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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方法的演进与诠释
任立良，江善虎，袁　 飞，雍　 斌，龚露燕，袁山水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基于水文学的定义和内涵，应用描述性解释性人本性的思想方法，从问题、学科、方法３个维度入手，总
结出水文科学发展演进的３条主线，剖析了各条主线不同阶段之间的辨证关系，并认为：体现上述３个维度的３条
主线相互交叉，在研究对象、科学认知、方法手段和技术平台层面会形成水文学科新的生长点。针对地球水圈系统
复杂多变的态势，加之水文学理论的发展曾受到方法的分割和不同方法之间互不交流的妨碍，诠释了水文学中的
经验性方法与理论性公式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解读了确定性方法与随机性途径之间对立统一的相容性，最后阐述
了背景环境变化和不确定性干扰情形下采取各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组合”来研究水文循环路径／过程“组合”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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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的英文名称是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前缀“Ｈｙｄｒｏ”是水的意思，词干“ｌｏｇ”是研究的意思，所以研究地
球上水的学问称作水文学，这与天文、地文（最早称地理，现今为地学）、人文、中文等学问名称的由来如出
一辙。北齐的刘昼《新论·慎言》：“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语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则有谪
蚀之变，地文失必有崩竭之灾，人文失必有伤身之患。”由此可见，中国的水科学祖先为水文学所起的名称
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学术积淀。

水文学是探究地球上水的起源、存在、分布、循环和运动等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一门学
问和知识体系。国际著名水文学家Ｄｏｏｇｅ［１］给水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即水文学的本质是求解水量平衡方程。从定量的角度来看，研究地球上水的水文学
方法体现在水量平衡方程里。Ｌｅｅ［２］将水文学定义为探求诠释和定量化任何给定的时间、给定的空间尺度上
水平衡动力学过程以及水文循环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传输关系的一门科学，时间尺
度可以从秒至年（际），空间尺度可从点到全球。因此，水文循环是水文科学的基本原理，水量平衡是水文科
学的基本准则。

１　 水文科学的演进历程
水文科学的发展动力来自社会的需求。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或阶段，水文学承担起解决国计民生出现

的水问题的任务，并通过实践运用和检验，不断将水文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
气候特征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洪旱灾害频发的国度，真正意义上体现季风气候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文学发
展方向和演进脉络，还是新中国成立（１９４９年）以后几代人经过６０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水文学的理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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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才取得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

图１　 水文学演进的３条主线及其特征
Ｆｉｇ １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ｒｏｕｔｅｓ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应用描述性解释性人本性的思想方法，图１梳理出水文科学发展演进的问题、学科、方法３条主线，
现分述如下。

（１）问题维度上　 按照水文学的研究对象、所需回答或要解决的问题，陈家琦［３］将水文学的发展历程
划分为“地理水文工程（应用）水文水资源水文”。

公元前４世纪古希腊人创造了“地理学”名词［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前缀“Ｇｅｏ”是地、地球的意思，词干
“ｇｒａｐｈ”是描述、作图的意思，因此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字面来看地理学乃描述地球之学问。早先地理学偏文科，
现在中国属理科，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地理水文多多少少带有地球科学方法的色彩；工程水文虽属于工
科，为解决水利工程实际问题，工程水文学需要经济学的知识，且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水资源水文是一门
综合交叉学科，既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又与经济、社会有关，不仅需要理科、工科知识，还需要经济
学、管理学的知识，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可归纳为：理工融合、经管支撑。

（２）学科维度上　 依照不同时期水文科学的理论认知水平、重点研究内容，把水文学的发展阶段诠释
为“物理水文化学（环境）水文生态水文”。

物理水文主要探索水文物理规律，重点研究：量，是以水量或径流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从洪水到干旱、
从降水到径流，这是２０世纪中叶水文学科体系“测、报、算”研究的主要范畴；化学水文即追寻存在于水
体中溶质化学成分的运移、转化、分解、变化过程，主要关注：质，故亦称环境水文，出现于２０世纪７０ ～
８０年代；生态水文是认知生物作用，尤其关注：生命，包括动植物、人类自身以及与食物供给有关的粮食
生产，产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如ＨＥＬＰ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计划。如果说水文学以
前着重于水体的物理规律、化学性质的研究，那么发展到今天的水文学愈来愈注重水生、陆地生物特性的研
究。水文实验研究对物理水文、化学水文和生态水文的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达西定律、道
尔顿蒸发定律都是由实验观测获得，可以说水文学从经验性走向概念性再到科学性、从定性描述走向定量解
释的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实验研究的成果。当今变化环境下水文循环系统异常复杂，尤其需要敏感地区水文
循环、物质循环和能量平衡变化的实验研究，认知敏感地区环境变化的生态水文响应机理，给出不同地理区
位、不同气候条件河流生态径流过程与生态需水量。

人类通过工程活动改变了陆地表面８３％的景观，大多数情形下人们尚不清楚这些改变如何影响自然生
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能量流等过程。生态水文是人类社会持续利用水、管理水文循环的一种新的科
学途径［５］。生态水文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３方面：①陆地上植物与水的动力学关系，从单株植物、群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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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及其微气候特征；②水文循环的数量及其变化对河流生态的影响；③驱动河流流域动态演进的物理和
生物过程的一体化理念。图２给出了生态水文的演进历程［５］，从早期水生学科演变成为水科学与水管理学科
交叉、综合集成的概念，以及实施河流流域可持续管理的有效工具。图２中波状曲线表示随着时间、空间尺
度和研究对象的拓展，生态水文在可预测性与问题解决的能力方面从经验性到概念性两者之间的演变历程。
首先，生态水文是一种科学的途径，可产生能测试的假说，因而可明晰生物与水文循环“相互双调节”的
定量关系，以缓解人类行为对自然系统的影响，增强流域水生生态系统持续服务的能力；其次，生态水文是
一种跨学科的、问题导向和综合集成的革新方法，为科学家、决策者、利益相关者在河流流域尺度上探寻流
域环境退化问题的解决方法；再者，用于管理水文循环的生态水文的最高境界是河流流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在自然过程演进和人类社会福祉两个方面寻找平衡点［６］。

图２　 生态水文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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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方法维度上　 根据解决水文学问题的途径、方法、手段、技术、平台，将水文学的发展方向概括
为确定性水文、随机性水文、同位素水文、数字水文等。

确定性水文一般是指确定性水文模型，即只要输入序列给定，模型计算出的所有变量的结果也就确定下
来了，无论哪个模型使用者何时输入数据来驱动模型，模型都会输出一致的结果，相同的模型输入会输出相
同的计算结果；而随机性水文模型则允许模型的输入、参数化方案（模型结构）以及模型输出具有不确定性，
相同的输入序列会产生水文模型变量不一样的输出结果。就水文非线性系统而言，很难辨别预测过程不确定
性各种来源的效应，因此在评估水文预测不确定性的方法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方法
往往要求苛刻的假设条件，且这些假设在实际应用时很难得到证实；而其它途径的假设条件不那么严格，但
又没有很强的理论基础。

同位素水文可定义为使用同位素方法和核技术研究水圈中水的起源、存在、分布、运动和循环，以及与
其它地球圈层的相互作用，属于原子核层面上的水文学。核科学家首先将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于有关水文问题
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现较廉价的人工同位素后，才引起水文学界的注意和学科合作，主要是应用人工放射
性同位素于水文要素的测验，即改进常规水文测验方法；与此同时，环境同位素的出现使得同位素在水文学
领域的应用发生了飞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对天然水中稳定同位素研究有了一系列突破，才奠定了同位素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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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基础。环境同位素数据有点像ＤＮＡ那样的识别功能，但绝不完全是ＤＮＡ，用它识别和解读水文系统，
须受水文学（如水量平衡）、水力学（如连续性）、地球化学（如所用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和地质学基本理论
（如构造和断层）的制约［７］。同位素水文涉及很广的水圈概念，这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和途径具有特殊的属性：
空间上联系着地球各主要圈层，时间上联系着地球各地质时期，宏观和微观上存在着多种界面，能量上叠加
了内外系统的作用，生态上烙就了生物圈承受人为活动的强烈影响和印记。同位素水文学之所以能发展成为
独立的学科，是因为在地球科学共有的一般原理基础上，形成并发展了其特有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产生了特
有的学科方法，开辟出阐述现象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同位素水文学学科提供描述水文学、地球化学和核科
学交叉、重叠部分的“元语言”，它是水文学，是地球化学，也是核科学，然而却又都不全是。它提供的与
这３种学科相关联的研究新途径，是３种学科中任何单独一种不能处理、认识和诠释自然的独特途径，也恰
恰是因为３种学科各自在诠释自然和解决问题方面的不可判定性和不完整性，才衍生出来有特殊功能的、并
超越各自语言的“元语言”［７］。

数字水文则是地球空间多源水文信息的数字集成。它的核心是将传统的站点观测水文数据与数字地球中
各种原数据，经过同化系统的加工处理，产生数字化的、覆盖整个流域或区域空间的、多重时间和空间尺度
的、多种要素的、对水文分析有用的数据产品，为各种水文工作和有关的农业、林业、环境、交通等建设部
门提供所需的数字化水文信息，为地球的其它系统（大气、地质、生态、环境等）的数据同化提供与水、能循
环有关的数字化状态和通量变量，为进一步揭示地球水圈的基本规律的科学研究提供数字化信息平台［８］。遥
感水文属于数字水文的范畴。数字水文是水文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的深层次结合。传统水文的服务主要局限
在与河川水情有关的部门，而数字水文应该可以为一切与水圈情势有关的部门提供信息服务。数字水文是建
立水灾害防治决策支持系统、水资源规划管理系统、水环境保护系统的基础。数字水文的理想状态目标是
“足不出户而尽知万物”。从技术层面而言，即以网络（现今的３Ｗ将被未来３Ｇ取代）为平台，以数字流域为
载体，运用现存已有水文、气象资料和天基、空基、地基一体化遥感信息，构建无缝拼接的多源信息融合集
成、多重时空尺度水文过程耦合模型，不仅展现大千世界水文循环要素的种种状态，而且可视化计算结果并
赋予更深的层次和内涵，达到记录和诠释自然界水文现象、水文过程、水文规律以及全球变化背景下人类活
动对水文循环与水资源的影响程度。数字水文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四多”：多源信息（数据）的融合、
多重时空尺度构模方法集成、多种空间分辨率可视化、多维空间数据分析与查询。“四多”研究的基础平台
和离散（这是数字化的本质特征）方法应选择：格网Ｇｒｉｄ，空间嵌套、信息融合、过程耦合和数据同化是
进行数字水文理论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关键所在［９１１］。

由图１可见，每一条主线上的初级阶段为高一级阶段奠定基础，高一级阶段是低一级阶段在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上的加深，或是新问题、新形势下的发展和继续，或是新技术、新手段支撑的结果，高一级阶段需
要低一级阶段的科学认知作根基，譬如水质模拟就需要水流水量计算尽可能准确；即使在同一条主线上的不
同阶段，也可以相互交叉，譬如确定性方法与随机性方法的相容性（见第２节讨论）；体现水文学问题、学
科、方法３个维度的３条主线相互交叉，在研究对象、科学认知、方法手段和技术平台层面会形成水文科学
新的生长点；生态水文、数字水文是水文学科的前沿方向、水文学科新的里程碑，也是水文学科解决全球变
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水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

２　 水文学方法诠释
求解水文学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诸如稳定解与非稳定解、均质性法与异质性法、饱和流与非饱和

流、连续方法与离散方法、模拟（Ａｎａｌｏｇ）方法与数字（Ｄｉｇｉｔａｌ）方法、解析法与数值法、线性方法与非线性方
法、确定性方法与随机性方法、白箱方法与黑箱方法、物理性方法与概念性方法、集总式方法与分布式方
法、经验方法与理论公式。水圈与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处于不停的相互作用之中，陆面水文系统与大气
过程、水文过程与地球化学过程、水文过程与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十分复杂多变的巨系统，对这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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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信息采集、处理、分析必须建立在地球科学基础之上。２００７年７月在意大利Ｐｅｒｕｇｉａ大学召开的国际大
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ＩＵＧＧ）第２４届科学大会上，国际水文科学协会（ＩＡＨＳ）发起的“无／缺资料流域水
文预报预测”（ＰＵＢ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十年科学计划研究得出以下发展趋势：从拟合水文数据过渡到拟合流域
特征。

所谓“水文学方法”就是有别于力学、热学等经典数理方法的一种简化方法，如单位线、经验相关、
Ｈｏｒｔｏｎ下渗公式、Ｍｕｓｋｉｎｇｕｍ洪水演算、概化推理等。数理方法在水文上的应用虽然受到限制，但仍是判断
“水文学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如各种河道洪水演算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圣维南方程组，与它符合就是正确
的，不符合是简化的或错误的。通常“水文学方法”一词，是“非数理方程方法”的统称。这些方法总给
人以“简化的”、“近似的”、“概化的”之类的印象，其实在系统观点指导之下的、用系统分析方法武装起
来的“水文学方法”，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它将成为具有自己科学体系的、毫不逊色的水文科学［１２］。

水文学方法发展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从经验到理论”：最初不明白理论基础，以后可以找到；原先是纯
经验性的，后来参数的物理意义、方程的物理实质也弄清楚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Ｈｏｒｔｏｎ下渗公式是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方程在特定条件下的近似解［１３］；１９５７年Ｎａｓｈ教授［１４］将电路系统理论引入水文系统，并应用传递
函数通过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推导出著名的Ｎａｓｈ瞬时单位线，将Ｓｈｅｒｍａｎ［１５］提出的经验单位线上升到理论单位线，
在水文学发展历程上具里程碑的意义；Ｍｕｓｋｉｎｇｕｍ河道汇流演算“示储流量”的概念对应于扩散波水力学理
论中稳定流槽蓄关系［１６］。

水文学理论的发展曾经受到方法的分割和不同方法之间的互不交流的妨碍。以确定性方法与随机性方法
为例，确定性途径和随机性途径曾被看作完全不同的两种对立的方法，而不是互相可以补充的方法［１７］。起
先这两种方法分开研究或应用，很少交流，“井水不犯河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两种方法常被结合在一起使
用，如线性扰动模型（Ｌｉｎｅａｒ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的构建、水文模型不确定性的定量表达、洪水水位或流量的
概率预报。甚至，可以发现这两种途径中的响应函数的形式基本一致：对ｎ个线性水库串联系统，引入Ｄｉ
ｒａｃｄｅｌｔａ函数为输入，通过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导出的Ｎａｓｈ瞬时单位线（ＩＵＨ）就是经典概率Ｇａｍｍａ分布的概率密度
函数（ｐｄｆ），前者是确定性途径导出的结果，后者则属概率分布；类似地，对ＦｏｋｋｅｒＰｌａｎｃｋ方程（即对流扩散
方程），引入Ｄｉｒａｃｄｅｌｔａ函数为输入，进行Ｌａｐｌａｃｅ变换可导出形式完全一致的逆高斯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ｐｄｆ）［１８］。这其中蕴藏着什么科学道理，值得我们思索。作者在爱尔兰国立大学所做的硕士论文里提出确
定性方法与随机性方法具有一定的相容性，从表１［１８］中可见一斑。

表１　 伯努利与泊松过程在概率上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 ａｎｄ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过程类型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离散）过程 Ｐｏｉｓｓｏｎ（连续）过程
Ｍ次试验中成功的次数 二项分布 泊松分布
到第一次成功所需的试验的次数 几何分布（离散情形下一个线性水库的单

位线）
指数分布（连续情形下一个线性水库的单
位线）

到第ｎ次成功所需的试验的次数 负二项分布（离散情形下ｎ个线性水库串
联的Ｎａｓｈ单位线）

Ｇａｍｍａ分布（连续情形下ｎ个线性水库串
联的单位线ＮａｓｈＩＵＨ）

Ｇｒａｙｓｏｎ和Ｂｌｏｓｃｈｌ［１９］给出了确定性方法与随机性途径组合在一起使用的实例。他们通过流域水文参量空
间特征的观测和模拟，发现下列现象：将土壤类型的确定性表达与水力传导率的随机特性结合起来，可以获
得与实际观测非常接近的产流模式。甚者，土壤水分遥感监测分析显示：一场暴雨降临前土壤水分空间分布
是有规律可循的，即能够找到土壤水空间分布组合的模式（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但雨后该组合模式就逐渐消
失，变得不规则或呈随机状态，这一变化过程充分反映了降雨与流域下垫面地形、土壤类型等特征共同作用
于土壤水分的控制性因子发生了改变。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年降水量８２０ ｍｍ的温带Ｔａｒｒａｗａｒｒａ实验流
域［１９］，土壤水分在年内时程上的季节变化具有极其相似的现象：冬季流域土壤水空间组合模式显示出与地
形有紧密联系的确定性格局，而夏季则显示随机性特征，因为在那里与蒸散发对比而言，夏季严重缺水，冬
季降水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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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流域水文过程非常复杂，水文现象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作为流域对降水过程的响应，具有确定性和不

确定性，相应地模拟、预测水文过程的模型有物理概念性（演绎逻辑）和数理统计性（归纳逻辑）之分。水文
过程有周期性，没有重复性，具相似性，没有相等性，因此水文研究方法论中不仅要采用演绎逻辑、归纳逻辑
的思维方式，还要运用类比逻辑和相似准则，尤其要注重各类逻辑思维方式的组合，类似于防治艾滋病之鸡
尾酒疗法或中华武术之组合拳法。《水文科学百科全书》［２０］不仅剖析了水文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还率先提
出水文循环“组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理念，强调“组合”应作为水文学科基础理论的核心。水文过程复杂性
的根源，在于水文循环路径“组合”的多样性和变动性。由于背景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干扰，传统的
水文学途径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水文学科摆脱困境之路是强化对“组合”的研究［２１］。

地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改变了水文循环路径，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了水文循环过程的上边界，经济社会
发展所致的高强度人类活动深刻地改变着水文过程的下边界，人们试图集成多重时空尺度上自然、生态、经
济、社会的动态过程于一体的愿望愈来愈强烈，需要准确知悉哪里的影响最严重、是由哪里的哪个因素引起
的。现实世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水体富营养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如何？最好的恢复和缓解措施是什
么？在流域内种植什么作物才能在农业利润达到最大的同时对河道水质的影响最小？改变的水文条件和水质
状况组合使得生态特征退化到什么程度？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生态水文学的新途径、新方法。以生态
水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重新审视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能够为人类解决日益严重的水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和途径。因此，生态水文是水文科学的前沿方向，也是解决全球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水问题的新途径和
新方法，而数字水文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布式架构和信息融合平台，必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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