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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降水丰枯遭遇风险分析
康　 玲，何小聪

（华中科技大学水电与数字化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受降水丰枯变化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的影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与受水区降水的丰枯遭遇状态各不相
同，给南水北调工程水资源调度运行带来风险。联合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和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
源区和受水区降水丰枯遭遇风险分析模型，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最不利的丰枯遭遇风险概率进行了研究。利
用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建立了水源区和受水区年降水量联合分布函数，计算条件概率，结合贝叶斯网络进行丰枯遭遇风险
分析。结果表明南水北调中线４个受水区调水风险的概率均在２５％以下，并对不同情景的调水风险进行了仿真
分析。
关键词：ｃｏｐｕｌａ函数；贝叶斯网络；南水北调；丰枯遭遇；风险分析
中图分类号：Ｐ３３３ 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４４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３１５；网络出版时间：２０１１０１１５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１０１１５ ２２１６ ００５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ＢＡＢ０４Ａ０９；２００６ＢＡＢ０４Ａ０７）
作者简介：康　 玲（１９６６ －），女，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水文风险分析、水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研

究。Ｅｍａｉｌ：ｋｌｉｎｇ＠ ｍａｉｌ ｈｕｓｔ ｅｄｕ ｃｎ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解决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战略性工程［１］，水源区和受水区分属长
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不同流域的水文特性受气候、下垫面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降水丰枯变化存在
差异性和不确定性［２］，影响水源区的可调水量和受水区的需水量［３４］，给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常调水带来一定
的风险。本文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和受水区丰枯遭遇风险进行研究，具体分析水源区与各受水区降水丰
枯遭遇并计算调水不利的概率，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资源调度及风险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目前常用的风险分析方法有直接积分法、蒙特卡洛法、ＪＣ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最大熵
原理、贝叶斯网络法等［５］。蒙特卡洛法、ＪＣ法、最大熵原理等方法，均只采用了先验概率计算风险。贝叶
斯网络法是基于贝叶斯条件概率的一种风险分析方法，它既能计算先验风险概率，又能充分利用后验新信息
进行网络推理计算风险概率［６］，在多变量水文风险分析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计算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和不同受水区之间降水丰枯遭遇风险时，需要计算不同区域降水的联合分布概率。韩宇
平［７］和闫宝伟等［４］分别用统计方法计算了南水北调水源区与受水区之间的丰枯遭遇概率。传统的统计方法
计算丰枯组合概率时不能考虑多维随机变量之间内在的相关关系［８］，这将影响风险计算的结果。ｃｏｐｕｌａ函数
方法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它是一种用于构造多变量联合分布的工具，可以描述变量间非线性、非对称性
的相关关系，在多变量水文频率计算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方彬等［９］用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方法进行年最大洪水两变
量联合分布研究，分析表明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变量分布拟合较好，可挖掘更多信息。因此，本文将贝叶斯网络与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方法相结合，建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风险分析模型。

１　 理论方法
１ １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方法

ｃｏｐｕｌａ是通过边缘分布和相关性结构构造多维联合分布，其基本理论是基于Ｓｋｌａｒ定理：设Ｘ、Ｙ为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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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机变量，边缘分布函数分别为ＦＸ 和ＦＹ，Ｆ（ｘ，ｙ）为变量Ｘ和Ｙ的联合分布函数，如果ＦＸ 和ＦＹ 连续，则
存在唯一的函数Ｃ（ｕ，ｖ）使得［１０］

Ｆ（ｘ，ｙ）＝ Ｃ（ＦＸ（ｘ），ＦＹ（ｙ））　 ，　 ｘ，ｙ （１）
则称函数Ｃ（ｕ，ｖ）为ｃｏｐｕｌａ联结函数。

常用的ｃｏｐｕｌａ联结函数有Ｃｌａｙｔｏｎ函数、Ｆｒａｎｋ函数和ＧｕｍｂｅｌＨｏｕｇａａｒｄ函数。其中含１个参数的Ｃｌａｙｔｏｎ
函数构造简单，易于计算［１０］，在丰枯遭遇分析中应用效果较好［４］，因此本文选用Ｃｌａｙｔｏｎ函数作为ｃｏｐｕｌａ联
结函数。其联结函数形式为

ＦＸＹＩ ＝ ［ＦＸ（ｘ）－ θ ＋ ＦＹｉ（ｙ）－ θ － １］－１ ／ θ （２）
式中　 θ ＝ τ ／（１ － τ），τ ＝（Ｃ２ｎ）－ １

ｉ ＜ ｊ
ｓｇｎ［（ｘｉ － ｘｊ）（ｙｉ － ｙｊ）］；ＦＸ（ｘ），ＦＹ（ｙ）分别为变量ｘ和ｙ的边缘分布函数。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和受水区降水量联合分布计算中，水源区和受水区降水量边缘分布选用皮尔
逊Ⅲ型分布，概率密度函数ｆ（ｘ）和分布函数Ｆ（ｘ）分别为

ｆ（ｘ）＝ βα

Γ（α）（ｘ － ａ０）
α －１ ｅ － β（ｘ － ａ０）　 ，　 Ｆ（ｘ）＝ ∫

ｘ

０
ｆ（ｔ）ｄｔ （３）

式中　 σ、β、ａ０ 为参数，分别与降水序列的均值珋ｘ、变差系数ＣＶ、偏差系数Ｃ Ｓ 有关，α ＝ ４ ／ Ｃ２Ｓ；β ＝
２ ／（珋ｘＣＶＣ Ｓ）；ａ０ ＝珋ｘ（１ － ２ＣＶ ／ Ｃ Ｓ）。
１ ２　 贝叶斯网络

设Ａ、Ｂ是两个事件，且Ｐ（Ａ）＞ ０，在事件Ａ发生的条件下事件Ｂ发生的条件概率为
Ｐ（Ｂ ｜ Ａ）＝ Ｐ（ＡＢ）

Ｐ（Ａ） （４）
贝叶斯定理：设试验Ｅ的样本空间为Ｓ，Ａ为Ｅ的事件，Ｂ１，Ｂ２，…Ｂｎ 为Ｓ的一个划分，且Ｐ（Ａ）＞ ０，Ｐ

（Ｂ）＞ ０（ｉ ＝ １，２，…，ｎ），则贝叶斯公式为
Ｐ（Ｂｉ ｜ Ａ）＝

Ｐ（Ａ ｜ Ｂｉ）Ｐ（Ｂｉ）


ｎ

ｊ ＝ １
Ｐ（Ａ ｜ Ｂｊ）Ｐ（Ｂｊ）

，ｉ ＝ １，２，…，ｎ （５）

贝叶斯网络是基于条件概率和贝叶斯定理建立起来的网状结构有向无环图，以图形化的方式表达不确定
信息的概率，直观地显示系统内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１１ １３］。它将随机事件抽象成网络结点，将具有
直接相关关系的结点用有向弧连接，事件的概率由结点的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表示，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推理
功能的网状结构图。

图１　 ３个结点的简单贝叶斯网络图
Ｆｉｇ １ Ｓｉｍｐｌ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ｄｅｓ

一个完整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包含网络结构和网络参数两
部分［１４］。网络结构是根据结点间的因果关系建立的拓扑联
系，网络参数为网络中根结点的先验概率和非根结点的条件
概率。如图１所示一个具有Ａ、Ｂ、Ｃ三个结点的简单贝叶斯
网络，Ｐ（ａｉ），ｉ ＝ １，２，…，ｎ、Ｐ（ｂｊ ｜ ａｉ），ｊ ＝ １，２，…，ｍ和Ｐ
（ｃｋ ｜ ａｉ ｂｊ），ｋ ＝ １，２，…，ｑ为进行网络推理所必需的网络参数。

贝叶斯网络智能地进行概率推理，计算不同条件下结点
的概率。

Ｐ（ｂｊ）＝ 
ｎ

ｉ ＝ １
Ｐ（ｂｊ ｜ ａ ｉ）Ｐ（ａｉ） （６）

Ｐ（ｃｋ）＝ 
ｎ

ｉ ＝ １

ｍ

ｊ ＝ １
Ｐ（ｃｋ ｜ ａｉ ｂ ｊ）Ｐ（ａｉ ｂｊ） （７）

由式（４）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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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ｉ ｂｊ）＝ Ｐ（ｂｊ ｜ ａ ｉ）Ｐ（ａｉ） （８）
则

Ｐ（ｃｋ）＝ 
ｎ

ｉ ＝ １

ｍ

ｊ ＝ １
Ｐ（ｃｋ ｜ ａｉ ｂ ｊ）Ｐ（ｂｊ ｜ ａ ｉ）Ｐ（ａｉ） （９）

本文分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和受水区丰枯遭遇风险，将水源区和受水区抽象成网络结点建立贝叶
斯网络，网络结点间的条件概率运用ｃｏｐｕｌａ函数联合分布计算，利用贝叶斯网络的推理功能对水源区和受
水区降水丰枯遭遇进行风险分析。

２　 模型应用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丹江口以上地区）和４个受水区（唐白河、淮河、海河南系、

表１　 丰、平、枯水年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ｗｅｔｎｅｓｓ，ｎ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ｄｒｙｎｅｓｓ ｙｅａｒ
丰枯类型 枯水年 平水年 丰水年
划分标准 ｘ≤ｘ３７ ５％ ｘ３７ ５％ ＜ ｘ ＜ ｘ６２ ５％ ｘ≥ｘ６２ ５％

海河北系），资料系列为１９６１ ～ ２００６年实测降水资料。
根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资源调度的实际情况，时间尺
度采用调水年（１１月１日～次年１０月３１日）。基于ＧＩＳ
平台采用泰森多边形法计算流域平均降水量，并按照
表１确定丰水年、平水年、枯水年的划分。

根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和各受水区丰枯遭遇关系，确定贝叶斯网络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丰枯遭遇贝叶斯网络结构
Ｆｉｇ ２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ｉｃｈｐｏｏｒ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设丹江口水源区降水量为Ｘ（ｘ１，ｘ２，…，ｘＮ），受水区降水量为Ｙｉ（ｙｉ１，ｙｉ２，…，ｙｉＮ），ｉ ＝ １，２，…，４。选
用Ｃｌａｙｔｏｎ函数作为ｃｏｐｕｌａ联结函数，建立水源区与受水区之间的联合分布函数。

ＦＸＹ１ ＝ ［（∫ｆ（ｘ）ｄｘ）－ θ ＋ （∫ｆ（ｙｉ）ｄｙｉ）－ θ － １］－１ ／ θ （１０）
ｆ（ｘ）和ｆ（ｙ）为式（３）所示的皮尔逊Ⅲ型概率密度函数，θ可由式（２）求得。

以丹江口水源区和海河南系受水区遭遇为例，图３显示了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方法计算的联合分布频率与经验频率
拟合情况较好，同时该方法还能方便绘制联合分布等值线图，可以直接从图中查出不同降水量组合的联合分布
概率（图４），图中直线标示为丹江口降水量小于８００ ｍｍ，并且海河南系降水量小于６００ ｍｍ的遭遇概率为３６％。

根据ｃｏｐｕｌａ联合分布函数，计算水源区与各受水区丰枯遭遇的条件概率。设水源区的状态为Ｘｊ（ｊ ＝ １，２，
３）和４个受水区的状态分别为Ｙｉ，ｊ（ｉ ＝ １，２，３，４；ｊ ＝ １，２，３），状态１，２，３分别表示丰水年、平水年和枯水
年，则水源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条件概率分布为

Ｐ（Ｙｉ，ｊ ｜ Ｘ ｊ）＝
Ｆ（Ｘｊ，Ｙｉ，ｊ）
Ｆ（Ｘｊ）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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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２所示。

图３　 丹江口与海河南系降水联合分布拟合图
Ｆｉｇ ３ Ｊｏｉ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Ｄａｎ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Ｈａｉ Ｒｉｖｅｒ

图４　 丹江口与海河南系降水联合分布等值线
Ｆｉｇ ４ Ｉｓｏ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ｊｏｉ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Ｄａｎ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Ｈａｉ Ｒｉｖｅｒ

表２　 水源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条件概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ｉｃｈｐｏｏｒ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状态组合 条件概率
水源区状态 受水区状态 唐白河 淮河 海河南系 海河北系

丰 ０ ５２８ ０ ５４４ ０ ４１６ ０ ３９５
丰 平 ０ ２７２ ０ ２７２ ０ ２５９ ０ ２５３

枯 ０ ２００ ０ １８４ ０ ３２５ ０ ３５２

丰 ０ ４０８ ０ ４０８ ０ ３８８ ０ ３８０
平 平 ０ ２８４ ０ ２９０ ０ ２５６ ０ ２５２

枯 ０ ３０８ ０ ３０２ ０ ３５６ ０ ３６８

丰 ０ ２００ ０ １８４ ０ ３２５ ０ ３５２
枯 平 ０ ２０５ ０ ２０３ ０ ２３７ ０ ２４５

枯 ０ ５９５ ０ ６１３ ０ ４３７ ０ ４０５

　 注：表中数字表示水源区在某一状态下，受水区对应状态的条件概率。如第４行第３列０ ２７２表示Ｐ（唐白河平｜水源区丰）＝ ０ ２７２。

将上述利用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方法计算的条件概率输入到贝叶斯网络中，得到贝叶斯网络模型如图５所示。考
虑到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后具备多年调节能力，因此在分析调水风险时，将水源区和受水区同时遭遇枯水年
作为对调水最不利的状态，视为调水风险，其它丰枯组合状态视为能正常调水状态。

图５　 丰枯遭遇贝叶斯网络图
Ｆｉｇ ５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ｉｃｈｐｏｏｒ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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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贝叶斯网络的推理计算得到４个受水区遭遇调水风险概率分别为：唐白河２２％，
淮河２３％，海河南系１６％，海河北系１５％。

在应用中，还可以充分利用水源区和受水区的预测信息，作为后验信息输入到贝叶斯网络中，利用网络
的推理功能可以快速反映当网络中某结点输入新信息后，对其它相关结点条件概率的影响。例如在建立的贝
叶斯网络中输入淮河受水区为枯水年、海河南系受水区为丰水年的后验信息，模型推理计算的调水风险如图
６所示。

图６　 输入后验信息的贝叶斯网络图
Ｆｉｇ ６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对比图５和图６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加入了淮河为枯水年、海河南系为丰水年的后验信息，丹江
口水源区丰、平、枯３种状态的概率发生了变化，丰水年概率从３７％降低到２１％，平水年从２６％降低到
２３％，枯水年从３７％增加到５６％，枯水年的概率显著增大。此时唐白河、淮河、海河南系和海河北系４个
受水区的调水风险概率分别为３３％、５６％、０％和２２％。计算结果表明，在给定情景条件下，海河南系为丰
水年，不会出现调水最不利的枯枯组合状态，因此调水风险概率降为０。受水区除海河南系以外调水风险均
有所增加，其中，淮河受水区调水风险增加到５６％，需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方法与贝叶斯网络理论，研究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和受水区降水丰枯遭遇

风险，运用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方法计算水源区和各受水区年降水量的联合分布概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贝叶斯网
络风险分析模型，分析基于历史数据及给定情景条件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风险。计算结果表明该模型
计算的风险概率更加科学合理，充分考虑了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同时具备了网络智能推理和后验风险概率计
算能力，能根据不同情景分析调水风险，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文风险分析提供了一种新方法，也为其它领
域多变量风险分析提供新的思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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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水科学进展》是以水为论述主题的学术期刊，主要反映国内外在暴雨、洪水、干旱、水资源、水环境等领域中科学技术

的最新成果、重要进展，当代水平和发展趋势，报道关于水圈研究的新事实、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交流新的科研成果、
技术经验和科技动态；她涉及与水有关的所有学科，包括水文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质科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
水利科学和水力学、冰川学、水生态学以及法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中与水有关的内容。

本刊热诚欢迎广大水科学工作者踊跃投稿，尤其欢迎以下几方面的稿件：
（１）题材较重大，能为国家对与水有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稿件；
（２）反映水科学各分支学科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前沿课题的稿件；
（３）探讨水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相互关系及水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等宏观科学问题的稿件；
（４）报道对推动水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新概念及新途径的稿件；
（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水科学基础理论（尤其是跨学科的生长点）与实际问题的稿件；
（６）介绍有推广价值，思路新颖的技术方法和经验的稿件。

《水科学进展》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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