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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近 20年来水文随机模拟的新进展, 包括三方面: ¹随机水文模型改进和创新; º水文随机模拟应用

研究新进展; »水文随机模拟认识新进展。并指出了今后的研究重点: ¹对水文过程的重要物理特性和统计特性

作深入的分析; º加强非参数模型和非线性模型的研究; »加强流域系统随机模型的研究; ¼加强建立模型时如

何综合利用多种信息的研究; ½加强模型的各种检验和合理分析。

关  键  词: 随机模拟; 随机模型; 非参数模型; 进展

中图分类号: P3331 6; G353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6791( 2007)0520768208

收稿日期: 2005212225; 修订日期: 20062032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50779042, 70771035, 50739002)

作者简介: 王文圣( 1970- ) , 男, 四川宣汉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水环境系统分析。

E2mail: wangws70@sina1 com

1  水文随机模拟

水文系统受气候和人类活动影响, 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行为特征。在现有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 对水文

系统进行真实的物理实验以揭示其结构和功能, 显然是十分困难的。由于系统的复杂性, 目前还不能用准确的

数理方程描述并求解。要了解水文系统各组成间的相互关系, 预测水资源开发方案可能产生的效果及对生态的

影响, 分析系统的发展趋势, 当前可行的一类方法就是水文随机模拟。所谓水文随机模拟
[ 1]

, 指根据水文系统

观测资料的统计特性和随机变化规律, 建立能预估系统未来水文情势的随机模型, 由模型通过统计试验获得大

量的模拟序列, 再进行水文系统分析计算, 解决系统的规划、设计、运行与管理问题的方法。水文随机模拟成

为认识、设计和管理复杂水文系统的主要方式之一, 一直是水文科学研究的热点。

正是水文系统的复杂性, 水文随机模拟法在该领域得到了大量的研究和广泛的应用。水文随机模拟技术最

早可追溯到20世纪 20年代末 Sudler, 但直到 1961年 Britta 将马尔柯夫模型用于年径流模拟和 1962年 Thomas、

Fiering将季节性马尔柯夫模型用于月径流随机模拟时, 标志着水文随机模拟技术的形成。我国从 20世纪 70年

代末开始以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河海大学为代表开展了大量的水文随机模拟研究工作, 形成了以随机理

论为基础的水文学新分支 ) ) ) 随机水文学, 其代表作为 1988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5随机水文学6。

从20世纪 60年代开始, 国内外在干旱重演、梯级水电站优化调度、水环境容量评价、水库防洪安全设

计、水文风险分析等方面对水文随机模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 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1]
。本文就目前研究进

展加以简要总结。

2  随机水文模型的进展

水文随机模拟技术的关键是建立合理可靠的随机水文模型。就目前成熟的、应用较多的随机模型而言, 可

归纳为3类: 回归类模型、解集类模型和具有物理基础类模型。为了探讨更合适的随机模型, 水文工作者展开

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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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常用随机模型的改进和发展

长江水利委员会等单位[2]在对洪水资料进行对数指数变换后建立了多维平稳自回归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

对自回归模型进行了改进。进而对长江流域 8个站区、历时 180 d洪水过程进行随机模拟, 取得了满意的成果。

袁宏源等
[ 3]
提出混合回归疏系数模型, 克服了回归模型和自回归模型的不足。以模型模拟序列为输入进行水库

群优化运行, 结果优于传统方法。朱琰等[4]提出了线性扰动模型。该模型有两部分组成: 一是表征水文序列的

确定部分的季节模型, 一是描述水文序列中短期随机变化的扰动部分。将模型应用于洪水随机模拟证明是相当

成功的。邓育仁等
[ 5]
对间断雨量序列有雨、无雨状态的交替规律沿用马尔科夫转移概率描述。无雨转到有雨

时, 有雨序列用某指定概率分布刻画; 有雨转到有雨时, 若相关, 由相依随机模型表征, 反之, 后一个雨量序列

用某指定概率分布刻画。邓慧萍等[6]在现有随机模型基础上, 通过分析月径流与日径流量的统计关系, 提出了

按月径流大小分组建立的日流量随机模拟模型并用于气候变化研究。该模型包含了更多的气候变化对日尺度水

文时间的影响信息。王文圣等
[7]
考虑到日流量过程自相关结构在年内各分期内(汛前过渡期、汛期、汛后过渡

期、枯期)是相对平稳的, 因而提出了一种分期平稳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兼顾了现行平稳和非平稳自回归模型

的优点, 结构简单, 参数合适, 适用性强。袁宏源等[ 8]考虑年、月径流分类的模糊性建立了多站径流随机模拟

的模糊自回归模型。

在考虑水文序列偏态分布特性方面也作了一定的改进。金菊良[ 9]提出了各种边际分布的季节性一阶自回归

模型( SAR(1) )并尝试暴雨随机模拟,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丁晶等[10]探讨了中国四大江河(长江、黄河、松花江、

西江)月径流时、空变化特性, 研究表明 SAR(1)加上随机项的偏态变换可用来表征月径流的时序变化, 主站模

型可用来表征月径流的空间变化。李爱玲
[11]
建立了考虑年径流偏态特性的 3站平稳 AR( 1)模型并获得了满意

的应用效果。

李彦兴等[ 12]提出了洪水特征值随机模拟的模糊典型解集模型。Meheotra R[ 13]用空间解集模型把平均降雨量

随机分解成点降雨量并与频率分析法、相关法对比, 结果表明前者最优。相关解集模型存在模型参数太多和自

相关结构不一致问题。为减少参数, 开展了相关研究。文献[ 14, 15]提出了压缩式解集模型, 其思路是忽略一些

不必要刻画的协方差结构以减少参数。Koutsoyiannis D[16]建立了动态解集模型(DDM)并应用于短时段降雨解集,

1992年又对 DDM模型进行深入研究并随机模拟了多站降雨和径流。该模型包括两个独立框架: 基于连续相依

模型(如 PAR(1)模型)的矩确定过程和分离过程。连续相依模型参数即为 DDM模型参数, 故参数数目大大减少

了。文献[ 17, 18]就研究了这种逐步式解集模型, 基本思路是逐步将总量分解成两部分: 当前分量和余下待分配

的总量, 直至所需要的各分量。比如, 年径流分解月径流, 先将年径流分解成 1月径流和余下 11个月径流之

和, 再将后者分解成 2月径流和余下10个月径流之和, 依次类推, 可得各月径流模拟值。Koutsoyiannis D[19]提出

了基于准确修正的简单解集模型, 该模型简单, 参数少, 能保持总量、分量各种统计特性。为解决自相关结构

不一致问题, 文献[ 16, 19]通过直接或间接使用PAR(1)模型克服了这一问题。

具有物理意义的随机模型研究进展不大。1990年清华大学对散粒噪声模型进行了改进且用于宜昌站洪水

随机模拟
[ 20]
。缪韧

[ 21]
应用伊藤型随机微分方程作工具, 建立了具有水文物理参数的日流量随机模型。由于水

文系统受气候、地形、地貌、植被和人文等因素影响, 是十分复杂的非线性的开放的巨系统。考虑水文形成规

律, 赋予参数一定物理意义,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作。

212  非线性随机模型

传统的随机模型一般都是线性的。水文系统是非线性系统。近 10年来, 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成为热门课

题, 并建立了一些非线性随机模型。

文献[ 22]将非线性门限自回归模型引入日流量过程随机模拟。门限自回归模型结构简单、概念清楚, 可反

映日流量在时序上的非线性性。根据金沙江流域屏山站观测资料建立了日流量随机模拟的门限自回归模型。实

用性检验结果表明, 该模型能很好地表征日流量在时序上的随机变化特性。

袁鹏等[23]将双线性模型首次引入随机水文学中并用于洪水期( 5月 1日~ 10月 31日)日流量随机模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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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绍了模型的结构和参数估计方法。实例分析表明双线性模型是可行的。

文献[ 24]创造性地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用于印度多水库入库月径流序列随机模拟, 并与多变量自回

归模型进行了对比, 研究表明ANN模型适合于水文随机模拟, 且比自回归模型优。文献[ 25]提出了一个基于水

量平衡和非线性水库的水文模拟神经网络。该网络参数具有明显的物理意义, 且克服了 BP 网络在水文模拟上

的缺陷, 初步试用获得了较好结果。文献[ 26]也提出了基于ANN的日流量序列随机模拟模型, 其思路是: 水文

序列的确定成分由ANN模型描述, 其随机成分由一般随机模型描述, 两者组合就可以进行水文序列随机模拟。

该模型适合于单变量和多变量水文序列的模拟。实例分析表明是可行的。

213  非参数随机模型

上述随机模型都是对水文序列的概率分布(正态分布、P2III型分布)和相依形式(线性或非线性)作了适当简

化和假定的, 因而有其自身的缺陷。为此, 提出了非参数随机模型途径。非参数模型避免了序列相依结构和概

率密度函数形式的人为假定,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模拟效果。

对独立时间序列非参数模拟, 主要有 Bootstrap(自展法)和 Jackknife(刀切法)两种方法, 文献[ 27]构造了非

参数贝叶斯模拟方法, 该法用于独立同分布序列模拟研究, 取得了有价值的结果。

对相依水文序列的随机模拟最近 10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Lall U等
[ 28]
提出非参数最近邻抽样模型并首次

将它用于水文相依时间序列随机模拟。为了说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作者使用三个实例作了验证: 以AR(1)和

SETAR(1)分别为总体生成 100个容量为 500的样本, 根据样本由非参数最近邻抽样模型抽样, 统计试验表明该

法能保持总体的线性或非线性相依结构, 统计特性也保持得很好; 将该法用于Webber River的月径流模拟并与

AR(1)模型模拟结果对比发现非参数最近邻抽样模型效果好, 并能优良地保持分布的偏态和多峰形态。但该法

最大缺点是对已知序列的重复抽样, 没有实现合理的内插和外延。为此, 袁鹏等[ 29]提出了最近邻抽样扰动模

型。在对水文序列随机模拟时进行了扰动, 因此实现合理的内插和外延。该模型结构简单、方便实用。单站和

多站洪水随机模拟表明建议模型是优越的。

Lall U 等[30]构造了核密度估计干、湿长度(以日为单位, 有雨与无雨的间隔长度)随机模型并用于单站日降

雨量的模拟, 通过与传统的干、湿长度模型对比表明核密度估计模型是优良的。Sharma A 等[31]建议了非参数一

阶马尔柯夫模型(NP( 1) ) , 作者使用该模型分别对 AR(1)和 SETAR(1)模拟的序列进行统计试验, 结果表明 NP

(1)能逼近资料的真实分布, 能保持总体的线性或非线性相依关系, 且统计特性保持良好; 同时将 NP(1)用于

Beaver River月径流模拟并与 AR(1)模型模拟结果对比, 表明NP( 1)优于AR(1) , 并且实现了合理的内插和外延,

但该文的工作局限于单变量一阶情况。Rajagopalan B等[32]构造了以高斯函数为核的多变量一阶核密度估计模

型, 并对 Salt Lake City五种气候因子进行模拟研究。Monte Carlo试验表明这种非参数统计方法用于多变量相依

时间序列模拟是成功的。

王文圣等[33]基于核密度估计理论构造了单变量多阶非参数随机模型。将该模型用于金沙江流域屏山站日

流量过程随机模拟, 实用性分析表明是适合的。文献[ 34]将文献[ 33]建议的模型用于年径流过程随机摸拟, 并

与平稳AR(2)模型对比, 结果表明非参数模型是优越的。曾勇红等
[ 35]
将一阶非参数模型用于月径流随机模拟并

同AR模型进行了对比, 表明前者在保持非线性、多峰形态方面优于后者。王文圣等[ 36]提出了多变量非参数随

机模型, 以金沙江流域屏山站和宜宾- 屏山区间两站日流量过程同时随机模拟为例进行了应用。模型能优良地

保持日流量过程的各种统计特性。

Tarboton D G
[37]
基于核密度估计建立了一种新型非参数解集模型, 并以墨西哥 San Juan River 80年月径流资

料为例进行随机模拟研究, 同参数解集模型模拟结果对比表明非参数解集模型能良好地保持径流序列的各种统

计特性。王文圣等[ 38]将非参数解集模型用于月径流随机模拟中, 获得较好地结果。袁鹏等[39]将非参数解集模

型在汛期日径流随机模拟中加以了应用。

214  基于小波分析的随机模型

20世纪 80年代初兴起的小波分析(Wavelet Analysis)具有时频多分辨功能, 能充分挖掘水文序列中的信息。

770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8 卷



近10年来, 小波分析在水文学中获得了较好的应用, 其中基于小波分析的随机模型就是一部分内容。

王文圣等[ 40]利用 A Trous算法将日流量过程分解成几个小波系数序列和一个尺度系数序列, 即小波变换序

列, 根据水文时间序列显示的主周期将小波变换序列分解成若干段, 经无条件随机抽样, 获得无数组合, 再由

小波逆变换得到模拟日流量过程。以金沙江屏山站日流量为例, 研究表明该途径是可行的。

衡彤等[41]将小波分析与随机理论结合提出了基于小波变换的组合随机模型。以屏山站年径流过程为例建

立了基于小波变换的组合随机模型并进行随机模拟研究, 模型实用性分析表明是可行的。

王文圣等
[42]
将小波分析与改进的非参数解集模型结合提出了基于小波分析的改进的非参数模型并应用于

月径流随机模拟中,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3  水文随机模拟应用的进展

随着水文学家对水文系统认识的提高, 水文随机模拟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宽, 而且取得了一些新的进

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1  在防洪安全设计方面

水库防洪安全设计现行方法的适用性是有条件的。水文随机模拟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现行方法的缺

点。文献[ 43]对二滩水电站入库洪水建立 SAR(1)模型, 由模型模拟出大量洪水过程线, 根据调洪准则调洪演算

得到坝前年最高水位系列, 点绘坝前年最高水位频率曲线; 从频率曲线上可推求相应于设计标准的防洪特征水

位, 尝试进行了水库防洪安全设计。同时对设计洪水过程线法的适用性作了初步探讨, 指出其适用性是有条件

的。文献[ 44]对威远河兴隆站洪水用 SAR(1)模型随机模拟并用于水库防洪安全设计, 进一步探讨了现行法的

适用性。文献[ 45]对紫坪铺水电站入库洪水建立 SAR(1)模型并用于水电站防洪安全设计, 再次验证了现行设

计洪水过程线法确定的工程实际防洪安全标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常出现高于或低于指定标准。统计试验表

明影响偏离的主要因素为时段洪量设计值的抽样误差和典型洪水过程线的形状。

卢承志等[46]用多站典型解集模型模拟水库库群的入库洪水过程, 并提出一种新的模型参数估计方法 ) ) )

多站权重模型适线法。以湖南省某大流域水库群防洪库容的设计为例, 建立了求解防洪、发电相结合的水库群

防洪库容优化模型。通过论证和检验, 表明随机模拟技术在水库群的防洪库容分配方面优于现行的设计洪水地

区组成和常规调度方法。

陈元芳[47]在设定总体洪水随机模型( SAR(1) )的前提下, 对随机模拟法及传统方法推求设计防洪库容优劣

作了初步对比研究。所考虑评价标准是设计防洪库容估计的不偏性及有效性, 水库调洪方式采用削平头法, 传

统方法在推求设计洪水过程线时考虑了同频率及同倍比两种放大法。计算结果初步表明, 在模型形式正确的情

况下, 随机模拟法比传统方法能提高设计防洪库容的计算精度。

312  在风险分析方面

水问题抑制了水资源、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问题导致的风险有多大需要特别关心。随机模拟技术

较适合于风险分析。Adeoge A J[48]用AR(1)模型模拟径流序列, 然后对水库库容的可靠性进行评价。文献[ 49]

用ARMA(p, q)模型拟合季节性洪水序列并应用于洪水风险性分析, 取得了可靠的成果。

李霞[ 50]以发电量为风险变量, 并假定为正态分布, 建立随机模型。采用随机模拟技术尝试了紫坪铺水电站

经济评价的风险分析, 效果较好。熊明
[51]
对三峡 7个站区洪水建立随机模型并进行随机模拟, 获得坝前水文序

列, 从而探讨了三峡水库的防洪风险问题。证明了三峡工程采用 1981、1982和 1954年典型设计洪水推求防洪特

征水位是偏安全的, 最后指出洪水随机模拟技术是可行而有效的。史世平等[52]利用水文随机模拟方法生成年

径流的长系列, 以年径流软划分聚类方法确定其月分配,得到月径流系列。根据生成的月径流系列分析 Kunene

河的供水风险。刘新立[53]探讨了随机过程中的马尔科夫链以及随机模拟技术在水灾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实例

表明应用马尔科夫链可以评估未来某个时间单位中水灾的损失风险, 在此基础上应用随机模拟技术评估未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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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个时间单位中水灾的总损失风险。

313  在水利工程规划、调度和经济评价方面

文献[ 3]将随机模拟与水库群优化运行结合起来, 得到比传统方法更优的调度效果。文献[ 11]建立了多站

典型解集模型, 对黄河上游 3站区月径流进行了随机模拟研究并用于水电站群兴利随机优化调度模型中。

方红远[54]将随机模拟法在水库规划研究中加以应用。对入库径流序列建立随机模型, 由模拟序列获得若

干个有效库容值及相应的水库运行策略, 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合理性。李爱玲[55]实测径流系列, 作为来水总体的

一个样本, 用其分析计算出的水电站水库多年运行指标(如多年平均电能、保证率等)是具有抽样误差的。现尝

试应用径流随机模拟理论和方法, 研究水电站水库群多年运行电能指标的抽样误差,并以黄河上游梯级水电站

水库群为例进行了实例计算, 分析了计算成果。

董胜等[56]提出应用水文随机模拟法产生洪水系列, 以防洪工程使用期为一个时间单位, 考虑资金的时间价

值, 对工程的减灾损失进行了计算, 得到了防洪效益的概率分布模式, 为防洪工程经济决策评价打下了基础。

随机模拟法克服了实际资料序列短的不足, 计算防洪效益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314  在其它方面

文献[ 9]提出了各种边际分布的 SAR(1)并尝试暴雨随机模拟。黄平等
[57]
根据随机理论推导了一个描述污

染带变化的概率模型, 用随机模拟法求其数值解, 实例表明随机模拟法能反映浓度可能变化范围。丁晶等[ 58]在

大量实测年径流量资料的基础上, 分析了作为水文干旱定量指标负轮长的统计变化特性, 并以哈尔滨和陕县站

为例, 以随机模拟途径探讨了严重干旱出现可能性的定量估计方法。朱廷举等[59]采用多站季节性随机径流模

型生成长序列人工径流, 利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对人工径流序列中的枯水年份进行了识别, 最后以黄河中游测

站为例, 通过对径流序列中不同长度连续枯水段出现情况的统计分析确定了几种条件下严重水文干旱的发生概

率和重现期。尹雄锐等[60]采用随机模拟方法分析海河流域多年持续干旱特征。尹正杰等[ 61]提出了一个含有趋

势分量、季节分量、随机分量的时间序列模型, 并用来模拟灌区灌溉需水量。温季等
[ 62]
将随机模拟技术用于作

物灌溉管理中, 研究表明随机模拟方法具有较强的普适性。王文圣等[63]建立了满意的年、月输沙量随机模型。

4  水文随机模拟认识的进展

随着水文随机模拟在水科学领域广泛应用, 水文学家对水文随机模拟本质和科学作用的认识得到了全面提

升。主要表现为: 模拟序列的本质问题、模拟序列中的特异值问题和随机模型可靠性问题。

模拟序列来自于随机模型。当序列足够长时, 模拟序列就等同于随机模型。当随机模型可作为研究对象的

总体, 那么模拟序列就可以来表征未来可能出现各种时序和数量的变化, 特别是可能出现各种极端恶劣组合情

况, 无疑有助于在水资源系统的规划设计和运转管理决策时对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作出更全面的考虑。因此模

拟序列也可称为估算序列。模拟序列与实测序列的区别何在呢? 当随机模型仅利用了实测序列的信息, 那么模

拟序列的信息量没有变化, 它仅仅利用实测序列含有的信息进行时序的外推, 其代表性不变。当随机模型利用

了实测序列之外其它信息, 那么模拟序列的信息量得到了大量的增加, 其代表性就高于实测序列。后者往往是

常采用的形式。所以, 模拟序列不是所谓的 /假造序列0。

由随机模型模拟出大量的模拟序列, 其中可能出现个别的特异值, 例如负流量、数值非常大的流量 (经分

析不可能出现)。随机模型中的独立随机项一般用正态分布或 P2Ó型分布来表征其统计特性。这些分布都是无

上限, 当模拟序列数量很大时, 可能出现个别 /离奇0 的特大值。这并不违背统计规律。问题的症结是能否用

上端无限的分布曲线。这和下面的情况十分类似。误差尽管不会无穷大, 但正态分布仍然为大家公认用来表示

误差的分布。上端无限分布的应用导致模拟序列中出现 /离奇0 的特大值。又如在作洪水频率曲线分析时, 当

频率取非常大时, 得到的洪水也非常大。因此关键在于在分析计算时, 是否采用特大值和以大量模拟序列为基

础的水资源系统规划设计成果受个别 /离奇0 特大值的影响有多大。事实上对于后者, 影响是微小的, 因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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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果是取用某种估计量的平均值和分位数, 而平均值和分位数这些统计量主要取决于数量很大的模拟序列本

身。这一点正好和处理实测序列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实测序列只有几十年, 在这样一个短序列中加入一个

特大值举足轻重。相反, 在大量模拟序列中可能出现负值。如在模拟大量序列中出现的负值较少, 其存在不影

响实际应用; 如出现负值较多, 则该随机模型必须进行修正或更换。

由于水文过程的极端复杂性, 观测资料往往较短, 所选择的随机模型未必能完全反映实际水文过程的特

性, 即模型与原型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模型结构与原型可能有差异, 而且模型参

数的估计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误差。这就是随机模型可靠性问题。应用研究表明, 只要模型结构合理、参数估计

方法比较稳健, 则建立的随机模型是可靠的。

随着认识的提高和方法的成熟, 我国在制定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64]
和水文计算规范

[ 65]
时也

正式列入了随机模拟方法。这标志着水文随机模拟方法进人了实用阶段。

5  水文随机模拟展望

水文随机模拟在建模、应用和认识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并不断得到了认可和采纳[ 64, 65]。为了完

善和推广水文随机模拟法, 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对水文过程的重要物理特性和统计特性作深入的分析。只有这样, 才能将模型建立在水文过程固有特

性的基础上, 才能将模型中的参数和过程的特性联系起来, 从而提高参数估计的可靠性。

( 2) 加强非参数模型和非线性模型的研究。水文现象是非线性的, 简单的线性假定和特定的概率分布假定

都是不合时宜的。只有这样, 水文随机模型才是可靠的。

( 3) 加强流域系统随机模型的研究, 即将流域作为一个随机系统, 由雨量 (暴雨) 模拟序列随机转换成洪

水序列。这样的随机模拟较传统的频率计算方法可以考虑更多的随机水文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也是当前研究稀

遇洪水现象的有效方法。

( 4) 加强建立模型时如何综合利用多种信息的研究。在这方面, 地区信息的利用最为有效。将地区信息和

单站观测序列的信息合理地结合起来研究显得十分迫切。

( 5) 加强模型的各种检验和合理分析, 使水文模拟过程反映水文现象的真实特性, 而不是虚假的特性, 以

提高模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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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new advances in hydrology stochast ic simulation are introduced.Those advances are as following: the modifica2

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stochastic models, and new advanc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hydrology stochastic simulat ion and knowl2

edge of hydrology stochastic simulat ion. Finally the further study directions are prospected: ( 1) the physical and statist 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logy time series, ( 2) the nonparametric stochastic model and the nonlinear stochastic model, ( 3) the

stochastic model based on basin system, ( 4) the approaches of application ofmore hydrological informat ion during construct ing

the stochastic model, and ( 5) the test and validat ion of stochastic hydrological mod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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