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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干旱预警是抗旱工作的首要环节和重要的非工程措施， 但由于相关技术方法研究比较薄弱， 在实际工作中

往往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其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为满足抗旱工作的需要， 从中国抗旱工作实际出发， 在

阐述抗旱工作中干旱概念及成因的基础上， 分析了中国干旱预警现状及存在问题， 集成构建了干旱预警水文指标

体系， 提出了水文干旱预警水位（流量）的新概念及确定办法， 填补了江河湖库干旱预警空白， 并在抗旱工作中进

行了实践应用， 为干旱预警开辟了水文方法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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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灾害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建

设进程加快以及人口的增长， 中国水资源短缺现象日趋严重， 加之气候变化的影响， 中国干旱灾害频次增

加、 范围扩大、 损失加重， 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安全、 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抗旱工作面临着新的压力和

挑战。 抗旱工作包括干旱预警、 应急响应和灾后救助 ３ 个环节， 其中干旱预警是抗旱工作的首要环节， 在抗

旱减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目前相关技术基础还比较薄弱， 以致其抗旱减灾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因

此， 迫切需要加强干旱预警技术方法研究， 为推进干旱预警工作、 提高抗旱减灾效益提供技术支撑。

１　 干旱概念及成因

由于干旱发生过程复杂， 影响范围广泛， 涉及因素众多， 不同部门、 行业， 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时空尺度

对干旱的认识各不相同。 据统计， 国内外关于干旱的定义多达 １００ 多种［１⁃５］。 世界气象组织、 美国气象学会

在总结各种干旱定义的基础上将干旱分为气象干旱、 农业干旱、 水文干旱和社会经济干旱 ４ 类［１⁃２］。 从中国

抗旱工作的角度， 对干旱的认识往往和抗旱应急措施紧密相连， 干旱识别需要细化到特定地区特定时期工农

业生产、 城乡居民生活及环境生态等具体用水对象， 以便适时适度地启动抗旱应急响应， 因此， 抗旱工作中

的干旱一般是指某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降水偏少而导致河流、 水库、 湖泊、 土壤和地下水含水层中水分不

能满足区内工农业生产、 城乡居民生活以及环境生态正常用水需求的现象。
干旱的本质是水分持续性短缺， 其成因既涉及以降水减少为主要特征的异常天气因素， 同时又与工农业

生产、 城乡居民生活及环境生态用水等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对于某一地区来说， 一定时期内的用水需求相对

固定， 因此， 天气异常造成水循环过程的水分供给不足往往是形成干旱的主要原因。 水循环过程是指降水用

于蒸散发、 转化为地表径流、 补充土壤水分以及形成地下径流的全部物理过程， 包括大气过程、 地表过程、
土壤过程和地下过程 ４ 个环节， 每一环节所形成的水分不足均可引起干旱。 降水量减少可造成雨养农业区、
雨养牧业区干旱； 河川径流偏枯可引起地表供水水源不足而造成干旱； 土壤水分亏缺可造成农业作物受旱；



　 第 ３ 期 刘宁： 中国干旱预警水文方法探析 ４４５　　

地下水位降低可引起以浅层地下水为供水水源的地区干旱。 干旱成因概化见图 １。

图 １　 干旱成因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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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是旱灾发生的前因， 旱灾是干旱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旱灾是指由于降水减少、 水工程供水不足

而引起的用水短缺， 并对生活、 生产和生态造成危害的事件。 由于社会经济或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程度抗御干

旱缺水的能力， 发生了干旱不一定会出现旱灾， 如果及时进行干旱预警并采取抗旱应急措施， 旱灾可以避免

或得到最大程度的减轻， 因此， 加强干旱预警方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　 中国干旱预警现状分析

２ １　 目的与要求

干旱预警是通过对特定地区特定用水对象供水水源及需水状况的水量供需监控， 分析识别用水对象的不

同干旱缺水状况， 当用水对象干旱缺水程度达到预警阈值时， 及时向政府抗旱部门及社会公众进行发布， 以

便提早采取抗旱应急措施， 最大程度地减轻旱灾损失。
干旱预警作为抗旱工作的首要环节， 与抗旱应急响应紧密关联， 其预警方法必须与抗旱应急措施相适

应， 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一是预警对象应明确具体， 在中国抗旱工作中， 节水、 限水和调水等

抗旱措施都是针对特定地区特定对象开展的， 因此， 预警对象应细化至工农业生产、 城乡居民生活及环境生

态等具体用水对象， 以便抗旱部门有的放矢。 二是预警指标应直接反映干旱缺水程度， 可监测、 可量化和可

分析， 与防汛领域警戒水位、 保证水位等指标类似， 简单直观， 可操作性强。
２ ２　 方法分析

多年来， 气象、 农业等部门从行业特点出发进行了大量研究探索， 提出了一系列干旱预警方法。 这些方

法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侧重于区域旱情的整体预警。 气象、 农业部门分别提出了气象干旱、 农业干旱的预警方法， 适宜于

预警区域气象、 农业干旱的整体情况， 但对工农业生产、 城乡居民生活及环境生态等具体预警对象考虑不

够， 与抗旱应急措施缺乏紧密联系， 甚至存在脱节现象。 与此同时， 由于不同部门预警角度及方法各不相

同， 在实践中还容易出现干旱预警等级不一致等混乱情况， 使抗旱部门无所适从。
二是侧重于依据行业特征划分预警等级［６⁃８］。 气象部门主要依据降水特征提出了降水距平百分率、 降水

Ｚ 指标、 Ｐａｌｍｅｒ 干旱指标等预警指标［９⁃１１］， 适宜于反映区域气象干旱特征， 但对直接产生供水量的水循环过

程及干旱预警对象用水需求考虑不足， 难以准确反映预警对象的干旱缺水程度， 不能完全满足抗旱应急工作

的需要。 农业部门主要依据土壤含水量特征提出了土壤水分、 作物形态生理、 供需水比例和作物水分等预警

指标， 考虑了农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 但目前预警等级的确定太过笼统， 对农作物种类、 生长期等因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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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 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 与此同时， 土壤含水量预警当前还主要停留在地面有限测点的代表性分析， 难

以快速对大范围的农业旱情作出整体判断分析。
综上所述， 现有预警方法主要是从行业干旱特征角度反映某地区旱情的整体情况， 对具体预警对象的干

旱缺水状况考虑不够， 难以完全满足抗旱工作的需要， 因此， 迫切需要加强干旱预警技术方法研究， 进一步

提高干旱预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３　 干旱预警水文方法探讨

干旱预警水文方法以水循环过程中表征水源地地表水、 土壤水及地下水的水文因子作为研究对象， 以水

源地供水对象不同干旱程度下的用水需求作为阈值， 从而实现对特定地区供水对象的干旱预警， 其关键是选

择合适的水文指标和合理确定预警阈值。
３ １　 指标选择原则

干旱预警水文指标选择应遵循 ３ 个原则： ① 断面具有代表性。 应在特定地区工农业生产、 城乡居民生

活及环境生态用水等水源地选择水文指标断面， 如有取水设施的江河河道、 湖泊水库等； ② 指标可监测分

析。 能够实时准确反映水源地供水水量变化， 如水位、 流量、 来水量、 蓄水量和土壤含水量等； ③ 指标可

模拟预测。 可以通过建立降雨径流水文模型， 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水源地水文指标的变化情况， 以便及时预

警， 提前采取抗旱应急措施。
３ ２　 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水量指标选择原则， 干旱预警水文指标体系主要由地表水、 土壤水和地下水 ３ 个方面的水文指标组

成， 见图 ２。

图 ２　 干旱预警水文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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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水文指标主要有水位、 流量、 来水量及蓄水量等， 适用于预警工农业生产、 城乡居民生活及环境

生态缺水程度。 当供水主要受取水口高程影响时， 采用水位指标， 通过江河湖库水位低于工业厂矿、 农业灌

区、 城乡供水取水口所需水位以及环境生态保护水位的幅度， 预警相应供水对象的干旱缺水程度； 当供水主

要受取水量影响时， 采用江河湖库流量、 来水量或蓄水量指标， 通过江河湖库可供水量少于工农业生产、 城

乡居民生活以及环境生态保护所需水量的幅度， 预警相应供水对象的干旱缺水程度。
土壤水水文指标主要有土壤相对湿度和墒情遥感监测指数， 适用于预警农作物生长干旱缺水程度。 土壤

相对湿度为区域地面代表站土壤含水量与田间持水量的比值， 通过土壤相对湿度与不同农作物不同生长期所

需水分的比较， 预警监测区域内农作物水分短缺程度。 墒情遥感监测指数适用于预警大范围农作物生长水分

亏缺程度， 一般通过采用地面代表站土壤水分监测数据来率定遥感监测模型参数进行计算， 对于裸土， 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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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惯量法， 对于植被覆盖地区， 常用植被状态指数 （ ＶＣＩ）、 温度状态指数 （ ＴＣＩ） 和植被温度状态指数

（ＶＴＣＩ）等［１２⁃１３］。
地下水水文指标主要有地下水位及水位降幅等， 适用于预警地下水持续过量开采可能引发的地质环境问

题。 对于地下水多年采补平衡地区， 地下水位年际变化呈丰枯波动态势， 采用地下水位指标， 通过地下水位

低于地质安全水位的幅度来预警地下水过量开采状况； 对于地下水埋深呈逐年增加的超采区， 采用地下水位

降幅指标， 通过地下水位降幅超过地下水容许降幅的程度来预警地下水降幅过大的严重状况。
３ ３　 指标阈值确定

干旱预警指标阈值是表征特定供水对象缺水程度的重要指标， 是确定干旱预警等级的直接依据。 预警阈

值应与抗旱应急响应启动条件相协调， 一般在分析水源地水文指标与特定供水对象用水需求关系的基础上，
采用特定供水对象不同缺水程度所对应的水文指标临界值作为确定依据。 干旱预警水文指标阈值确定流程见

图 ３。

图 ３　 干旱预警水文指标阈值确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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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预警指标阈值一般以江河湖库等水源地水位、 流量和水量变化系列为研究对象， 采用特定地区特

定供水对象不同干旱程度下的用水需求作为截断水平进行分析， 通过江河湖库水源地供水量与供水对象用水

需求的多情景供用水量配置分析， 研究分析江河湖库水源地在不同干旱程度下的水文指标临界值， 同时采用

历史旱灾系列资料进行验证， 分级分期确定地表水预警指标阈值。
土壤水预警指标阈值为不同干旱程度下的土壤相对湿度， 是地面墒情分析及遥感监测模型参数率定的依

据。 一般需要在分析土壤相对湿度与农作物生长需水量关系的基础上， 依据农作物不同受旱程度确定相应的

预警阈值。 由于不同的农作物、 不同的生长期同一受旱程度所对应的土壤相对湿度均不相同， 因此， 预警阈

值确定需要依据农作物种类及生长期分门别类地予以确定。 中国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 陆续在全国各

地建立了 ３００ 多个灌溉试验站， 对小麦、 玉米、 棉花、 谷子、 高粱、 大豆和马铃薯等主要农作物进行了需水

量试验， 积累了大量实测资料及理论分析成果， 为土壤相对湿度预警阈值确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下水预警指标阈值一般在分析地下水下降与地下水水质安全、 地下水补给、 地面沉降、 海水入侵、 盐

渍化和干旱区生态等特定预警对象关系的基础上， 依据影响地下水利用或地质环境安全的不同程度确定相应

的地下水指标预警阈值。 由于地质环境较为复杂， 地下水预警阈值确定存在一定难度， 国内外正在进行积极

的研究探索。 目前， 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较多的主要是统计学方法， 利用历年地下水监测资料， 分析不同地下

水位或水位降幅百分位与不同地下水利用或地质环境安全程度之间的关系， 综合确定地下水预警指标阈值。

４　 干旱预警水文方法实践与探索

江河湖库是中国城乡供水、 农业灌溉和环境生态用水的重要水源地， 是抗旱工作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
中国水利部门积极开展了江河湖库干旱预警水文方法的研究探索， 提出了水文干旱预警水位（流量）的新概

念及确定方法， 在抗旱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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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水文干旱预警水位（流量）基本概念

水文干旱预警水位 （流量） 表征与特定水文断面控制水源密切相关的城市供水、 农业灌溉、 环境生态

用水等供水对象的缺水程度， 分为旱警、 旱枯两级。 旱警水位（流量）是指由于干旱（降水或来水偏少）导致

水源水位持续降低， 流量持续减少， 开始影响水源正常供水任务的临界水位（流量）， 对应的旱情等级是轻

度或中度。 旱枯水位（流量）是指由于干旱（降水或来水偏少）导致水源水位继续降低， 流量继续减少， 已经

严重影响水源地正常供水任务的水位（流量）， 对应的旱情等级为严重或特大。
４ ２　 水文干旱预警水位（流量）确定方法

水文干旱预警水位（流量）确定以江河湖库等水文系统与抗旱用水系统为研究对象， 具体流程为基础资

料收集、 水源地水文与抗旱用水系统分析、 多情景水量配置模拟计算和水文干旱预警指标确定，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江河湖库水文干旱预警水位（流量）确定流程

Ｆｉｇ 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ｆｌｏｗ） ｏｆ ａ ｒｉｖｅｒ， ｌａｋｅ ｏ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４ ２ １　 江河干旱预警水位（流量）确定

当主要考虑江河取水口高程时， 采用水位指标； 当主要考虑江河取水量时， 采用流量指标。
江河干旱预警流量采用相应干旱预警等级下水文断面所有供水对象用水流量之和。 如下式：

Ｑ ＝ ∑
ｎ

ｉ ＝ １
Ｑｉ （１）

式中　 Ｑ 为对应某一干旱预警等级的江河水文断面预警流量； Ｑｉ 为对应某一干旱预警等级某一供水对象所需

的江河水文断面流量， 主要包括城乡供水、 企业生产、 农业灌溉或环境生态等用水所需流量， 其中， 城乡供

水依据用水定额或水厂实际取水量确定， 农业灌溉用水依据灌溉设计保证率确定， 企业生产取水依据企业年

产值和规模用水定额确定， 环境生态需水采用一定比例径流量等方法确定或引用有关成果。



　 第 ３ 期 刘宁： 中国干旱预警水文方法探析 ４４９　　

江河干旱预警水位采用相应干旱预警等级下所有供水对象取水高程对应的水文断面最高水位。 如下式：
Ｚ ＝ ｍａｘ（Ｚ１， Ｚ２， …， Ｚｎ） （２）

式中　 Ｚ 为对应某一干旱预警等级的江河水文断面预警水位； Ｚ１， Ｚ２， …， Ｚｎ 为相应干旱预警等级下各供水

对象取水高程对应的江河水文断面水位。
４ ２ ２　 水库干旱预警水位确定

调查分析水库供水期内不同干旱预警等级下承担城市供水、 农业灌溉、 环境生态用水的应供水量， 同时

考虑供水期内偏枯年份的来水量， 进行水量供需平衡计算， 以供水期初水库预蓄水量对应的水位作为水库对

应干旱预警等级下的预警水位。 水库预蓄水量计算如下式：
Ｗ ＝ Ｗｇ － Ｗｌ ＋ Ｗｓ （３）

式中　 Ｗ 为供水期初为满足某一干旱预警等级供水需求的水库预蓄水量； Ｗｇ 为某一干旱预警等级下供水期

水库承担城市供水、 农业灌溉、 环境生态用水的应供水量； Ｗｌ 为某一干旱预警等级下供水期水库来水量， 依

据水库具体情况选择 ７５％ ～ ９５％之间的设计来水量； Ｗｓ 为水库供水起始库容， 一般为水库死库容或比之

更小。
湖泊干旱预警水位确定应重点考虑湖泊的环境生态用水。 具有工程控制措施的湖泊， 可参考水库干旱预

警水位确定方法； 无工程控制措施的湖泊， 可参考江河干旱预警水位确定方法。
４ ３　 水文干旱预警水位（流量）应用实践

２０１１ 年以来， 中国水利部门在全国 ６ 个流域机构和 ３０ 个省（区、 市）开展了江河湖库单级水文干旱预警

水位（流量）确定的试点工作； 共完成了 ５１９ 个水文断面预警水位（流量）的确定工作， 其中河道站 １８６ 个，
水库（湖泊）站 ３３３ 个。 该项成果已经纳入国家防汛抗旱水情预警发布体系以及有关抗旱应急调水预案， 在

２０１２ 年以来长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区抗旱工作中发挥了较好作用， 特别是为及时启动湖南湘江、 江西赣江应

急补水调度， 确保长沙、 南昌等重点城市供水安全提供了重要依据。

５　 结　 　 语

在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面临干旱灾害进一步加剧的严峻形势， 加强干旱预警技术方

法研究是当前抗旱基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干旱预警水文方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实用性和创新性， 是未

来干旱预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健全干旱预警水文指标体系， 为干旱预警提供工作依

据； 构建 “三维空间、 一维时间” 的现代化水文监测体系， 为干旱预警提供全方位的水文数据支撑； 加强

遥感干旱监测预警及干旱预测模型研究， 为干旱预警提供技术保障； 先行先试， 将水文干旱预警指标纳入抗

旱应急预案， 并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为推动干旱预警水文方法的应用研究提供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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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ｗａ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ｆｕｌｆ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ｇａｐ ｉｎ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ｉｖｅｒ， ｌａｋｅ ｏ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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