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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系统风险分析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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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结地下水风险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地下水系统风险定义，归纳了地下水系统的特点，分析了地下水系
统风险的影响因素，并将其影响因素概括为３类：自然现象不确定性、社会不确定性、人类认知局限性，评述了地
下水系统风险分析方法，针对目前地下水系统的风险分析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建议从拓展地下水风险
分析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选用合适的风险分析方法、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相结合以及研究“风险分析的风险”
４个方面进一步开展地下水系统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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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地下水运动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１８５６年，Ｄａｒｃｙ定律的问世是定量认识地下
水运动的开始［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地下水系统理论逐渐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用系统理论研究地下水。地下
水系统是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化而形成的，内部结构不均一性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了地下水系统是一
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２３］。这个复杂巨系统受到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这种干扰加剧了地下水系统的不
稳定性。由于对地下水资源缺乏科学评价与管理致使地下水严重超采，引起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地下水位
下降，水质污染、地裂缝、地面沉降和生态退化等［４］。从而增加了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风险。因此，迫
切需要开展地下水系统的风险研究，辨识地下水系统存在的风险，计算地下水系统风险率及评估风险损失，
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以加强地下水供给和需求管理，实现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１　 地下水系统风险研究现状
早在１９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风险的概念。２０世纪初，美国古典经济学家Ｗｉｌｌｅｔ最早提出

了风险的定义，认为风险是关于不愿意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的客观体现。２０世纪３０ ～ ４０年代，开始研
究风险与可靠性问题［５］。风险是一个系统造成事故的可能性和这种事故导致的损失或后果。它由风险因素、
风险事故和损失所构成，三者构成统一体，风险因素引起风险事故，风险事故发生可能造成损失［６］。
１ １　 地下水开发利用风险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国外文献比较少，Ｄ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７］建立了地下水不确定性的一阶数学模型。Ｖｅｎｕｅ［８］用一
次二阶矩法分析了地下水运行时间的不确定性。Ｄｉｎ［９］等在关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文章中，指出了地
下水开发的风险问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与地下水开发利用相伴生的风险问题。束龙仓等［１０１２］根据不确定性因素产
生的原因，将地下水资源评价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分为两大类，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某水源地为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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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区内各点的导水系数Ｔ作为随机变量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对该水源地地下水资源评价进行了可靠性分
析；以济宁市深层承压含水层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开采量确定的风险分析，并用蒙特卡罗方法对随机变
量进行模拟。Ｃａｍａｒａ等［１３１４］进行了镇江市地下水资源评价与地下水开采的风险分析，综合分析了地下水超
采引发灾害的风险评价；根据区域水源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区域地下水事故的风险分析和地下
水开采方案的风险评价。李如忠等［１５１７］根据地下水系统多种不确定性特征，运用盲数理论，定义了水文地
质参量盲数，提出了盲信息下地下水资源允许开采量计算模型；运用未确知数学理论对地下水资源风险分析
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定义了未确知风险基本概念，提出了盲信息下地下水资源补给量计算模型和允许开采
量的未确知风险分析方法；在定义水文地质未确知参数的基础上，运用未确知数学理论建立了地下水位下降
量预测的未确知数学模型。冶雪艳［１８］运用突变理论对黄河下游的地下水开发进行了风险评价。束龙仓等［１９］

应用一种概率风险分析方法评价了济宁市地下水水位降落漏斗区的风险度。在可靠度和严重度计算结果的基
础上，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计算了漏斗区风险度的空间分布。刘佩贵等［２０］在阐述模糊概率和截集λ的概念的基
础上，将模糊信息引入确定地下水可开采量的风险分析中，建立了模糊随机风险估算模型。
１ ２　 地下水环境风险分析研究

由于地下水受污染越来越严重，国内外学者广泛开展了地下水污染的风险研究。国外通过对地下水脆弱
性研究，区别不同地区地下水脆弱性程度，评价地下水潜在的易污染性，从而警示人们对地下水环境问题风
险性的认识。Ｃｏｌｌｉｎ［２１］和Ｓｅｃｕｎｄａ［２２］分别进行了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与编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２００２年
世界银行出版了“地下水质量保护”用户指南，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地下水脆弱性与风险性评价［２３］。

国内也广泛开展了地下水污染风险分析的研究。蔡树英等［２４］用改进的一次二阶矩法和蒙特卡洛法对无
吸附和有吸附溶质地下水污染的风险率进行了计算。王国利等［２５］分析了ＤＲＡＳＴＩＣ模型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讨论了含水层易污染性及其评价中存在的模糊性，建立了多目标模糊模式识别模型。董亮［２６］以地理信息系
统为基础平台，建立了西湖流域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模型，计算出了流域内地下水污染风险图。宋汉周［２７］

把地下水去除污染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分为客观和主观两种，并概述了研究此类问题较为有效的方
法。李绍飞［２８］根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了海河流域地下水系统环境风险的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陈鸿汉［２９］等介绍了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的基础理论和评价方法，提出了“叠加风险”
和“多暴露途径同种污染物累计健康风险”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建立了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体系。韩冰
等［３０］针对地下水中有机污染物，根据有机污染物的自然衰减作用，以北方某市一典型有机污染区的地下水
为例，对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危害进行了风险计算和评价。张丽君［３１］回顾了各国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与编图研
究工作以及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研究的最新进展，提出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的框架及其指标体系。张保祥
等［３２］针对泰国清迈盆地的特点，利用ＤＲＡＳＴＩＣ方法对该地区的地下水脆弱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申利娜［３３］

以浅层地下水为评价对象，通过对地下水系统结构、污染源解析，构建地下水脆弱性和污染源综合评价耦合
模型，研究建立针对地下水污染源的多指标评价方法，形成了地下水污染风险区划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和
参数体系。

２　 地下水系统风险
２ １　 地下水系统风险概念

将可靠性和风险性分析用于地下水问题研究，在国际上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虽然对有关地下水的风险
问题研究颇多，但对地下水系统风险的内涵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认识。

本文在总结风险和地下水风险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地下水系统风险定义。地下水系统风险是指在地下
水开发利用过程中，由于受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地下水系统可能产生不利事件，并由此造成地下水系统
不确定的损失或后果。地下水系统风险研究包括地下水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研究和地下水系统周围环境的不
确定性研究；其研究对象是风险事件的成因和风险事故的概率以及事故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构成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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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和危害。这些不利事件有：地面沉降、海（咸）水入侵、地下水污染和地下水工程报废等。
２ ２　 地下水系统的特点

地下水系统除了具有系统性、层次性、适应性等一般系统特性外，自身还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特
征。仵彦卿［３４］认为地下水系统既存在确定性，又存在随机性，并建立起地下水系统确定随机性数值模型。
李如忠［３５］分析了地下水系统的模糊性，建立了地下水开采的模糊模型。左其亭［３６］从地下水系统的基本特性
出发，认为地下水系统不仅存在确定性、随机性，且存在灰色性、未确知性。

（１）确定性　 地下水系统具有确定性的特征。地下水系统受到外界干扰，水岩土化学物质之间的物理
和化学作用得到响应，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个作用过程是一个客观规律的再现，具有确定性。再者，含
水层的结构、成分、分布在时空域中都是以确定的形式客观确定存在的。地下水在岩层中运移与岩土及水中
化合物的作用规律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认识和研究地下水系统风险的基础。

（２）随机性　 地下水系统受外界干扰可能导致其状态和功能变化，如气候异常、水文随机、地质突变
等，这些变化常常表现为随机性。当地表水与地下水有密切水力联系，地下水位高低会随降水变化而变化，
表现为随机性。另外，复杂的地下水含水层结构使得地下水系统的含水性、富水性及水文地质参数变化规律
具有空间变异性和时变性。这种时空域的差异造成水文地质参数试验点的随机选取而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３）模糊性　 地下水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系统输入与输出、系统结构与状态等方面，存
在着固有的模糊性。如含水层的透水性的区分，透水层、弱透水层和不透水层都相对的，表明地下水系统的
结构及状态具有模糊性；再如隔水边界、定水头边界等也都不是绝对的，说明地下水系统边界也具有模糊
性。

（４）灰色性　 由于地下水系统边界的信息不可能完全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部分已知，部分未知，
则系统边界信息就表现为灰色。另外地下水系统内部结构复杂，状态变化不停，受影响因素较多且具有不确
定性，人类对其本质规律不能完全掌握，因此对系统的认识也只是部分已知，部分未知，即系统本身具有灰
色性。再者由于人类认识能力和获取有关系统信息手段有限，那么建立的模型也是概化的，模型中有些参数
的概念不清楚或者没有物理意义，所以构建的模型也呈灰色性。

（５）未确知性　 由于决策者所掌握的证据不足以确定事物的真实状态和数量关系而带来的纯主观认识
上的不确定性［３７］，这种不确定性又称为“未确知信息”。在地下水系统中也存在未确知信息。由于研究者所
掌握的资料和数据不足以还原系统真实的状况，从而在主观认识上产生了未确知的不确定性。例如某区域内
某时段地下含水层的含水量是确定的，但是无法准确无误地知道它的数量。
２ ３　 地下水系统风险因素

钱学森［３８］认为，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地下水系统风险不
是一个单一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众多复杂因素的系统工程。应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相结合分析地下水系统
存在的风险、风险概率及损失程度。在研究地下水系统风险问题时，应根据地下水系统风险的概念，把握系
统内各因素的本质联系，用整体观综合分析和研究地下水系统风险。地下水系统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是产
生风险的充分条件，因此，对地下水系统进行风险分析，首先要分析不确定性因素。束龙仓［１０］根据不确定
性因素产生的原因，将地下水系统不确定性因素划分为客观随机性因素和主观不确定性因素两大类。Ｃａｍａ
ｒａ［１４］将不确定性因素分为事故原因不确定性因素和事故后果不确定性因素。

风险是由系统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由于地下水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及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
局限性，地下水系统总是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这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按其来源可概括为：自然现
象不确定性因素、社会不确定性因素、人类认知局限性。

自然现象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是指由气候变化以及地理地质环境的差异所引起的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
的变化及其随机性给地下水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５］，如水文系统随机性变化、气象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地质
环境突变等。

社会不确定性因素是指由人类无法把握和有效地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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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地下水系统带来的干扰，如人口变化，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等等。
人类认知局限性是指由于人类智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导致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手段和能力都是有限

的，从而使人类在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工程中无法考虑到所有未知因素进而导致水资源浪费、水质污染及
地下水系统功能衰减等。

３　 地下水系统风险分析方法
３ １　 随机理论方法

随机理论方法是最先应用在风险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考虑地下水系统的随机不确定性，以概率论
和数理统计法为主，在水文随机研究中最为成熟，应用也比较广泛。有ＤＣ（直接积分）法、ＭＣ（蒙特卡罗）
法、ＦＯＳＭ（一次二阶矩）法、ＭＦＯＳＭ（均值一次二阶矩）法、ＡＦＯＳＭ（改进一次二阶矩）法和ＪＣ（验算点）法。

（１）ＤＣ法　 当已知系统风险因素概率密度函数及概率关系时，能够建立起功能函数，用积分的方法计
算出风险率。这种方法概念性强，是风险分析的基础思想；但是当影响因素较多时，概率密度函数或概率关
系难以建立，这种方法应用就受到限制。至今在地下水风险研究中还没有见到过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

（２）ＭＣ法　 ＭＣ法根据所求问题构造一种随机变量或过程，使其满足所求问题的解。然后对构造的随
机变量或过程进行抽样，由抽样的样本计算出相应的参数值，作为所求问题的近似解。这种方法原理简单，
避免了求复杂概率密度函数或概率关系的困难。因此在工程风险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计算结
果有赖于变量的概率分布、样本容量和抽样次数，计算量大且精度不高。束龙仓［１２］以济宁市地下水资源评
价为例用ＭＣ法对地下水允许开采量的确定进行了风险分析。

（３）ＦＯＳＭ法　 在难以用统一的方法确定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或变量分布不清楚情况下，一次二阶矩法
（ＦＯＳＭ）采用只有均值和方差的数学模型求解概率分布；然后利用泰勒级数展开，略去二次以上的高次项，
再将变量线性化，采用迭代法求解原点到极限状态曲面的最短距离来求风险率［３９］。如果展开点选为均值点，
称为ＭＦＯＳＭ法，这种算法假设各变量相互独立；如果均值到极值的变化关系与线性相差较多，ＭＦＯＳＭ的
计算可能误差颇大。而ＡＦＯＳＭ法为克服这一缺点，将展开点选为极限点。ＦＯＳＭ法计算效率一般远高于ＭＣ
法，但是收敛性有待理论上的证明。蔡树英［２４］利用ＡＦＯＳＭ和ＭＣ方法对地下水污染风险进行了初步研究。
刘佩贵［４０］提出了处理地下水系统中随机不确定性的方法ＡＦＯＳＭ，并将其应用在傍河水源地地下水可开采量
的可靠性分析中。

（４） ＪＣ法　 在变量分布未知的情况下，用ＪＣ法可以将变量的非正态分布当量化为正态分布；对于此正
态分布函数，要求在验算点处的累计概率分布函数（ＣＤＦ）值和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值与原来的分布函数的
ＣＤＦ值和ＰＤＦ值相同。后根据这两个条件求得等效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标准差，最后用ＦＯＳＭ法求出风险值。
这个算法计算效率高，在变量非线性化程度不高时，可满足精度要求，因此被广泛应用。杜文堂［４１］根据ＪＣ
法建立了地下水资源开采分析的极限状态方程。结合实例对地下水开发的风险概率进行了预测计算，分析了
各种参数的影响。
３ ２　 现代风险分析方法

上述的方法都是从系统随机性出发的，均是概率估计问题，结果可靠性不仅取决于于统计资料的真实性
和完备性，还取决于风险分析的理论水平。地下水系统除了具有随机性之外，还有模糊性、灰色性和未确知
性；对于地下水系统的这些不确定性，也产生了相应的风险分析方法。

（１）基于模糊理论的风险分析方法　 因地下水系统涉及的自然与人为因素较多，实际中不可能得到参
数的精确值，即存在参数的模糊性。模糊分析法将风险因子视为模糊变量，应用模糊集理论建立风险因子的
隶属函数，将文字性描述转化为数学描述，按照模糊关系运算规则计算系统的不确定性。李如忠［４２］从影响
地下水脆弱性的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出发，初步构建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风险评价的
模糊多属性决策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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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灰色理论的风险分析方法　 系统的不确定性源于系统内在不确定性、模型的不确定性、参数
的不确定性和获取到的信息的不足和不精确性，将源于对系统认知的缺乏所产生的主观不确定性归结为灰色
不确定性。而灰色系统方法则是在随机风险率方法基础上，强调对风险率的灰色不确定性的描述与量化。耿
东生［４３］提出了基于灰色理论的地下水调度风险预测模型。

（３）基于未确知理论的风险分析方法　 由前述分析知，地下水系统具有未知不确定性，对于地下水系
统问题可以从系统未确知性角度进行研究。李如忠［１６］定义了水文地质参数盲数、未确知风险等基本概念，
提出了盲信息下地下水允许开采量的未确知风险分析方法。李如忠［１７］在定义水文地质未确知参数的基础上，
运用未确知数学理论建立了地下水位下降量预测的未确知数学模型。

（４）基于最大熵原理的风险分析方法　 由于地下水系统中许多风险因子的随机特性都无先验样本，而
只获得一些数字特征，而这些数字特征的概率分布有若干个甚至无穷多个，要从中选择一个分布作为真分布
以进行风险分析，从数学角度看，其优选标准就是最大熵准则［４４］。最大熵准则优点是可以排除人为因素、
风险因素等的干扰，能反映评价对象的客观信息。

（５）其它风险分析方法　 还有故障树分析法（ＦＴＡ）、事故树分析法（ＥＴＡ）、主成分分析法（ＭＩＡ）、极值
理论（ＥＶＴ）、多目标决策法（ＭＯＤＡ）、风险评价指数矩阵法（ＲＡＭ）和突变理论（ＣＡ）等。

４　 结论与展望
地下水风险分析是近些年来才发展起来的，地下水系统的风险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和

创新，但是由于研究起步晚，应用的都是比较成熟的风险分析理论，同时也引进了新的不确定理论，但这些
理论和方法都还存有很多不足。在今后的研究和工作中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１）拓展地下水风险分析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目前，随机风险分析研究比较成熟，但是地下水的
模糊性、灰色性和未确知性等研究才刚刚起步，相应的风险理论需要深入研究，同时，地下水系统风险的概
念及不确定性还要继续探索和研究。

（２）选用合适的风险分析方法。地下水系统中风险分析已有很多种分析方法，针对具体的问题正确选
择合适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各种风险分析方法均有优缺点也各有自己的适用条件。此外地下水系统具
有不同形式的不确定性，重视不同方法的综合应用，对目标多因素和多目标多因素风险问题应建立合理的综
合风险分析评价体系。

（３）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相结合。现有的风险分析大部分停留在风险概率或可靠度的计算，没有把风
险事件、风险概率和损失后果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评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程的需要，风险损失计算的重
要性越来越突出。另外把计算机模拟和仿真技术应用到风险分析中，这是地下水系统风险分析的研究发展趋
势，也是未来进行风险管理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

（４）研究“风险分析的风险”。依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信息误判风险因素和事故类型会导致概率分布估
计的失误，再加上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异常变化，都将导致风险分析的偏差，因此风险分析也存在失误
的风险。树立“风险分析存在风险”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根据基本资料信息的可靠程度和对研究对
象和环境的认知水平，对风险分析的风险做出科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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