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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流域属于典型的复杂开放系统, 水文非线性效应与时空尺度息息相关。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 认

为引发水文特性的非线性效应原因: 流域组织形态的影响;  流域系统内部水文过程的相互作用; ! 流域与外

界环境的相互作用; ∀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主要控制因素的变化。未来水文特性的研究需更加重视流域系统的

相互作用、反馈和功能关系。水文模型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认识非线性效应和尺度问题, 这是目前水文领域面临的极

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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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域是一本读不尽的书, 经过长期的演化, 山脉、土壤、植被和河流彼此相互关联, 形成了有机的

#自然模式∃。自然流域是一种典型的复杂开放系统[ 1] , 外界与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和物质交换, 在时间无声的

流逝中, 留下了有序与无序的空间足迹。对于水文学中非线性效应的最初认识是发现雨强对流域单位线的影响

比较大[ 2]。因此在实际应用中, 要对单位线峰值和洪峰滞时作相应的修正。由于理论和实验手段两个方面的局

限性, 以前水文模型对非线性效应一般采用简约和均化方法。对于水文非线性特性, 尽管国内已有一些讨论,

但目前仍存在很多模棱两可的认识。本文就这方面的研究作进一步探讨。

1 水文学中的非线性概念

何谓非线性? 通常情况下, 如果满足叠加性和倍比性, 就被定义为线性问题; 反之, 则是非线性问题。

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入, 非线性的定义变得非常丰富, 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讨论。比如函数非线性, 指的是

变量间的函数关系并非是直线, 非线性水库就是根据这一特性来定义的; 数学物理方程的非线性, 其定义见文

献[ 3] , 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满足叠加特性和倍比性。线性叠加原理成立意味着互不相干的独立贡献, 但是叠加

关系并不适用于非线性微分方程。一些非线性微分方程可转化为线性微分方程来解, 即通过数学变换或者线性

逼近方法来求解。对一些近线性问题, 可用线性逼近方法将其转化为若干线性问题而获得很好的近似解。水文

学中非线性的圣维南方程和非饱和下渗方程, 在一定条件下, 通过小扰动近似简化或者数学变换, 可求出其解

析解; 但是对于相互作用强烈、长时间的相关行为等非线性很强的情况, 线性逼近方法将失效, 正因如此, 圣

维南方程和非饱和下渗方程的求解仍然还没有完全解决[ 4]。下面进一步就系统非线性、统计非线性、非线性科

学的发展进行一些讨论。

1 1 系统非线性

水文系统理论发展后, 系统非线性概念也就相应提出。线性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关系要求满足叠加关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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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系统, 若以 x 1和 x 2 作为系统的输入, y 1和 y 2 作为系统的输出, 则 y 1仅由 x 1 确定, y2 亦完全仅仅由 x 2

确定; 但在非线性系统里, y2 同时受 x 1和 x 2 影响。Marshall的天然实验流域(流域面积 105 m2)观察证实, 不同

雨强对洪水单位线的影响比较大[ 2] , 使得人们确认天然流域的水文特性存在非线性效应。建立在线性概念基础

上的流域单位线也可能会因时而变, 不再满足叠加性和倍比性, 这种非线性特性在小流域表现得非常明显, 水

文系统响应不仅和当前降水输入有关, 还和过去的输入有关, 这是一种典型的迟滞系统。

对于线性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也可以采用卷积形式表示:

Q( t) = %
t

0
G( t - )R ( ) d (1)

对于水文系统, 上式中 G( t)是流域的瞬时单位线; R ( )是 时刻的降水输入; Q( t )是 t 时刻流域出口径

流量。

上述公式对于非线性系统不再成立, 只能采用变动核函数或者用 Volterra函数级数来表示。Singh初步讨论

Volterra解的二阶核函数的分布特性[ 5] , 并以此作为流域非线性 #黑箱∃ 通解表达式, 该核函数可视为流域系

统的记忆长度。国内也已有学者对水文黑箱模型的系统辨识问题进行了研究[ 2]。

从这一角度看(非其他类型的非线性) , 一般而言, 小流域非线性程度较高, 而大流域是近似看作线性系统。

小流域非线性程度较高是有条件的, 其水文响应和雨强有关, 当大于临界雨强后(大洪水) , 汇流流速趋于不变,

非线性特征弱化, 可视为线性响应, 这一点已被国内外的研究和经验所证实[ 6~ 8] ; 对于有些出口河段属于陡坡

窄槽的大流域, 比如长江万县站, 其流域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 但当流量在 40 000 m3/ s以下时, 非线性特征仍

然非常显著。Robinson, Snell等[ 9]的分析表明: 在小流域( < 50 km2) , 总的响应主要受到坡面影响; 大流域总的

响应主要受到河网的影响。所以, 不同尺度下流域的非线性特征, 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1 2 非线性科学的发展

自20世纪 80年代起, 水文学开始深入流域黑箱内部讨论其非线性效应, 一方面这受益于水文科学实验;

另一方面, 借鉴了非线性科学的发展, 比如Rodriguez Itube等在 1995年发表流域分形理论方面的专著[ 10] , 这为

流域非线性特征分析打下良好的基础。对非线性的理解不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发展, 比如混沌理论发现了

#蝴蝶效应∃(初值敏感性) , 元胞自动机和斑图动力学很直观地展现了系统单元间的相互作用等等, 在非线性科

学中, 有些内容彼此联系, 如分形和混沌, 混沌过程的吸引子(收敛区域)就可用分形描述。

这里重点讨论分形概念, 自然界很多貌似不规则的物体, 如河流、水系、地形地貌等, 都可视作分形物

体
[ 11]
。在这些不规则的表象下, 蕴含着标度不变性(指数关系) , 即在不同尺度下观察, 分形物体具有自相似性

(递归性) , 其维数不再为整数。分形理论的关键是: 以海岸线为例, 其测得的长度与尺子大小相关联, 当尺子

越来越小(越来越精确)时, 由于海岸线的微小细节的不断显现, 总的长度并不会如通常想象的那样趋向一极限

值, 而是在不断增大, 所测长度和尺子大小之间呈指数(即海岸线的分形维数)关系:

L ( r ) =
 
L ( r ) (2)

式中 L 为总长度; r 为量尺大小; 为放大倍数;  为分形维数。

式(2)意味着倍比性失效, 而且分形结构中的物理量和尺度之间呈指数关系, 而不是线性关系, 正因这些原

因, 分形结构与非线性效应息息相关。这就会使流域地形地貌学的观念发生很大的转变, 由于流域是自相似嵌

套的组织, 流域的面积和河长需对应一定的地图比例, 否则就缺乏物理意义。分形理论的发展使我们需要考虑

不规则表面的#局部跳跃∃(几何形态的空间变异性, 在数学上称为奇异性) , 其中发生的物理过程, 如物质(比如

水流)和能量的输运等, 也会出现#局部跳跃∃, 不能简单被均化, 物理过程的最终结果(比如流场分布)就与系统

的自相似性、不规则性等特点相关联。

1 3 统计非线性

统计非线性包含两大部分: 变量之间统计相关性分析和时间序列的非线性, 这两者有时也会相互联系。目

前对于统计非线性的定义仍然还有许多争议之处, 文献[ 5]和[ 12]对此问题提出了不同观点, 有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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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变量的相关分析在水文概率预报的研究中大量应用, Krzysztofowicz[ 13]发现有些流域观测河流水位与模

拟水位数据之间呈非线性和异方差特性, 他们采用了亚高斯变换来处理这种非线性。水文学中常常从洪水频率

分布的角度来探讨流域的非线性特性, Gupta等[ 14]发现湿润地区年平均洪峰流量, 年平均径流量与流域面积存

在一定统计经验关系:

QT = c1A
!

Vm = c2A
∀

(3)

式中 QT 为年平均洪峰流量; Vm 为年平均径流量; c1、c2 为经验系数; !、∀为统计特征指数, 这是另一种

广受关注的流域非线性效应。他们发现地表径流过程具有高度的非线性, 简化理论分析(曼宁公式等)往往不能

令人满意了。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Goodrich等[ 15]发现, 指数 !值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而减少, 而且 !值随着

流域面积的增大而减少, 流域的这一非线性特性随着流域面积的增大反而增强了, ∀值也是如上的趋势变化,

这和干旱地区降水空间分布的强烈不均匀很有关系。

对一随机时间序列, 如果当前时段的状态量与过去 p 个时段的状态量成线性函数关系, 不同时段属于同

方差结构, 此为线性时间序列, 比如白噪声; 反之则属下列 3种情况的非线性时间序列: 即使当前时段的

状态量与过去 p 个时段的状态量成线性函数关系, 但为异方差结构;  当前时段的状态量与过去 p 个时段的

状态量成非线性函数关系; ! 有些貌似随机的时间序列中包含了# 有序∃结构(自相似性、准周期性等) , 比如

1/ f噪声等, 分形和混沌等方法被应用其非线性分析。但是混沌分析方法真正要应用于水文学, 还有一些难点

需要克服[ 16]。

尽管传统上的 #非线性∃ 概念是以叠加性和倍比性为基础, 但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 # 非线性∃ 概念与
分形、混沌和自组织性联系在一起, 其表征可以是多重的, 在水文领域也是如此, 这最好地说明了流域系统的

复杂性[ 5, 17]。由于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存在相互作用, 使得相互联系的事物不是受单方面的影响, 而是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 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 主要控制因素发生改变, 这就是非线性效应的实质。以流体

力学问题为例, 存在惯性力和粘性力两种相互竞争的控制力量, 其相对大小由雷诺数表征, 当粘性力远大于惯

性力时, 达到一定阈值, 就会引起系统特征的根本变化, 即层流向湍流过渡。在以下水文非线性的讨论中, 相

互作用和主控因素是关键词。自然界有些物理过程会经历跃变或转折, 非线性效应很好地描述了自然界的多样

性、曲折性、突变性和演化性[ 1]。

2 水文过程中与非线性效应有关的复杂现象

2 1 阈值现象

流域中水文过程存在着大量的阈值现象。Mcglynn, Sidle等[ 18, 19]在一些森林山坡的地表下, 发现雨强大于

一定阈值后, 大孔隙网络导通, 壤中流突然从地下涌出, 其中#底水(非本次降水的成分)∃的含量非常高。当孔
隙通路的联通率大于一定值时, 整个网络导通, 这在物理上称为阈值效应, 此定值称为逾渗阈值。新的研究表

明: 渗流阈值附近水流行为具有自组织特性, 并表现出优势流行为, 这是一种非线性效应[ 19]。

2 2 正负反馈现象

流域地形地貌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负反馈过程, 山坡的高度太高, 受侵蚀程度就可能越高, 滑坡的可能性

也大大增加。对流域下垫面土壤, 反馈效应在下渗过程表现得最明显, 随着降水历时的增加, 土壤含水量越来

越大, 下渗率亦随之减少, 达到稳渗状态, 田间持水量最终受重力排水和孔隙率约束。这种 #相互反馈∃ 关系
在人类土地利用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人类长期的土地利用大大改变了流域空间组织, 这种改变又反过来影响

当地的水文特性。

2 3 绳套现象(依赖于状态变化过程的多值特性)

在某些天然河道中, 水位流量关系发现存在 #绳套∃ 现象, 单值对应关系不成立; 未饱和土壤的毛细势与

含水量之间也具有依赖于状态变化过程的多值特性, 这就是 #毛细滞后效应∃。由于毛细势是能量概念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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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达, 相同的土壤含水量在吸水和排水过程中却对应不同的 #势∃, 这意味着: 在未饱和土壤的水分运移中,

有一部分能量不明来由地增加或者减少[ 20]。

2 4 和组织结构有关的扩散特性

从扩散理论看, 水滴粒子的扩散实际上是在满足分形特征的山系表面上的运移, 这种扩散特性与普通的欧

氏空间上的扩散是不同的, 其扩散系数和组织结构有很大关联。对于流域的河网系统, 各级河网的扩散系数也

是不一样的。Saco[ 21]等详细分析了各类扩散(水动力扩散、地貌扩散和动力扩散)影响, 计算表明: 流速以及各

级河网的水动力扩散系数都有类似 Horton定律的指数关系, 并和雨强有关。

在小流域中, 流域地貌宽度函数会出现很多微小的不规则跳跃, 这源自上述和空间组织有关的扩散效应;

近年来, 研究发现很多小流域宽度函数满足多重分形分布, 这实际意味着流域的单位线 #染上∃ 了其地形空间

的自相似性。而大流域, 宽度函数相对光滑, 是因为其空间扩散均化的结果, 所以大流域有时可视为 #天然积

分器∃, 即把流域各山坡的 #空间不均匀性∃ 湮没了。

3 水文学非线性效应的机理

过去的分析从前期底水、水力学、蓄泄关系、不同水源、部分汇流条件和天然河道洪水演进等角

度[ 4, 6, 7, 22~ 24]来讨论水文非线性效应。尽管这些分析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水文响应的非线性机理。但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 应当对非线性效应作更深层次的探索。蓄泄关系只是现象, 而且雨强也只是反映非线性的媒介, 并非

根本原因。水文特性的非线性效应与流域时空尺度紧密相关, 这里对此重新作了考察, 并吸纳了上述传统中有

益的观点, 概括起来有以下原因: 流域组织形态的影响;  流域系统内部因素的复杂组合和相互作用;

! 流域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 ∀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主要控制因素的变化。

3 1 流域组织形态的影响

流域本身是自相似嵌套结构, 流域的土壤孔隙[ 25]、河网[ 10]、山系[ 26]确实满足分形特征。Horton四大定律

是流域河网自相似性的自然结果。水文模型中广泛应用的向上集总方法, 是把小尺度上的时空变化信息反映到

大尺度的 #等效参数∃ 上, 在不同尺度层次传递信息。对于流域下垫面的土壤, 一方面, 其孔隙分布具有自相

似性, 在一定尺度内, 土壤特性具有长程关联特性; 另一方面, 土壤具有强烈的空间变异性(随机性)。这使得

水文模型的单元参数大多具有尺度依赖性, 即与网格的尺度大小存在着相关关系。在由点值求面值问题时, 已

不是简单的点值平均问题。有时还需考虑高阶统计量的信息, 这意味着非线性效应与尺度问题的相互联系。

产汇流物理过程会受流域不同尺度层次组织形态的影响。坡面土壤下渗过程具有尺度效应, 在目前的实验

室土柱尺度层次上, 可以暂不考虑土壤的空间变异性, 但当尺度增大后, 达西定律中的水力势, 网格内同一高

度的 #势∃ 不能简单假定为常数[ 27]
, #平均势∃ 概念的物理意义很不明确, 线性的达西定律就需修正; 由于

Richards方程是建立在达西定律的基础上, 如果考虑非饱和土壤的滞后效应, 它就是非线性方程。更进一步,

由于 Richards方程是从微小面元上推导而出, 但水文模型的网格尺度一般远大于微小面元尺度, 就需要对其进

行由 #点∃ 及 # 面∃ 尺度转换。由于土壤的空间变异性, 水力传导率 ( K 值) 与尺度相关, 一般文献中,

Richards方程的水力传导率一般采用 #等效参数∃ 的方法, 但 # 等效参数∃ 可能歪曲真实的产汇流过程[ 28]。

Nielsen, Kavvas等[ 29, 30]分析了土壤中水分运移的非线性特点, 并讨论了 Richards 方程的尺度转换问题, 但是

Kavvas推得的 #面积平均方程∃ 涉及到高阶相关项, 这是很难处理的。国内外也有学者对不同尺度土壤特性的

空间变异性问题作过一些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正试图把分形理论和空间变异性分析结合起来, 来讨论不

同土壤类型中的下渗特性[ 31]。

对于产流过程的尺度效应, Van de Giesen等
[ 32]
对半干旱、干旱坡地的超渗产流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 发

现随着坡面尺度的增大, 单位面积产流是减小的, 即由某一点所得出Horton超渗产流规律, 并不能简单推广到

#面积∃ 尺度上。耶尔[ 6]经过 18年流域观察发现从 0 05 km2 到 0 58 km2 的小区, 径流系数可从 0 36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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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4, 因为在 0 58 km2 的流域上产生的径流, 有 60%~ 70%不能流到出口, 这一方面是由于#回渗( Run on ef

fect) ∃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土壤下渗特性随空间尺度变化造成的。

洪水非线性特性受流域的河网分布、河槽坡度、断面形态和糙率等水力条件制约很大, 出口河段起着重要

作用
[ 4]
。对于实际河流, 从其上游到下游, 其水位~ 流量关系, 逐渐由单一曲线转变为绳套曲线, 愈向下游绳

套越大。这是由于大多数河流的中、下游段, 圣维南方程组的动力方程中河底比降与附加比降之差远大于惯性

项。从上游到下游往往经历着从运动波到扩散波的转变。而对于有些河网和感潮河段, 河道洪水波属于动力

波, 水位~ 流量关系更加复杂。

这些分析表明, 随着空间尺度的变化, 主控因素也在变化。一般而言, 当尺度较小时, 径流受小尺度变量

(如地貌、土壤、坡度和植被等)影响比较大; 当尺度增大时, 河网调蓄作用和地形结构越来越重要。由于流域

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自相似性, 产流机制不同的流域, 就会受到不同层次的自相似特性的影响。壤中流大的流

域系统会受当地土壤特性的影响大一些, 河网密度比较大的流域会受到河网特性影响大。2 1节中的阈值效应

也和系统形态结构(土壤孔隙结构)紧密相关。

3 2 流域系统内部水文过程的相互作用

水文系统中非线性效应还表现在不同水文过程的耦合。由于径流的组成包含了地表径流、壤中流、回归流

等, 径流是这些流动的综合效应。

雨滴在坡面上的运移, 由于表面张力和坡面摩擦力的作用, 会不断地聚集和分散, 不同的雨滴相互之间关

联不能忽视, 这会引起非线性效应。Rodriguez Itube和 Valds [ 33]的 #粒子∃ 理论认为大量水滴微团持留时间的概

率密度函数与流域瞬时单位线是等价的, 但是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水滴微团相互独立、没有相互作用的假设基础

之上。这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 因而就会出现不同雨强下流域响应会有所不同的现象。Wang 与 Gupta[ 34]考虑了

水滴微团的弱相互作用, 尝试在流域瞬时单位线和雨强建起 #桥梁∃, 但他们在考虑弱相互作用时, 是包含在

积分关系式的分析中, 这种分析方法很难推广。坡面水流的运移可用圣波动理论来描述
[ 35]

, 波动理论确实是

考虑了水滴的相互作用, 但需要作一些近似, 比如运动波假设, 常常也能取得很好的结果。但由于波动方程存

在计算离散和边界条件的复杂性, 目前有很多分布式水文模型的汇流演算应用粒子假说, 这实际上忽视了其中

的非线性效应。如何把波动理论和粒子理论结合起来考虑非线性相互作用? 这需要新的模拟方法。

3 3 流域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

由于水文流域都是开放系统, 与外界环境存在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3个方面:

( 1) 降水空间不均匀性, 会造成水文非线性效应, 这在干旱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 特别是暴雨中心位置对

径流特性影响比较大。

( 2) 流域与大气的水动力学循环, 对土壤 植被 空气界面的物质能量交换影响很大, 使得蒸发过程表现出

强烈的非线性特征[ 36]。Entekhabi和 Rodriguze Iturbe[ 37]总结了土壤蓄水量与大气过程的相互作用, 发现存在强

烈的反馈效应, 在陆气模型中已经开始考虑这种非线性效应。

(3) 流域与外界降水输入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Robinson, Savapalan, Bloschl等
[ 38, 39]

分析表明: 年径流变

差系数和流域尺度有很大关系。这涉及流域响应(径流)特性与外界输入(降水)的时间分布的相互作用, 这些探

讨在水文频率分析和流域产汇流机理之间架起了 #桥梁∃。流域径流统计分布特性, 比如年平均径流量和年平

均洪峰流量, 与流域面积之间呈现指数经验关系。这在国内的很多流域也发现存在这种特征。Gupta在文章[ 40]

中详细给出了真实流域年洪峰流量(统计平均量)和流域尺度之间的双对数统计关系, 斜率转折点因当地气候条

件而异, 湿润性、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并不一样。流域水文特性所表现出的统计标度性是复杂系统的 #涌现∃ 特

征, 这为研究流域洪水特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从大的时间尺度看, 流域系统的输入是不同时间、不同雨强的降水分布序列, 而输出则是径流时间序列

(蒸发暂不考虑)。一方面, 流域实际是将其空间自相似性反映到输出时间序列的系统; 另一方面, 由于降水时

间序列也可能存在着自相似特性(即输入的非线性) , 这两重因素使径流时间序列可能染上 #自相似∃ 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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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chner等[ 41]特定示踪剂实验表明: 某些流域起着分形滤波器的作用, 即将白噪声输入转变为 1/ f 噪声类型,

流域的总持留时间分布会有一个很长的拖尾。

需要强调的是: 水文过程中有些非线性效应目前仍在探索, 比如毛细滞后现象[ 42]等, 并不能简单地用上

述原因来概括, 这需在未来进一步探讨, 以上工作仅是抛砖引玉。

4 现有水文模型中非线性效应的处理

流域非线性特征的分析, 对于水文模型的发展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新安江模型的产生和成熟, 就是从湿

润地区降雨~ 径流非线性关系图的深入分析开始的。以往为了考虑水文非线性特性, 提出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处

理方法, 比如考虑雨强和流域面积等因素的单位线修正、变动等流时线、水源划分、雨量时段均化、子流域划

分、三层蒸发模式、马斯京根分段流量演算、非线性储蓄关系等, 这些处理方法比较简化, 但也是对流域非线

性特征的有益探索。这些方法的局限性是: 不同子区域所产生的径流都是简单叠加直接进入流域出口;

 对地形地貌、降水、蒸发、植被不均匀分布无法作更好地考虑; ! 对于下垫面土壤结构的空间变异性没有

涉及; ∀产流方式比较单一, 同一流域很可能是蓄满产流和超渗产流交替出现或同时存在; &对地下水径流
特性考虑不够。

由于数字高程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 GIS)的发展, 分布式水文模型能更好地反映流域的局地属性和局地响

应, 因而也就更有可能使模型具有 #物理意义∃。集总式水文模型是一种 #均化∃ 过程, 这样更易于计算操作,

但其付出的代价是对真实水文过程模棱两可的理解, 有些模型参数物理意义不明确, 而且抹平了局地的水文响

应。水文模型一般是先假设当地水文规律符合某些物理方程, 然后根据历史洪水序列对模型参数进行率定, 正

是这种 #后验式∃ 结构模糊了集总式模型的深层问题, 其模型参数很可能会发生相干性, #异参同效∃ 现象就

变得很常见, 这就是非线性效应的集中表现。输入参数集与计算结果集如果不是呈一一对应关系, 线性叠加定

律就很难成立。

分布式水文模型促进了水文学者对流域非线性效应的探讨。在TOPMODEL 模型[ 43]中, Beven分析发现: 影

响径流特性的主要因素是地形, 所以采用地形地貌因子来表征局部水文特征, 不同子区域所产生的径流不再是

简单线性叠加, 汇流计算中采用粒子假设。尽管这种假设仍然是线性的, 但由于考虑了地形地貌的影响, 在非

线性特性的讨论方面的确是前进了一步; TOPKAPI模型没有采用粒子学说, Todini等[ 44]首先分析了集总式模型

的 #均化∃ 效应, 然后根据流域的树状排水网, 从流域的源头网格开始计算, 每一网格视为非线性调蓄单元,

由非线性水库方程描述, 沿排水网网格对运动波方程进行积分, 最后计算得到含 N个沿程网格的非线性水库总

方程, 这是非线性的加权平均方法。在不同尺度下, TOPKAPI模型的水库方程形式保持不变, 大尺度集总式模

型的参数可以通过局部小尺度(各网格)参数组合得到, 反映了局部地形、土壤物理地形及网格间的地形联系。

Reggiani[ 45, 46]直接对宏观子流域 REW(而不是如传统的 Richards方程建立在微元面积上) , 分别建立质量、动量

和能量守恒方程。单个 REW被均化为一个点, 整个流域被离散为 M 个点, 并通过子流域之间的水力联系相耦

合。代表性单元子流域模型所碰到的困难是子流域本构关系的确立, 这涉及未饱和土壤的毛细滞后非线性效

应[ 47]。非饱和土壤由于毛细滞后现象的存在, 可能会对结果造成高达20%的不确定度[ 20] , 使得对水文过程进

行定量分析变得很困难, 这种现象在以前的水文模型一直被回避。随着代表性子流域模型对物理基础的要求,

使得毛细滞后现象再次进入视野, O∋ Kane
[ 42]
提出了考虑滞后效应的概念性水库模型, 在模型中引入了负反馈

机理, 并推广到下渗、蒸发等过程中。这是把滞后效应引入水文模型的重要尝试。

尽管目前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并不能完全消除异参同效现象。但毕竟对流域的产汇流机理有了更好的描述。

未来的研究需要全面把握一些水文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 空间分布模式分成 #静态∃ 与 #动态∃ 两种情况。有
些模型, 如 TOPMODEL模型, 它的汇流模式和上游集水面积都是确定的, 但是这种 #静态∃ 模式与实际情况并

不相符, 流域的产汇流特性是外界降水和下垫面的复杂相互作用, 即使是对同一流域, 主要影响要素因时因地

781第 5期 张东辉等 : 关于水文学中非线性效应的探讨



而变。要超越静态产汇流模式, 就必然涉及土壤蓄水量在纵向和横向的空间分布、水力传导系数的空间变异性

等问题。为了考虑动态产流, Beven发展了动态的TOPMODEL模型; Garrote等[ 48]考虑了土壤剖面的含水量分布

对产流机制的影响; Grayson 和 Bloschl[ 49]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了总结。

由于非线性效应, 水文特性的分析思路就要进行很大地调整。在水文模型中, 非线性特性成为无法回避的

核心问题[ 50, 51]
, 并与水文模型的合理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对此深入研究, 才能真正建立与自然流域更加相适

应的水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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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omments on nonlinear effect in catchment hyd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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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tchment can be viewed as complex open system The nonlinear effect in hydrology is closely related to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of hydrologic nonlinear effect in hydrology The nonlinear mechanism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 1) the catchment organization patterns; ( 2)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ter flow and the different sub

system in catchment; ( 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atchment system and environment; and ( 4) in different space t ime scale lev

el, the dominated factor and process changes. The future simulation development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yriad and com

plexity of catchments again and seek common threads in hydrologic processes The nonlinear effect and scale effect in hydrology

need to be explored further The hydrology research methods are facing great challenge today

Key words: nonlinear effect; hydrology; scale effect; interaction; dominated factors

中国水文科技与发展高层论坛

为加强水文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大力推进水文科技工作,提高水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支撑能力, 由水利部主办,水利

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和水利部水文局共同承办的#中国水文科技与发展的高层论坛∃于 2007 年 9 月 14日在京举行。论坛旨在回顾

近几年我国水文科技的主要成绩和问题,充分听取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意见,汇集各方面智慧, 紧密围绕着我国经济发展对水文的

需求,提出水文科技工作的研究领域与课题, 进一步明确水文科技工作的发展方向。水利部鄂竟平副部长、胡四一副部长出席论坛

并发表了讲话,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交通部、中国气象局等 6 部委(局)有关领导以及水利部有关司局、部分流

域机构和省水文局、科研单位领导与专家出席了会议; 论坛特邀了我国水文水资源方面的 5 位院士、10 位有关高校、科研单位

的著名专家作了专题发言。

胡四一副部长做了题为)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的发展趋势和研究需求∗的学术报告。徐乾清、陈志恺、刘昌明、汪集 、王

浩等5 位院士以及夏军、张建云、金光炎、王光谦、任立良、芮孝芳、陈晓宏、徐宗学、王本德、黄冠华等专家围绕着经济社

会与水利发展需求和水文水资源学科前沿与发展动态, 就我国水文水资源科学研究重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变化

环境下的水文科学问题、水文水资源监测技术与信息共享、水循环与水文水资源基本规律、突发水旱灾害应急预报技术、干旱

与半干旱区水文水资源、分布式数字模拟模型、无资料地区水文模拟、动态水库汛限水位确定、地下水水资源利用、水系统与

水生态等领域做了专题发言。专家认为目前水文知识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 水文科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应加强变化环境下的相关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与应用, 建议加强水文科技投入、开展多部门合作与攻关、资料共享等工作。

同时专家对 )近期水文科技重点研究项目∗ 等材料修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与建议。

摘自 )水利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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