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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了中国水文预报技术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中国水文预报技术从经验相关法、流域水文模型，到预报系统

发展的整个过程。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常用的水文预报方法、模型和预报系统，及其各自特点和应用条件等，客观

评价了中国水文预报技术的水平，深入分析了高强度人类活动引起的下垫面变化和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

变化对流域产流和汇流机制的影响，分析了变化环境下水文预报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展望了中国水文预报技术的

发展方向，指出了中国未来水文预报技术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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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预报是水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文预报就是根据已知的信息( 测验或分析的信息) 对未来一定

时期内水文要素的状态做出定量或定性的预测［1］。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防洪减灾中，洪水预报是调度决

策的重要依据，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发布的洪水预报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

检验和验证。因此，水文预报是一项理论性强、应用要求高的工作。
1949 年以来，中国的水文预报工作从无到有、由点到面迅速发展。20 世纪 50 ～ 60 年代中国学习、吸收

原苏联和美国的洪水预报方法，为中国水文预报工作奠定了基础; 70 ～ 80 年代，开始对不同区域的降雨径

流关系进行研究，同时成功地开展了中国具有不同流域特色的流域水文模型和预报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90
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水文预报领域中的应用推广和水文模拟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水文预报方法、预

报系统建设和新技术应用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目前，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和资料缺乏地区的水文预报技

术的研究在近几年有了显著的进展。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实践对水文预报提出了新的要求。此

外，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影响了流域的产汇流规律和水文资料系列的一致性和代表性，给水文预报工作带来新

的问题和挑战。

1 水文预报方法

由于资料条件和计算工具的限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预报方法一直处于经验相关的水平

上。20 世纪 60 年代，水文学科领域中引进了数学模拟概念，流域水文模型得到应用。中国一方面从国外引

进适用的流域水文模型，另一方面致力于研制适合于中国水文条件的流域水文模型。目前，用于中国水文作

业预报的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基于相关图法的实用水文预报方案和基于物理概念的流域水文模型两种方法。
1. 1 基于相关图法的实用水文预报方案

基于相关图法的实用水文预报方案是中国水文预报人员长期实践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凝练，是行之有效的

作业预报方法。它既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又有大量实测资料为基础，能充分结合本流域的特征，一般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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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预报精度。特别是在水位流量关系复杂、水利工程影响较大的流域和河段，实用水文预报方案仍然能发

挥重要的作用。实用水文预报方案以图表形式汇编，计算简单，操作方便，运用灵活，并能够随时根据实际

发生的情况进行修订［2］。
目前，中国七大流域基本上都汇编有比较完善的实用水文预报方案。全国 600 多个水文预报站共拥有近

1 000 套预报方案。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法。
( 1) 考虑前期降雨量的降雨径流经验相关法( Antecedent Precipitation Index，API 法) ［3］ 该方法以流域

降雨径流物理机理为基础，以主要影响因子作参变量，建立降雨量( P) 与径流量( R) 之间的定量相关关系。
常用的参变量包括前期土壤的湿度( 直接影响降雨的下渗扣损，进而影响径流量，一般用本次降雨之前一段时

间内的降雨量 Pa 表示) 、降雨历时 T( 反映降雨强度) 、季节( 以洪水发生的月份或周次表示，反映洪水发生时

的下垫面植被等情况) 等，即

R = f( P，Pa，T，季节) ( 1)

常用的方法是四参量相关图，即

R = f( P，Pa，T) ( 2)

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较多的是以 Pa 为参变量的三参量相关图( 图 1) ，即

R = f( P，Pa ) ( 3)

图 1 三参量降雨径流相关图

Fig. 1 P ～ R relation chart for 3-parameters

在作业预报中，常用 API 法计算径流量，配以单位

线进行流域汇流计算，这就是常说的 API 模型，目前仍

较广泛地在中国不少流域的洪水预报应用。
( 2) 相应水位法［4］ 该方法是建立下游( 本站) 下

一时段水位( Z下，t + 1 ) 与上游前一时段水位( Z上，t ) 的相

关关系( 式 4) 。为了提高预报精度，在有些河段，还需

要其它要素的影响，如本站前一时段水位( Z下，t ) 、上游

总合成流量 ( Σ Q区间) 、区间平均降水量( P区间 ) 的影

响。如式( 5) ～ 式( 7) 所示。
Z下，t +1 = f( Z上，t ) ( 4)

Z下，t +1 = f( Z下，t，Z上，t ) ( 5)

Z下，t +1 = f( Z上，t，Σ Q区间) ( 6)

Z下，t +1 = f( Z上，t，P区间) ( 7)

( 3) 合成流量法 建立上游合成流量与下游流量或洪峰水位的相关关系。并通过预报下游流量再根据

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推求水位( 图 2) ，其表达式为

Q下，t +1 = f( Σ Q上，t ) ( 8)

Zm = f1 ( Σ Q上，t ) ( 9)

式中 Q下，t + 1为下游预报流量; Σ Q上，t 为上游合成流量; Zm 为下游洪峰水位。

( 4) 水位( 流量) 涨差法 利用河道上下游水位或流量的涨落差建立相关关系，其表达式为

Zt = f( Zt－1，K) ( 10)

Zt+1 = f( Zt，ΔΣ Qt－Δt ) ( 11)

式中 K 为水位变幅的比值; ΔΣ Qt－Δt 为上游合成流量△t 时间内的变差。

( 5) 多要素合轴相关法 利用流域降雨总量、降雨历时、降雨强度和起涨水位等因素作为参数建立降

雨、上游水位和下游水位的相关关系，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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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下游水位与上游合成流量关系图

Fig. 2 Relation chart between downstream water level and composing flows of upstream

Zm = f( 珔P，Z起，PC ) ( 12)

Zm = f( 珔P，Z起，T) ( 13)

式中 珔P 为流域平均雨量; Zm 为洪峰水位; Z起 为起涨水位; PC 为暴雨中心分布位置; T 为净雨历时。图 3
为广东北江阳山站的雨洪预报图。

图 3 北江阳山站的雨洪预报合轴相关图

Fig. 3 Peak-forecasted by precipitation with multi-parameters

( 6) 降雨径流法 利用前期土壤含水量、涨洪段流量涨势等因素作为参数直接建立降雨与洪峰流量的

相关关系，其表达式为

Qm = f［( 珔P + Pa ) ，ΔQ］ ( 14)

Qm = f( 珔P，Pa ) ( 15)

式中 Qm 为洪峰流量; 珔P 为流域平均雨量; Pa 为前期土壤含水量; △Q 为涨洪段流量每小时递增最大值。
上述以经验点据定线的实用水文预报方案之所以在作业预报中行之有效，主要是这些方法是对大量的各

种各样错综复杂情况下监测的数据的统计分析和科学归纳，以及大量预报经验的积累和运用。但是，这些方

案毕竟有其局限性。随着计算技术不断飞速发展，特别是优化计算、数据及图像处理、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

等新一代技术的应用，将丰富和促进水文预报方法的发展和应用。
1. 2 流域水文模型

中国地域广阔，下垫面条件多样，包括湿润、干旱、半湿润和半干旱各种气候条件。几十年来，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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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消化、吸收外国水文模型的基础上，研制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流域水文模型。河海大学赵人

俊教授团队 1973 年研究提出的新安江模型［5］，是中国水文模型研究的代表成果。该模型在中国得到广泛应

用和不断完善，并于 1980 年开始向国外介绍。新安江三水源模型流程见图 4。

图 4 三水源新安江模型流程图

Fig. 4 Flowchart of 3-storey Xinanjiang model

新安江模型的结构设计为分散性的，即分为蒸散发计算、产流计算、分水源计算和汇流计算 4 个层次。
为了考虑降水和下垫面条件分布的不均匀性，计算时常将流域分为 N 个单元流域。新安江模型是个蓄满产

流模型，即认为流域具有一定的蓄水能力( 以田间持水量代替) ，并且这种持水能力在流域上是不同的。当降

水满足蓄水能力( 即蓄满) 以后，全部降水转化为径流，但在蓄满之前，所有降水均被土壤吸收。该模型的核

心是两条容量 ～ 面积分配曲线。一是流域蓄水容量 ～ 面积分配曲线，将流域分为产流( 蓄满) 区和非产流( 未

蓄满) 区，用来解决了流域面上产流不均匀的问题。二是自由水蓄水容量 ～ 面积分配曲线，用来解决产流区

面积上，自由水蓄水容量不同而导致的地表径流、壤中流和地下径流的组成比例不同的问题，以便区分不同

径流成分采取不同的汇流方法或汇流系数，以反映不同的汇流速度。新安江模型蒸散发采用分层计算，每层

蒸散发由其水分条件( 降水或土壤含水量) 和张力水蓄量计算。流域汇流则采用单位线、Nash 单位线、线性

水库等方法计算。
在实际应用中，无论 API 模型或新安江模型，在产流和汇流计算方面都在应用中不断得到改进。例如，

针对中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流域的特点提出了产流区概念: 在 P ～ R 关系中引进降雨强度因子参数以及在非

蓄满产流面积上加上超渗产流计算等等; 在汇流方面已普遍采用根据降雨特性( 暴雨强度、暴雨中心分布) 不

同而选用不同的单位线。这些改进，一方面提高了方案的实用性，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完善模型提供了客观

依据。一些部门结合本地区降雨和产汇流特性还自行研制和改进了一些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了比较满

意的结果。
当前，在水文作业预报中． 中国所采用的水文预报模型主要有中国自行研制的新安江模型、双超产流模

型、河北雨洪模型、姜湾径流模型、双衰减曲线模型等，从国外引进的模型主要有水箱、Sacramento、NAM
模型和 SMAR 等模型［6］，以及改进的国外模型［6］，如连续 API 模型、SCLS 模型等［7-9］。中国常用的水文预

报模型见表 1。
在长期的应用中，我们认识到，总体来讲，湿润地区的模型应用精度较高，干旱地区精度较差。模型精

度主要取决模型结构的合理性和资料的可靠性。模型结构不是越复杂越好，重要的是要很好地概化流域的产

汇流过程，要有较好的流域适应性。在湿润地区，主要是水量平衡问题，只要流域水文模型能够控制水量平

衡，一般都能取得较好的模拟效果。传统的 API 模型和新安江模型能够适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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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半湿润地区，在实时作业预报中一般都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精度和预报效果。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

产流方式是以超渗或超渗和蓄满混合型为主，新安江等模型结构本身不能较好地反映干旱地区的产流特点，

此外最主要的是干旱地区监测资料少，率定的模型参数代表性差，水文站点少，监测的雨量很难反映其时空

分布的实际情况，因此预报精度一般低于湿润地区。因此，今后水文模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应将重点放在

干旱、半干旱地区和资料缺乏地区，加强研究这些地区的雨洪特性与径流形成规律。
表 1 中国常用的水文预报模型

Table 1 Hydrological forecasting models commonly used in China

序号 名称 类别 序号 名称 类别

1 连续 API 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14 滞后演算法 流域、河道汇流计算
2 Tank 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15 马斯京干法 河道汇流计算
3 新安江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16 经验单位线 流域、河道汇流计算
4 NAM 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17 Nash 模型 流域、河道汇流计算
5 陕北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18 涨落差法 河道汇流计算
6 半干旱地区新安江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19 线性扩散波模型 河道汇流计算
7 辽宁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20 指数退水方法 退水计算
8 Sacramennto 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21 退水曲线方法 退水计算
9 SMAR 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22 SCLS 模型 产流和汇流计算
10 双超产流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23 多输入单输出模型 产流和汇流计算
11 河北雨洪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24 大湖演算法 河湖汇流计算
12 姜湾径流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25 动力波数模型 河道汇流计算
13 双衰减曲线模型 降雨径流计算 26 水库调洪计算 水库调度计算

2 水文预报系统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水文预报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取得了较快的进展。20 世纪 80 年

代早期，中国开发出了第一代在 VAX 机上运行的实时洪水预报系统和单机版的洪水预报系统［7-8］。受当时数

据库管理和软件开发技术的限制，数据多以文件模式管理，联机预报系统的功能也很简单，主要是将预报方

案和模型程序化。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通过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中国科技人员经过多年努力实践与创

新，不断开发应用具有数据库管理、模型参数率定和优化计算、作业预报、实时校正预报、以及数据和预报

成果的可视化等功能的预报系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0-11］。国际合作开发在此期间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

通过世行项目引进并联合开发美国天气局的洪水预报系统 NWSFFS［12-14］，在淮河、黄河等流域得到了较好的

应用。又如，与意大利联合研究开发的 SCLS 洪水预报系统，在汉江、北江等流域得到很好的应用。特别是

1997 年底举办的“全国水文预报竞赛”，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各流域结构和各省( 市、自治区) 水文部门，

及水利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代表队分预报方法和模型、预报系统和应用两个方面展示各自的成果和系统。该项

活动对中国水文预报系统的开发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代表队开发的 “全

国水情信息及洪水预报系统”经过不断的完善开发和应用，于 2001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目前的洪水预报系统在计算机网络、水文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等支持下运行，具有以下技术特点:

( 1) 系统功能全面 突出地表现在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多源信息采集和分析，以数据库及其管理为

中心，以水文模型和方法库为基础，在图形用户接口( GUI) 引导下形成人机交互式水文预报系统。目前应用

的典型的水文预报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功能: ① 强大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为模型率定、作业预报和信息

检索查询和服务提供快速的数据支撑; ② 适应不同流域特性的水文预报方法库和模型库，可根据流域的特

性选择适宜的方法和模型，以统一标准的模块化开发策略，提高了软件开发的效率和整体水平; ③ 智能化

的模型参数优化识别，通过自动优化计算，提高模型参数识别的效率，并与专家知识相结合，提高模型参数

识别的可靠性; ④ 考虑前期降雨量和实时降雨特性的水文作业预报; ⑤ 充分利用最新的观测信息，应用误

差分析理论对预报过程进行实时校正，逐步提高水文预报的精度; ⑥ 水情信息和预报成果的可视化，以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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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实时数据的监视分析和预报精度的评定; ⑦ 实用的人机交互功能，方便地控制系统的操作流程，并可通

过工作表定义和流域结构描述，快速定制新的流域的水文预报系统。洪水预报系统的组成见图 5。

图 5 水文预报系统组成图

Fig. 5 Flowchart of a typical hydrological forecasting system

( 2) 多种水文模型和方法 系统一般都具有降雨径流、河道演算、水库调度、实时校正等方面的数学

模型和经验方法，用户可以根据流域的具体情况进行选用，并能够很容易地加入新的模型和方法，很方便地

构建研究流域的预报系统。在实时作业预报时，能够实现“多种方法，综合分析，合理选用”的原则。
( 3) 强大实用的人机交互式功能 在专家交互处理模式的设计与开发方面不断创新，不仅具有一般的

计算机图形界面下的人工交互功能，而且开发了对数学模型计算结果进行交互分析、处理与校正的功能。可

以对模型的状态变量、降雨计算、模型参数等输入进行经验交互修正，还可以将输入输出资料进行直观的可

视化分析比较。
( 4) 双重系统结构 在网络支持下，先后开发了客户机( C1ient) 、服务器( Sever) 结构( C /S) 的预报系

统。该结构的系统运行效率高，但每个用户均需要安装预报软件，系统维护复杂，难度大。近几年来，随着

Java 等技术的应用，中国又相继开发了浏览器( Browser) 、服务器( Sever) 结构( B /S) 的预报系统。该结构的

系统维护方便，用户端仅需 IE 等浏览器，但有时因网络问题系统的效率较低。此外，系统的安全问题也需

要考虑。
( 5) 先进的组件技术 系统的核心功能模块采用组件和控件技术开发，增加了系统的通用性和开放性，

减少了系统开发量，提高了系统软件的标准化。

3 新技术应用

近十几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高新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的水文预报中，提高了预报软件

及作业预报的水平。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进展:

( 1) 模型参数优化技术 在模型参数率定中，较广泛应用 Rosenbroke、单纯形和基因遗传法等多种数学

自动优化方法，提高了参数识别的自动化程度，加快了参数优化速度。同时，由目标函数控制，自动调整优

化搜索方向，能够更快地找到最优值域。
( 2) 降雨洪水联合预测技术 在实时作业预报中，广泛应用了卫星云图和雷达测雨进行降水量定量分

析，开展降雨和洪水预测。首先根据气象资料提供洪水预报所需要的定点、定量、定时的雨量预测，然后进

行洪水预报，二者紧密结合，以增长洪水的预见期和提高预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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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交互式预报技术 自从引进了美国天气局河流预报系统( NWSRFS) 和交互式预报程序( Interactive
Forecast Program，IFP) 以来，先后在一系列流域上建立了交互式河流预报原型系统。IFP 由作业预报系统

( Operational Forecast System，OFS) 与 GUI 结合而成，可为河流预报员提供判断数据或模拟成果准确性所需的

信息，并进行交互式修正预报，逐步提高预报精度。
( 4) RS 和 GIS 技术应用 利用 RS 和 GIS 技术为水文模拟提供较准确地流域地质、地形、地貌、植被、

土壤利用、土壤类型、河流水系等许多下垫面条件的信息，为分布式水文模型、水文气象耦合模型和更有效

地利用和管理各种空间分布数据提供很好的平台。
( 5) 信息处理和数据管理技术 水文预报系统中的信息处理和数据管理一般包括信息采集、数据质量

控制和检查纠错，以及其它数据格式的转换和管理等。水文系统综合数据库一般由气象数据库、雨情数据

库、水情数据库、图形库、工情库等组成。

4 变化环境下的水文预报问题

环境变化主要包括: 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引起流域下垫面变化、全球气候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等。20 世

纪 50 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流域下垫面变化显著。湖泊总萎缩面积约占湖泊总面积的 18%，陆域湿

地面积减少了约 28%，森林覆盖率增加了约 10%，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从 18. 5%增长到 51. 8%，城市化

水平从 1980 年的 19%升至 2009 年 47%。下垫面的这些明显变化，直接影响流域的产流和汇流机制，影响

到流域的水文预报模型和方法。此外，修建的大量水利工程，不仅改变了流域的产流和汇流过程，而且改变

了流域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使得原来的水文序列失去一致性，原来率定的水文模型参数也失去了代表性，不

能用于对未来的预测。此外，以全球变暖( 过去百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上升了 0. 74℃ ) 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

化，除了直接影响流域的蒸散发能力，还将加剧土壤的暖干化和植被的生长，进而影响流域的产流和汇流机

制。因此，环境变化给流域的水文预报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为了解决流域下垫面条件的变化，过去十多年来，一些计算单元相对较小、适当考虑计算单元内水热交

换和平衡、以下垫面特征为主要概化对象的分布式水文模型或半分布式水文模型相继研究开发，并得到了一

定的应用。目前常用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包括: ① Mike-SHE 模型，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由欧共体资助下，

英国水文研究所( Institute of Hydrology，IH) 、法国 SOGREAH 公司、丹麦水力学研究所( Danish Hydraulic Insti-
tute，DHI) 联合研制开发的具有物理意义的分布式水文模型。② TOPMODEL，一个半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其理论基础是采用变动产流面积，即降雨使得土壤饱和方产生地表径流，饱和区域的面积由流域地形、土壤

水力特性和流域前期含水量等确定。③ VIC( Variable Infiltration Capacity) 模型，该模型考虑了陆面过程的可

变入渗能力，同时考虑了陆-气间水分收支和能量收支过程，并且考虑了蓄满和超渗两种产流机制。
变化环境降低了水文资料的代表性，因此资料缺乏地区的水文模拟问题在变化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由

于无足够的资料序列满足模型参数率定的要求，只有通过下垫面地理信息直接提取或建立水文模型参数与下

垫面要素之间的关系，以解决资料缺乏地区的水文模拟问题［9，15-16］。

5 结 语

几十年来，从新中国成立时的经验相关法和经验预报方案，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安江等模型的研究开

发、到 90 年代预报系统的开发应用，到目前的功能齐全、技术先进、操作方便、自动化程度高、基本满足

中国水文预报要求的新一代水文预报调度系统，中国的水文预报技术走过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广泛应

用、效益显著的过程。但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文预报新的要求，水文预报技术面临新的

问题和挑战。在未来的发展中，要重视以下技术的完善和发展:

( 1) 丰富水文预报的内涵 从现在的洪水预报为主，向洪水预报、干旱预报预测和山洪灾害预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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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水量预报向水量预报、水质预报和灾情评估分析发展; 从现在的地表水预报，向地表水、地下水预

报及联合调度发展。
( 2) 增强水文预报的作用 水文预报要面向经济社会的发展之需求，从现在的单一预报，向预报、调

度、决策支持等全过程服务; 从现在的为防汛服务，向防汛抗旱减灾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 3) 加强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研究 目前，已开发了一些分布式水文模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模

型结构复杂、模型参数多、参数确定难、预报精度低 ( 相对于概念性物理模型) 等问题，在实际预报中应

用受到限制。因此，应加强分布式水文模型开发和应用研究，特别是变化环境下的产流汇流机理研究和模型

参数化技术研究等。
( 4) 加强无资料地区或资料缺乏地区的水文预报技术( Prediction for Ungauged Basins，PUB) 研究 目前，

虽然关于应用下垫面地理信息确定模型参数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模型的参数化技术仍是一个难题，

需要开展大量细致的试验研究。
( 5) 加强雷达测雨、卫星遥感、地面观测等多源信息的同化分析和应用，提高流域 ( 或计算单元) 面

降水量的估算精度，进而提高洪水预报的精度。
( 6) 加强水文气象的学科交叉和结合，开展定量降水预报( QPF) 的研究和应用，进一步延长洪水预报的

预见期，提高洪水预报的效益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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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China's hydrological forecasting techniques*

ZHANG Jian-yun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njing Hydraulic Resource Institute，Nanjing 210029，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a’s hydr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technique progresses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which
involves the use of empirical correlations，catchment hydrological modeling，and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logical fore-
casting systems. The commonly used methods and models for hydrological forecasting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together
with the conditions for applications. The current skill of China’s hydrological forecasting techniques is assessed objec-
tively.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intense human-induced land-surface changes and global warming on the
catchment runoff generation and flow concentrating is provided. Emerging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hydrological fore-
casting under a changing environment is also analyzed. Finally，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a’s hydrological forecas-
ting development is prospected together with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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