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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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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阐述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内涵及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对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
向。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主要由灌区土壤、作物、气候、灌溉工程、灌溉水量等多种因素的空间变异性和回归水
利用导致；现有灌溉用水效率指标应该拓宽供水效益内涵，同时在经济条件约束下来考虑回归水的再利用；现有各
类指标随尺度变化规律并不固定，主要原因是尺度效应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现有尺度效应转换研究都是单独针
对空间变异或回归水重复利用而进行，缺少对两者的综合，更缺乏成熟的尺度转换公式。今后需要在完善评价指标
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对尺度转换理论进行攻关，同时还应兼顾水循环伴生过程的尺度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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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灌溉用水效率的尺度效应已被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但对于尺度效应的具体理解尚未取得统一的看
法，由此产生了很多的困惑，例如在田间尺度提出的节水措施实施后是否会对灌区尺度甚至流域尺度带来预
期的节水效果，由于缺乏定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还无法确切回答；再如，不同节水措施和不同尺度的节水对整
体节水效果有何影响，这些都直接影响灌溉管理者和政府部门的节水战略决策。本文基于近年来国内外相关
研究成果，结合笔者“十一五”期间在海河流域进行的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研究中的体会，对该研究领
域的基本问题和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并探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推动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和转
换的深入研究。

１　 尺度、尺度效应及其原因
１ １　 尺度及尺度效应

尺度是近年来在地学、生态、水文、气象、遥感等领域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不同的学科对尺度内
涵的定义有一定差异。在水科学领域，Ｂｌｏｓｃｈｌ［１］认为尺度的含义包括过程尺度（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观测尺度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和模拟尺度（Ｍｏｄｅｌ ｓｃａｌｅ）。这３种含义实际包含着粒度与幅度两个内涵。粒度方面主要是
探讨如何设置合适的时空尺度来获取模拟效果的最优和模型运行效率的最高或者如何将不同分辨率的模型进
行耦合，比如不同数量的网格［２］、不同面积的子流域［３］、不同分辨率处理下的输入数据［４］对模拟效果的影
响等等；幅度方面主要是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水文相关问题的尺度效应，如不同尺度产汇流特征［５］、不同
尺度水循环要素［６］的尺度效应及河网水系、渠系或塘堰等实体特征的尺度差异［７］等，在这一过程中，若大
小两个尺度观测或模拟过程中所采用的粒度不同，又会交织着粒度的尺度效应。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研究是水文学与农田水利学、土壤学、作物学、生态学等的交叉领域。出于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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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多侧重于幅度方面的尺度效应问题，所以多被定义为“时空尺度的变化所引
起的不同效果”［８］、 “节水灌溉措施在各尺度上的节水效果以及一种尺度上的节水效果在其它尺度上的影
响”［９］等。
１ ２　 尺度效应产生原因

关于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产生的原因，常见的观点有：①回归水及其重复利用［１０］；②不同水分利用
率和水分生产率等评价指标间的差异［１３］；③灌区水分运动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存在差异性［１４］；④空间异质
性和时空变异性［１５］。在上述４条原因中，前两条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即考虑灌溉回归水的重复利用，因为
不同的用水者和管理者关注的水分循环过程和时空尺度各不相同，因此对“水量损失”的界定和计算随用水
者和管理对象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用水效率出现了尺度效应。第３和第４条原因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即灌
溉系统各种要素的时空异质性导致系统的非线性特征，大尺度并非小尺度的简单聚合，这类原因是导致水文
学、土壤学和灌溉水文学等诸多学科产生尺度效应的普遍性原因，水文科学研究者对此有更详尽的表述［１４］。

由此可见，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是主观与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比起单纯由客观的空间变异性导致的
水文学科中的尺度问题来说，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

２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研究进展
农田灌溉学科中的尺度效应研究提得较多的是“节水的尺度效应”［１０，１６］，“节水”实际代表着一种对所

研究的系统的外在的干扰力，由于灌溉系统本身具有的非线性特征，在受到外力扰动时，不同尺度的水循环
特征和过程、用水效率出现了不同的反馈景象，可以称之为动态的尺度效应。事实上，即便无任何外力扰
动，研究系统也会自发地表现出幅度上的尺度效应，这可以称之为静态的尺度效应。所以灌溉用水效率分为
动态和静态尺度效应两个层次，静态尺度效应是研究的基础，主要研究灌溉用水效率指标选择、不同尺度水
平衡要素获取、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揭示和尺度转换４个方面，而动态尺度效应则主要为了满足研究的应
用性目的。
２ １　 灌溉用水效率指标

目前关于灌溉用水效率的评价指标类型很多，可分为水量比例指标和水分生产率指标两大类。
２ １ １　 水量比例指标

水量比例指标是指灌溉系统中各水量要素之间的评估和比较，这类指标纯粹是一个水量之间的比值，故
无因次，根据分子和分母所选择的水量要素，可组成不同的用水效率评价指标。

１９４４年，Ｉｓｒａｅｌｓｅｎ［１７］在灌溉效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这一最早的水量比例指标基础上提出了水分利用效
率指标（Ｗａ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１８］，并将其定义为“一个灌溉农田或工程的作物消耗的灌溉水与从河流
或其它自然水源调入农田渠道或渠系水的比”。随后，一系列内涵和出发点相近的水量比例指标被相继提
出［１９］。这些指标能够反映灌溉水被输送到田间的损失情况和田间的利用情况，是设计灌溉工程和输配水系
统较好的工具，也能够反映灌溉工程状况、能力、灌溉管理和田间灌溉水平，为世界广大灌溉科学工作者和
管理者所熟知，可称之为传统水量比例指标。国内目前采用的传统水量比例指标如灌溉水利用系数、渠系水
利用系数、渠道水利用系数、田间水利用系数等，即属此类。传统水量比例指标认为没有在第一次的输配水
和田间灌溉过程中用来供给作物生长的灌溉水资源皆为损失，这样就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考虑在
一次输配水和灌溉过程中的损失水量可能被再次重复利用；二是这些传统指标多从农作物的角度出发，从而
导致传统指标在供水效益内涵上过于单一，随着尺度扩大后供水效益的多样化，很多传统指标中的损失需要
被重新理解。另外，直接和间接用水者随着尺度增大而越来越多，他们关注的视角也不仅仅只局限于农作
物，这也要求必须拓展灌溉供水效益的内涵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为此，一些学者在传统指标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对水量比例指标进行了拓展［２２］：一是拓宽供水效益的
内涵，提出“有益消耗”和“无益消耗”、“生产性消耗”和“非生产性消耗”的概念［２３］；另外一方面则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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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回归水的重复利用［２４］。这些新的指标相比较传统指标而言，在反映水资源的内涵上更为准确，也能够较传统
指标应用于更大的尺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各种指标的不断提出，急需要将这些指标统一在某个系统化的理
论框架下，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种指标在研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避免出现更多的迷
惑和困扰。ＩＷＭＩ的Ｍｏｌｄｅｎ等［２７］提出的水平衡框架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研究需要，他们所提出的水平衡计算框架
从水循环系统的角度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水资源在某一区域的转化和消耗过程，该框架充分考虑了回归水的利用
问题以及供水的多目标问题，过去的所有指标基本都能在该框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ＩＷＭＩ提出的水平衡框架的概念清楚，但其中诸多的水平衡要素实际难以准确获取，而且该框架无
法反映水质的影响［１０］以及回归水中劣质水部分的再利用问题；不仅如此，以该框架为基础的各种新指标仅
仅从资源的角度来定义损失的内涵，而没有考虑回归利用中的经济问题［１０］。事实上，在对传统意义上的灌
溉水量损失进行重复利用的过程中有时需要二次甚至多次投资，因此仅仅只从水资源循环的角度考虑而完全
忽略水资源重复利用中的经济问题也是片面的，容易导致对水资源利用状况的“盲目乐观论”。由此可见，
新指标在弥补传统指标没有考虑回归水重复利用这一缺陷时，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只有在完全不需要考虑
经济约束的前提下（比如资源性极端缺水地区，水资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重要性远远大于经济投入），
新指标才能被全盘使用，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理论探讨的阶段。一个相对理想的灌溉用水效率评估指标体系应
该是在传统灌溉用水效率指标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尺度、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的研究需求，拓展供水效益的
内涵，然后在经济性约束条件下考虑回归水的重复利用问题。
２ １ ２　 水分生产率指标

水分生产率指标是考虑了作物产量的一类评价指标的统称，反映的是消耗单位水量所生产的作物的产
量。由于对消耗水量考察的范围及着眼点的不同，关于水分生产率的解释有多种析义，较为常见的有农田总
供水利用效率、田间水分利用效率、灌溉水利用效率、降水利用效率和腾发量水分生产率等［２８］。

关于水分生产率指标的争论，一是来自于分母的水量是否考虑了回归水的重复利用，这与水量比例指标
遇到的挑战是相同的；二是来自于作为分子的作物产量应该如何扩展其内涵从而满足更大尺度的使用。在小
尺度或者单纯以农业灌溉为主要供水目的的区域，水分生产率指标的分子可以用产量来描述，当尺度扩大至
流域时，仅用产量作为分子显然难以满足研究要求，此时应考虑其它的生产性消耗产出和有益消耗中的非生
产消耗水量产出。大尺度的水量产出很多情况下无法用实物表示，因此往往要用经济价值进行比较，至此水
分生产率的内涵就由物理产出转向了经济产出，一些研究开始致力于将水资源生产率评价与水资源经济效益
评估相结合［３０］。当尺度进一步扩大至整个社会时，经济产出又无法满足研究目标了，此时应该进一步考虑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从而使得水分生产率的内涵由经济产出扩展至社会产出了［３１］。虽然这一
发展线索被严格包含在ＩＷＭＩ提出的水平衡框架内，但今后仍应该根据研究范围和对象而不断丰富ＩＷＭＩ水
均衡框架中关于“有益消耗”和“无益消耗”、“非生产性消耗”与“生产性消耗”的界定，而在流域乃至
国家尺度上，对这些内涵进行合理的界定并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２ ２　 不同尺度水平衡要素获取

为了获得不同尺度灌溉用水效率，进行水量平衡、获得各平衡要素必不可少。目前仪器观测、模型模
拟、遥感是３种主要的途径。

仪器观测是利用各类观测仪器直接测定不同尺度的水平衡要素值的常规方法，但目前的观测以供水系统
为主，对排水和耗水系统的观测还不够完善；而且，许多平衡要素如有效降水量、地下水补给量、深层渗漏
量和腾发量等即使在田间尺度也存在一定的测量难度；随着尺度的增大，开展精细的平衡项观测难度更大。

为克服现有仪器观测的不足，建立不同尺度上的模型模拟水分在灌溉系统中的运动被视作研究尺度效应
的一种更灵活、有效的方法。这些模型通常考虑灌溉水文系统所涉及到的各个子系统，如大气水子系统、地
表水子系统、土壤水子系统和地下水子系统，可以模拟水的微观和宏观循环过程，进而获得各类水平衡要素
的准确值。但存在的问题有：①模型的构建比较复杂，资料要求较高，特别是大尺度模型；②小尺度模型
与大区域模拟模型结合时适应性方面有待加强；③不同子系统模拟模型的耦合研究不够；④模型多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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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域构建，对下垫面更为复杂、人类活动较为强烈的灌溉系统模拟能力不足［１６］。
近年来，为克服数据的获取困难以及更好地考虑空间变异性，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遥感数据作为模型数据

源［３２］，但总体说来遥感在灌区中的应用水平还相对落后，精度还有待提高［３３］，另外如何将传感器的时空尺
度进行扩展以满足研究需要、如何解决时空尺度分辨率矛盾［１６］、如何仅仅依靠遥感信息或者少量的地面信
息就能较精确地确定地表通量的区域分布信息［３４］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２ ３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揭示

多数情况下，基于传统水量比例的指标随着尺度的增大（面积、渠道级别等），用水效率逐渐减少，主要
原因是按照这些指标获得的水量损失一般是随着尺度增大而增大［３５］。但这一规律也不可一概而论，如Ｐｅ
ｔｅｒ［３７］对土耳其Ｇｅｄｉｚ流域ＳＲＢ灌区的计算发现，从田间到流域的灌溉水分生产率是逐渐增大的，原因是小
尺度只计算了棉花的产量，而大尺度还包括了其它的作物。事实上，传统指标随尺度变化规律出现两种相反
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传统指标不考虑回归水利用，尺度增大损失途径增多后自然可能使得指标值减小，但
大尺度中包含了诸多的空间变异个体，这些空间变异个体不仅包含着与小尺度产量有所差异的同种作物，还
有可能包含了其它种类的作物，这种空间变异性造成的尺度效应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

而基于ＩＷＭＩ水平衡框架的相关指标随尺度变化的规律则更为复杂，不少学者发现回归水的重复利用导
致了用水效率指标随尺度增大而提高［３７］。但这一尺度变化规律并不绝对，如Ｐｅｔｅｒ［３７］发现净入流量水分生产
率、消耗水量水分生产率和生产性消耗水分生产率皆随尺度增大而减小，主要原因是在田间尺度只计算了棉
花的产量，而在灌区尺度还包括其它作物的产量以及空地，使得灌区尺度的综合产量比田间尺度要小，而在
流域尺度，大概只有３３％的面积用于农业，所以使得流域尺度的相对产量很小。崔远来［３９］对湖北省漳河灌
区进行研究发现毛入流量也有如此规律。由此可见，大尺度上的空间变异性过大会掩盖回归水利用的作用效
果，使得这些考虑了回归水利用的指标不再随尺度的变大而提高。同样，回归水量较小也可能使得用水效率
指标不再随尺度增大而增大，如谢先红［４０］发现当大于某临界尺度后，湖北漳河灌区的灌溉水分生产率和毛
入流水分生产率处于平缓甚至下降趋势，而不再随尺度增大而增大，原因是大于临界尺度后，出流量较少，
回归水的重复利用量自然也较小，更大尺度的变化规律不再受控于回归水利用。反过来，当空间变异性的影
响得到某一程度的削弱时，回归水利用引起的用水效率指标随尺度增大而变大的规律才会重新显现出来，如
崔远来等［３９］对毛入流量内涵进行了修改，只统计水稻面积而不是整个控制面积上的毛入流量，毛入流量水
分生产率总体上随尺度增大而增大的现象就凸显出来。
２ ４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转换

如前所述，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产生的原因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由系统的空间变异
性所致，主观上是因为不同研究对象的视角差异所致，因此，目前在进行灌溉用水效率尺度转换研究也主要
是针对这两类原因进行。

针对空间变异性引起的尺度效应及其转换问题，多半是基于概率、统计和非线性理论（分形理论、空间
变异性理论、混沌理论等），对研究系统中不同尺度的各种要素（水文变量、参数和实体）进行转换。分析的
水文变量包括降雨量［４１］、参考作物腾发量［４２］、地下水位［４３］、土壤含水量［４４］等，分析的灌区实体包括塘堰
面积［４５］、渠系［４６］、河流水系［４７］等。虽然这些成果为灌溉用水效率尺度转换公式提供了分析的基础，但如何
将这些要素的尺度转换与灌溉用水效率的尺度转换关联起来还缺乏足够的研究。此外，统计理论在描述灌溉
系统空间变异性的适用性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深入探讨。一方面，统计理论一般很少考虑物理成因以及尺
度域的影响，当转换的尺度包含多个尺度域时，其物理过程可能会发生变异，小尺度上的水文过程机理在大
尺度上几乎模糊到一种无法辨认的程度［４８］，反过来，大尺度上的水文机理在微观尺度上同样可能产生变异。
另一方面，统计理论一般都有特定假设前提，目前对这些统计方法进行尺度转换的结果是否真正有效还难以
判断［４９］。

针对主观因素引起的尺度效应及其转换问题，ＩＷＭＩ构建的水平衡框架可以作为解决此类尺度转换问题
的有效工具，其总体思路是首先剖析主观因素造成的水平衡要素和用水效率指标内涵的尺度差异，然后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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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衡框架对不同尺度损失和相关水文变量的内涵进行物理机制上的尺度关联从而达到消除尺度效应的目
的，目前已有学者开展了这部分工作的探讨［５０］，但研究还不够深入。

总之，尺度转换问题是尺度效应研究的最高层次，虽然现有成果对两种原因导致的尺度转换问题都有所
涉及，但是在综合考虑两种原因的基础上构建灌溉用水效率与尺度因子直接关联的转换模型还非常少见，造
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目前对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产生的原因还缺乏系统分析，从而使得尺度转换
研究的努力缺乏足够明确的方向，另外系统非线性特征和空间变异性的物理机制尚缺乏透彻的理解。今后应
致力于获得满足如下３方面条件的灌溉用水效率尺度转换公式：①同时考虑空间变异与回归水利用双重影
响因素；②灌溉用水效率指标与尺度因子直接关联；③具有非线性物理机制。
２ ５　 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的应用研究

目前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的应用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单独针对不同尺度，分析和
研究不同尺度的节水措施和政策、用水效率提高机理、节水潜力、节水效果等。过去多针对田间尺度进行研
究，现在逐渐开始关注中、大尺度［５１］。第二个层次是某个尺度采取措施后，其它尺度受到何种影响。这方
面的研究是在掌握不同尺度信息的基础上来沟通不同尺度之间的联系，与前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这个层
次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Ｍｏｌｄｅｎ等［５２］定性分析了田间尺度需水量和系统尺度供水量分别减少后对相互之间
的影响［５２］；Ｎｉｃｏｌａｓ［５３］利用ＯＡＳＩＳ模型对簸箕李灌区水循环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采取一些常规节水措施后
对于整个灌区来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节水效应。Ｄｒｏｏｇｅｒｓ等［５４］模拟了田间和区域地下水位改变、田间和区域
灌溉水含盐量改变、田间灌溉制度改变和区域气候改变对印度Ｓｉｒｓａ地区的田间和区域尺度水分生产率的影
响［５４］。崔远来等［１０］分析了分别在河南省柳园口灌区上游和同时在灌区上下游采取节水措施后上游的潜水蒸
发量、下游地下水埋深、下游地下水排水量和地表水排水量的响应。

目前在尺度效应的应用研究方面还缺乏直接根据尺度转换公式，由某个尺度的信息推导其它尺度信息的
相关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尺度转换公式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今后在应用研究方面需要努力的方向是针对
不同类型区域和不同研究目标扩展应用研究的广度，首先应该是丰富第二层次的研究，加强不同尺度之间关
联的定量研究以及某一尺度措施实施后对其它尺度影响的评估，其次应该在第一层次的研究上加大对中、大
尺度上的分析。另外，在分析过程中，也不仅仅只局限于对水量的分析，还应该关注更多的投向生态、环境
等水循环伴生过程。

３　 结论与展望
虽然目前国内外针对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的研究已达到了一定的广度，但不同层次、不同部分的研究

内容仍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尺度转换问题更是需要重点研究。本文认为有如下的内容需要在以
后受到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１）灌溉用水效率指标选择　 ①完善和扩充ＩＷＭＩ水平衡框架，将水质的影响以及回归利用的经济问
题纳入考虑；②不同用水效率指标的适应条件和相互衔接问题；③如何合理界定灌区、流域和国家等中大
尺度上“有益”与“无益”、“生产”与“非生产”的内涵，以何种表达形式将生态、环境、社会等效益纳
入用水效率或效益的核算范围内。

（２）不同尺度水平衡要素获取　 ①不同尺度水平衡要素、土壤参数、作物生长参数等灌区信息要素的
监测手段和仪器的更新；②基于ＲＳ和ＧＩＳ的中、大尺度分布式灌区水分和溶质运移模型的构建；ＳＰＡＣ系
统模型与地下水模型之间的耦合。

（３）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揭示　 ①丰富井渠结合灌区和通过地下水回归再重复利用的区域的研究实
践，同时要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等水循环伴生过程的尺度效应；②对于井渠结合灌区这类回归水重复利
用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情况，增加对灌溉用水效率的时间尺度效应研究。

（４）灌溉用水效率尺度转换　 ①丰富对灌区不同实体和水文变量、土壤理化参数、水分和溶质运移参
数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变异的统计分析，努力的方向包括丰富所采用的数学方法和扩大分析的对象；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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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灌区各种要素以及灌溉用水效率空间变异性和非线性特征的物理机制和动力学机制研究；③推导综合考
虑空间变异和主观因素的灌溉用水效率尺度转换公式。

（５）灌溉用水效率尺度效应的应用研究　 ①节水灌溉措施在不同尺度上的实施效果及其内在关联；不
同尺度节水潜力的内在关联；节水条件下不同尺度区域水均衡及其伴生过程的变化和内在关联。②如何根
据小尺度用水效率、水平衡要素、各种参数推估大尺度的相应要素值；如何根据小尺度的节水效果和节水潜
力推算大尺度的节水效果和节水潜力；如何预估宏观政策和水资源调配措施实施后区域内不同尺度、不同对
象的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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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优先数字出版
为即时确认作者科研成果、彰显论文传播利用价值，从２０１１年起，将在《水科学进展》印刷版期刊出版的定稿论文优先在

“中国知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以数字出版方式提前出版（优先数字出版）。欢迎读者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
总库”检索、引用本刊作者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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