]。

( 3) 在设计暴雨方面, 为了反映城市效应对暴雨的影响, 开展了城市设计暴雨雨型研究, 建立了城市雨型

新公式[12]。王家祁撰写的专著 5中国暴雨6 总结了我国 50年来设计暴雨研究的成果。

11112  径流研究

在径流研究方面, 继 20世纪 60~ 70年代着重于汇流曲线研究(例如Nash单位线研究等) , 80~ 90年代中期

着重于水文模型研究(例如中国开发的新安江径流模型等)之后, 在 90年代后期以来侧重于河川径流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人类活动对径流进而对水资源的影响、西北径流形成机理及现代技术在径流计算中的应用等方面。

在河川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方面, 主要进行了在不同气候情景下径流量可能的变化, 从而阐述气候变化

对水资源的可能影响, 其中康尔泗等[14]关于中国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出山径流变化趋势对气候变化响应研

究和刘潮海等[ 15]提出的中国西北干旱区冰川变化及其径流效应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人类活动对径流形成的影响方面, 主要进行了人类活动影响下入渗及产流规律方面的探讨。例如, 刘贤

赵等[ 16]揭示的黄土区坡地降雨入渗过程中的滞后效应, 顾慰祖等曾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揭示安徽滁州径流实

验站降雨径流滞后效应, 陈力等[17]进行的坡面降雨入渗产流规律的数值模拟等都是近年来有新意的成果。许

多新技术被应用于径流计算和预报, 使中国径流分析计算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例如,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在径

流预报中的应用研究[18], 遥感和 GIS技术支持下的暴雨产流模型研究[19] , 遗传算法在径流计算及水资源优化

配置中的应用[20]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上述这些研究大多选在我国西北干旱地区, 从而推动了我国西北地

区径流研究的发展。这是得益于我国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

11113  蒸发研究

土地沙漠化已成为中国西部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并已影响到北京、天津和华北、东北地区。国家正采取

有效措施防治土地沙漠化。为满足防治土地沙漠化的需要, 我国西部干旱及半干旱地区蒸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重要进展之一是建立了一些位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蒸发实验站并进行了实验研究。例如, 在新疆天

山北坡平原昌吉地区建立了 20 m
2
的水面蒸发池, 利用近年来的观测资料给出了北疆地区 E601 蒸发皿和 5 20

蒸发器的水面蒸发折算系数, 并建立了水面蒸发计算经验公式[21] ; 在内蒙古毛乌素沙漠进行的沙地和沙地植

物蒸散发观测实验, 揭示了沙丘水分蒸发的机制和计算模型。该项观测结果同时显示, 沙地植物日蒸腾量(夏

季)是同期沙地蒸发量的 5 倍, 日均蒸发量达 510 mm。这些观测实验结果为西北地区沙漠化治理提供了依

据[21, 22]。

为了进行全国旱情监测, 开展了利用实时接受的气象资料进行面蒸发能力计算的研究, 并利用研究成果制

作逐日全国干旱等级分布图[ 23] , 在实时旱情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满足水资源规划和利用的需要, 水面蒸发和土壤蒸发研究得到了加强。其中, 高原咸水湖泊水面蒸发从

观测实验到规律性分析和估算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例如首次给出了西藏高原兹格塘错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92511

mm,最大蒸发量为 1 11115mm(1975年) , 最低仅为 79119 mm(1987年) , 并且指出其存在多年变化和蒸发量总体

呈增大趋势
[24]

; 在土壤蒸发研究方面, 雷志栋等
[25]
进行了土壤冻结过程中潜水蒸发规律的模拟研究, 提出了

冻结期潜水蒸发折算系数的概念, 为农田保墒措施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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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水文循环与水量平衡研究

在大尺度水文循环过程研究方面, 张家诚[26]论述了 El Nino与全球变暖等气候变化对中国大陆尺度水分循

环的复杂过程。他同时阐述了水资源状况与水文循环陆地过程的关系, 指出人类能够调整自身与自然的关系,

保证正常的水分循环, 从而减轻各种水旱灾害和水资源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问题。张家诚的见解为开拓水文循

环的研究提出了新思路。邢如楠[27]阐述了大尺度海气相互作用对水文循环过程的影响, 是近年来我国在这一

领域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区域尺度水文循环与水量平衡研究方面, 张顺利与陶诗言
[ 28]
研究了长江中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陆地2大

气系统水文循环和水量平衡, 他们建立了基于区域网格化的水文内循环模型, 求出了各网格点的水文内循环系

数, 并给出了区域水文内循环和水量平衡分量的计算值。是继刘国纬[ 29]于 1997年所撰写的专著 5水文循环的

大气过程6 之后在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最新进展。

张光辉等
[ 30, 31]

将熵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水文循环演化研究中, 并试图找到水文循环结构由常态转入突变

或灾变时的判据(阈值) , 为预测水文循环演化趋势提供了新的思维。

2  地表水体研究

211  河流研究

在近 4年来中国河流学的研究中, 以下 3方面是值得介绍的:

( 1) 汤奇成、熊怡
[32]
编著的 5中国河流水文6 于 1998年出版。该书在分析中国河流形成的地理环境基础

上, 给出了中国河流区划; 在总结了近 30年来中国河流学研究的基础上, 论述了中国不同气候区河流水文特

性, 尤其对青藏高原河流水文的论述, 增补了关于这一地区河流水文的知识。

( 2) 为了预测黄河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黄河下游河道演变和长江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 推动

了关于河道演变的研究。黄河下游河道演变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新特征, 即断面极为宽浅, 纵比

降不稳定和河道严重淤积, 这些特点与各种来水来沙情况的搭配, 是黄河下游河道演变的基本原因[33]。关于

对这些特点的认识, 黄河下游河道平面形态模拟研究和河床演变预测取得了有应用价值的进展[34]。

( 3) 在长江三峡水库不同应用条件下, 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 提出了一些初步结

论, 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仍需一个过程。

此外, 由于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 使许多北方河流处于断流状态, 给河流发育和流域生态环境带来许多不

利影响, 但这一方面系统且成熟的研究尚不多见。

212  湖泊与沼泽研究

21211  湖泊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以前, 中国湖泊学研究主要进行了全国湖泊调查和湖泊水文、湖泊物理、湖泊化学及湖盆

结构等方面的研究, 1998年以来先后出版的 5中国湖泊志6、 5中国湖泊概论6、5洞庭湖6、 5太湖6 等专著,

全面系统地总结了 20世纪 90年代以前中国湖泊研究的成果[ 35, 36]。

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等国际科学计划推动下, 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了湖泊与气候变化的研究。这

项研究既讨论气候变化对湖泊的影响, 也通过湖泊沉积学等重建古气候, 进而为研究现代气候变化提供依据。

这一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 蔡永立等
[37]
进行的 /孢粉2气候对应分析重建上海西部地区 815 kaB1P1 以来的气

候0; 王乃昂等[38]进行的 /河西走廊东段湖泊旋回及其古气候意义0。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因中国水环境趋向恶化推动了湖泊水环境的研究, 其中, 在湖泊富营养化、湖泊水

化学、湖水运动与污染扩散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科学成果
[39~ 41]

, 湖泊污染预测与防治的研究将会继续成为

中国湖泊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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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  沼泽研究

近4年来, 中国在沼泽生物多样性和沼泽保护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利用沼泽进行古气候研究和湿

地污水处理研究方面也做了有意义的探索。

牟长城等
[42, 43]

研究了长白山林区森林沼泽交错区的植物多样性。他们的研究成果指出, 森林沼泽交错区

的植物多样性具有沿交错区环境梯度逐渐增高的趋势, 发育成熟的交错区群落具有最高的植物多样性, 交错区

中一些优势物种的种群数是森林中的 5倍, 从而突显了保护森林沼泽交错区生态环境在保护结构多样性方面的

重要作用。

杨永兴[44]研究了若尔盖高原沼泽退化及其原因。他分析了沼泽区生态环境恶化、沼泽退化与人类活动干

扰和自然因素作用的关系, 指出人类活动干扰是引起沼泽区生态环境恶化、沼泽退化的主要原因, 并提出了对

策建议。

关于沼泽湿地的污水处理功能近年来也有较多的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例如, 刘振乾等
[45]

研究指出, 三江平原沼泽生态系统对污水中 N和 P 的净化能力随时间延长呈指数规律下降。他的研究同时指

出, 沼泽中植物的种类和数量、泥炭土厚度等都对净化效应有不同的影响, 其中毛果苔草系统的净化作用高于

其它植物, 而毛果苔草不同部分的净化效率也不同。例如毛果苔草对氮(N)的净化效率排序分别为茎叶> 泥炭

> 根系> 植落物, 而对磷( P)的净化效率排序分别为根系> 泥炭> 茎叶> 植落物。

这些研究为沼泽保护和沼泽利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13  冰川积雪和冻土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山地冰川最发育的国家之一。近年来, 在气候变化和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 冰川积雪和冻土

研究取得了新进展。

在冰川测量方面, 中国于 2000年完成中国冰川编目 ) ) ) 根据中国冰川目录 11卷 21册的统计, 中国境内

共有冰川 46 298条, 总面积 5490 km
2
, 冰储量约5 590 km

3
。这对于西部山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冰雪灾害防治有

重要意义[ 46]。

在冰川与气候变化研究方面, 以下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 1) 康世昌等[47]研究了近 200年来珠穆朗玛峰北坡运东绒布冰芯气候记录, 他利用一支 41m长的冰芯分

析成果, 重建了珠穆朗玛峰北坡地区近 200年来的气候序列, 发现其间有 5次冷期和 5次暖期, 且总趋势在变

暖中, 这与20世纪北半球气候变暖趋势相一致。

( 2) 苏珍、施雅风[48]研究了小冰期以来中国季风温冰川对全球变暖的响应。中国季风温冰川主要分布在

青藏高原东南部, 研究表明, 此类冰川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极为敏感。研究指出, 自小冰期以来温冰川区平均温

度升高了 018 e , 冰川面积缩小了 30%, 预计到 2100年沿冰川区温度将上升 211 e , 届时冰川面积将缩小

75% , 为 9 900 km2左右, 冰川退缩比例在80%以内, 这将对该地区资源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 3) 何元庆等[49]利用玉龙山冰川10m浅冰芯和 78m冰芯获取的气候环境记录, 分析了该地区的气候波动

特征, 丁永建等
[50]
分析了祁连山中部地区 40年来气候变化及其对径流的影响, 均取得了有科学意义和实用价

值的成果。

在冰雪水文及水资源方面, 杨针娘等[51]撰写的 5中国寒区水文6, 总结了 40多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成果。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将在西部高寒冻土地区兴建许多道路、桥涵等工程, 这些工程的地基和建成后的运

行安全提出了许多冻土工程问题, 从而推动了冻土工程问题研究。例如, 大坂山隧道围岩冻融分析等[ 52]是近

期有代表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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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回顾了 1998年以来, 中国在水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特别是在水文循环和地表水方面取得的丰

硕成果。近4年来, 中国在水科学研究领域中, 拓宽了研究的空间和范围, 如在沼泽湿地研究方面, 取得了新

的研究成果, 有了新的认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 应特别注重保护水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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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search on hydrological cycle and surface water

CHU Kai2feng, WANG Jing2ping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 Nanjing 210029, 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more than 30 kinds of journal which deal with different aspects of

water sciences, simultaneously, the important nat ional projects and project research reports of the Nat 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the recent four years, such as / Study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West China0, one of

nat ional ke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also are referred to1 A review of advances on hydro2

logical cycle and surface water has ma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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