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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环境下城市水文学的发展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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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改变了城市水循环过程， 加剧了城市暴雨洪涝问题。 从城市雨洪模型构建的角

度， 回顾了降雨观测与预报技术、 城市雨洪产汇流计算方法以及城市雨洪模型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各种技术的特

点、 适用性和局限性， 指出城市雨洪模型在机理认识和数据管理方面的不足， 提出了城市雨洪模型的概念性框架

与基本流程。 从雨洪资源化的角度， 介绍了城市雨洪管理基本理念和策略， 分析了城市雨洪管理的主要技术方案。
阐明了城市雨洪模拟与管理的发展趋势及前景， 未来应该强化高精度降雨观测和临近定量降雨预报能力， 探索城

市化流域的产汇流机理和响应机制， 开发有效的城市雨洪模型系统， 发展多源信息耦合技术， 开展城市雨洪模拟

预报及资源化利用研究，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城市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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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全球气候变化和强烈的人类活动使得全球水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

的水资源短缺、 水环境污染、 洪涝和干旱灾害等［１］。 由于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２］， 城

市区域的水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３⁃４］。 然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自身发展不协

调， 导致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和损失持续攀升， 加之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加剧了城市自然灾害发生的频

次、 风险及损失， 尤其是城市暴雨洪涝问题特别显著［５］。 近年来， 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频发， 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地区， ６ 月加拿大西部地区、 印度北部地区、 中欧地区， ７ 月中国西南地区， ８ 月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 ９ 月美国西南部地区（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 １０ 月中国长

三角沿海地区等。 因此， 如何应对和管理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６⁃８］， 有效开

展城市暴雨洪水预警预报和综合雨洪管理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目前国内外在降雨观测与模

拟， 城市暴雨洪水模拟与预报预警以及城市雨洪利用及综合管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本文对此进行介绍

和评述， 并指出变化环境下城市雨洪模拟和管理方面研究的挑战， 展望未来的主要研究趋势。

１　 降雨观测与预报

众所周知， 降雨是水循环过程的关键因素之一， 是水文模型研究的基础资料和水文计算与预报最重要的

输入项， 也是陆面水文过程的主要输入驱动。 因此， 高精度的降雨时空分布观测与预报是城市雨洪模拟及预

警预报研究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一般而言， 持续性降雨或短历时高强度降雨是城市雨洪内涝的主要驱动因

子， 加之城市化流域汇流面积相对较小（一般数百到数千平方公里）， 汇流时间相对较短（几小时甚至几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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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因此， 城市雨洪模拟对降雨资料的要求较高， 即需要更精细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以充分表现降雨的时

空变异特征， 如时间尺度往往从数分钟到数十分钟不等， 空间尺度则为数百米到数千米之间［９］。 然而， 由

于降雨过程的高度时空变异性以及城市区域站点分布和观测范围的局限性， 尚不能满足城市洪水预报的资料

需求， 即城市降雨观测及预报已成为城市雨洪模拟与预警预报的主要瓶颈［１０］。
１ １　 降雨观测

目前降雨观测的手段很多， 主要包括地面站点观测、 卫星遥感和天气雷达估测等。 这 ３ 种方法的最大差

别在于站点观测主要基于地面某一点记录， 而天气雷达和卫星系统则从侧面或上部遥测降雨。 地面观测雨量

直接以空间均值用于洪水计算， 而天气雷达和卫星观测数据需要通过特定处理算法计算地面降雨量。 这 ３ 种

方法各有优点及不足， 在具体应用中往往相互补充与佐证［１１］。
为提高降雨观测精度， 最初是通过增加地面观测站点以及调整站网布局等手段来解决观测的局限性。 国

内外开展了诸多研究探讨降雨站点密度的最佳配置问题， 如 Ｂｅｒｎｅ 等［１２］和 Ｅｉｎｆａｌｔ 等［１３］建议城市流域径流模

拟研究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分别为 １～５ ｍｉｎ 和 １～３ ｋｍ２； 而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１４］指出城市水文学者对于降雨资料

的需求（如时间序列＞２０ 年， 时间分辨率 １ ｍｉｎ， 空间分辨率 １ ｋｍ２， 雨量精度误差＜３％等）属于理想主义追

求， 但其同时强调气象雷达的发展与推广将有助于提高降雨观测技术， 也必将成为降雨观测的主要手段。 此

外， 诸多研究结果证实传统的站点观测（如倾斗式雨量计和称重式雨量计）存在各种误差［１５］， 特别在降雨时

空变异性［１６］以及单个站点代表性方面［１０，１４］。 随着英国天气雷达网、 美国下一代天气雷达系统（ＮＥＸＲＡＤ）、
欧盟高级天气雷达网联合研究计划（ＣＯＳＴ７５）及其他发达国家新一代雷达网的建设， 雷达降雨观测技术得到

了长足发展， 如英国水文所开发了河流预报系统（ＲＦＦＳ）和水文雷达系统（ＨＹＲＡＤ）组成实时降雨和洪水预报

系统； 美国开展了水文降雨分析项目（ＨＲＡＰ）， 将雷达降雨用于水文预报全面业务化等； 中国也于 ２０００ 年

开始建设新一代天气雷达网， 以提高天气预报精度和增强洪涝灾害监测预报能力。 雷达降雨观测的发展为城

市水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进一步增强了城市雨洪模拟及预报能力［１７⁃１８］。 如 Ｂｅｒｎｅ 等［１２］ 分析了雷达测

雨与站点观测降雨的时空变异特征， 指出雷达测雨更能描述降雨时空变异特征； 中国在淮河和黄河流域重点

防洪地段开展雷达测雨与洪水预报应用研究［１９］。 因此， 雷达测雨可以提供更多不同时空尺度的降雨特征，
为城市水文学研究提供更多支撑［１６］。 但由于雷达数据存在更复杂的误差特征［１４］ 以及监测网络不健全等问

题， 使得雷达测雨在城市水文学中的应用并不广泛［１７，１９］。 为此， 又发展了新的探测方法和资料处理技术，
如微波中继器更适合于城市区域的水文应用以及更高频率的观测要求［２０⁃２２］。 虽然以 ＴＲＭＭ（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为代表的卫星降雨产品数据在大尺度流域水文模拟及预报方面开展了诸多应用［２３］， 但在

城市水文学上的应用尚不多见。 总之， 以雷达测雨技术为代表的新型观测手段取得了诸多进展为城市水文学

研究及城市雨洪模拟与预报提供了重要支撑［１４］。 因此， 加强地面站点观测、 天气雷达测雨和卫星遥感测雨

等多源信息融合分析和应用， 推动城市水文学及城市雨洪预报研究， 提高水文预报精度和增长预报预见期，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预警预报技术是未来城市水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２４⁃２５］。
１ ２　 降雨预报

精确地降雨预报是突发性洪水预报的关键因素， 如城市区域短历时、 强降雨的定量预报（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ＱＰＦ）是城市暴雨洪水预报预警的重要前提［２６］。 目前国际上已经发展了许多先进的

ＱＰＦ 系统， 融合了地面中尺度观测资料、 探空资料、 闪电资料、 风廓线资料、 雷达数据以及中尺度数值天气

预报等以提高预报的时空精度［２７］。 随着观测和预报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值模式时空分辨率的不断提高以及

模式物理过程的不断改进， ＱＰＦ 的时空分辨率、 预报时效及精度有了很大提高； 以集合预报为基础的概率

ＱＰＦ 和即时 ＱＰＦ 预报技术以及数值模式实施检验与订正技术的发展， 支撑着极端强降雨灾害预警预报研究，
为应对突发灾害性天气提供了有力支撑［２８］。 ＱＰＦ 技术包含很多， 如线性回归、 分位数回归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法、 基于先验气候分布的层次模型、 耦合气象雷达和数值天气模式结果的集成方法、 人工神经网络以及基于

贝叶斯的统计方法等。 虽然这些方法在城市水文学中的应用日益增多［９，２９⁃３１］， 特别是降雨集成预报技术以及

多源信息耦合分析等［３１⁃３２］， 但 ＱＰＦ 预报精细化及准确率离应用的需求仍有差距， 尚缺乏系统的综合研究［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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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评价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性和预报结果的不确定性等。 因此， 需要水文学者与气象学者开展密切合

作， 集合城市水文学和气象学的知识开发适应城市水文研究尺度的预报方法， 为城市雨洪预警预报研究提供

基础。

２　 城市雨洪模拟技术

城市雨洪模型在城市雨洪管理、 防洪排涝、 雨洪利用和水污染控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的产汇

流机制远比天然流域复杂， 且城市排水系统内具有多种水流状态， 包括重力流、 压力流、 环流、 回水、 倒流

和地面积水等［３３］。 需要采用水文学和水力学相结合的途径， 充分利用数值模拟技术， 研制能够模拟复杂流

态的城市排水系统的数学模型。 根据预报的降雨过程， 利用研制的模型模拟和预测城市地面的积水过程， 以

满足城市防汛减灾工作对水情和涝情预测计算的要求。
２ １　 城市雨洪产汇流计算

城市雨洪产汇流计算是城市雨洪模拟的关键和基础， 主要包括城市雨洪产流计算、 城市雨洪地表汇流计

算和城市雨洪管网水流计算［４，３４］， 如表 １ 所示。 城市地表覆盖分布不均， 不透水面与透水面之间错综复杂的

空间分布， 加之对城市地区复杂下垫面产流规律认识不足和资料短缺导致城市雨洪产流计算精度偏低。 目前

多采用一些简单的经验性公式或数据统计分析拟合公式。 虽说国内外展开了诸多试验和应用研究探讨城市下

　 　 　 　 表 １　 城市雨洪产汇流计算方法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计算方法 主要特点

产流计算

ＳＣＳ 方法
以一个反映流域综合特征的参数 ＣＮ 计算降雨径流关系，结构简单，
资料需求少，应用较广

统计分析法 降雨径流相关法
建立径流与降雨量、不透水面积、降雨强度等因素的相关关系，可靠性
偏低

径流系数法
依据不同地表类型的降雨径流系数结合降雨强度计算降雨损耗，应用
广泛，精度较高

下渗曲线法
Φ 指数法

通过给定 Φ 指数判断降雨强度与指数关系分析径流量，属于下渗现
象的概化描述

下渗公式
由透水地面的下渗公式计算降雨的下渗损失，如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Ｈｏｒｔｏｎ
和 Ｐｈｉｌｉｐ 下渗曲线

模型法 概念性降雨径流模型
采用概念性降雨径流关系或统计公式计算透水地面的产流过程，计算
相对复杂，要求较高

地表汇流计算

水动力学方法
基于圣维南方程组模拟地表坡面汇流过程，计算相对复杂耗时，但物
理过程明确

推理公式法
假定降雨径流面积线性增长，径流系数不变，只关注洪峰而不关注流
量过程变化

等流时线法
基于相同的汇流时间计算区域汇流面积，对于城市地面汇流计算划分
相对较难

水文学方法 瞬时单位线法 参数计算复杂，无法非线性化处理，效果较差，资料依赖性较大

线性水库 参数计算相对简单，不考虑过程的非线性特征，效果一般

非线性水库 物理概念明确，参数相对简单，计算精度相对较高

管网水流计算

运动波
计算简单，适应于坡度大、下游回水影响小的管道，理论解没有扩散作
用，峰值不会衰减

水动力学方法 扩散波
不适用于各种流态共存的城市环状管网的水流运动，计算精度与动力
波相差较小

动力波
计算精度较高，适用于各种管道坡度和入流条件，考虑峰值在管道中
传播的衰减和回水影响，计算复杂，资料要求较高

水文学方法
马斯京根法

计算相对简便，参数少，应用较广，与水动力学计算方法效果较为接
近，资料要求较少

瞬时单位线法
计算简单，参数与雨水管道特性之间的关系规律性较差，调试难度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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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面类型的产流规律［３５⁃３６］， 但单点尺度或实验室尺度研究与实际状况仍存在较大差距。 如城市区域不透水

表面的空间分布以及不透水表面的连通性直接影响到城市的产流特征， 如何确定上述因素对城市区域产流规

律的影响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对于城市地表汇流计算， 诸多结果证实水动力学计算模型所需初始和边界

条件复杂， 计算繁琐， 在应用方面较为困难［３７⁃４０］； 而水文学方法计算简单， 但物理机制方面尚不明晰［３４，３７］。
如传统推理法可用于城市设计洪峰流量计算， 但不能反映雨洪流量过程； 单位线法对实测资料依赖性较大，
不易于计算流量过程线； 线性水库未考虑非线性特征， 计算结果可靠性不足； 非线性水库和等流时线法相对

计算比较简单， 应用方便且精度较高。 针对两类方法的局限性， 迫切需要开展城市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研

究［４１］， 综合考虑水文学方法的简便快捷以及水动力学方法的准确性， 建立适合城市区域的地表汇流计算方

法， 提高城市地表汇流计算精度［４］。 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未给出一种合适或理想的紧密耦合方式以解决上述

问题， 需要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以求较好的途径完成上述目标。 城市雨水管网汇流计算方面则相对成熟， 包

括简单的水文学方法和复杂的水动力学方法。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分析， 若精度要求较高， 资料条件好， 可采

用动力波或扩散波进行模拟计算， 反之则可采用马斯京根法进行计算［３４，３８，４２］。
２ ２　 城市雨洪模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计算机模型开始广泛用于流域水文模拟， 至今已经发展了上百种流域水文模型［４３］。
而城市雨洪模型则主要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最初由部分政府机构（如美国环保署）组织开展模型研发工

作， 目前已经发展了多种城市雨洪模型， 如表 ２ 所示， 由简单的概念性模型到复杂的水动力学模型， 由统计

模型到确定性模型［４４］。 一般而言， 模型都包括降雨径流模块、 地表汇流模块和地下管网模块等。

表 ２　 主要城市雨洪模型总结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名称 开发者
主要计算方法

产流计算 地表汇流 管网汇流
主要特点

ＳＷＭＭ 美国环保
署 ＥＰＡ

下渗曲线法和
ＳＣＳ 方法

非线性水库
恒定流、运动波
和动力波

动态降雨径流模型，适用水量水质模拟，主要分
透水地面、有滞蓄和无滞蓄的不透水地面 ３ 个部
分，应用广泛

ＳＴＯＲＭ 美国陆军工程
兵团 ＨＥＣ

ＳＣＳ 方法，降雨
损失法

单位线法 水文学方法
城市合流制排水区的暴雨径流模型，分为透水和
不透水区模拟降雨径流及水质变化过程，可模拟
排水管网溢流问题

ＩＬＬＵＤＡＳ 伊利诺斯州 降雨损失法 时间⁃面积曲线 线性运动波
为 ＴＲＲＬ 模型的改进版本，可以考虑渗水地区地
表径流

ＩＳＳ 伊利诺斯州 　 　 － 　 　 　 － 圣维南方程 主要用于雨水管道系统模拟

ＩＵＨＭ［４５］ Ｃａｎｔｏｎｅ
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
下渗公式

地貌瞬时
单位线

水动力学法
通过集合地貌瞬时单位线方法，分析高度城市化
区域水文响应关系，适用于资料不足地区的水文
过程模拟

ＤＲ３Ｍ⁃ＱＵＡＬ 美国地质调查
局 ＵＳＧＳ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
下渗公式

运动波 运动波
分为地面流、河道、管网和水库单元，可分析城市
区域降雨、径流和水质变化过程，对下垫面地形
和市政排水管网资料要求较多

ＵＣＵＲＭ 美国辛辛那提
大学

Ｈｏｒｔｏｎ
下渗公式

水文学方法 水文学方法
将流域概化为不透水区和透水区两部分，主要由
入渗和洼地蓄水、地表径流、边沟流和管道演算
５ 个子模块

ＲｉｓＵｒＳｉｍ［３９］ 德国凯撒斯劳
滕工业大学

标准的降雨径
流换算法

二维浅水水流
运动方程

动力波方法
主要用于城市排水系统模拟、设计与管理，包括
降雨径流模块、水文学地面汇流模块、水力学地
面汇流模块和动力管道演算模块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英国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水力学研究所

修正推理公式
非线性水库、蓄
泄演算、 ＳＷＭＭ
径流计算模块

马斯京根和隐
式差分求解浅
水方程

包括降雨径流模块、简单管道演算模块、动力波
管道演算模块和水质模拟模块，可用于暴雨系
统、污水系统或雨污合流系统设计及实时模拟，
分为铺砌表面、屋顶和透水区 ３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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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

模型名称 开发者
主要计算方法

产流计算 地表汇流 管网汇流
主要特点

ＴＲＲＬ 英国公路
研究所

降雨损失法
时间⁃面积曲线
法和线性水库

线性运动波
可连续或单次模拟城市区域的降雨径流过程，仅
考虑不透水区域与管道系统连接的部分产流，洪
峰和径流量可能偏低

ＭＩＫＥ⁃ＳＷＭＭ 丹麦水力学研
究所 ＤＨＩ

下渗曲线法和
ＳＣＳ 方法

非线性水库
隐式差分一维
非恒定流

主 要 是 ＭＩＫＥ１１ 模 型 代 替 了 ＳＷＭＭ 中 的
ＥＸＴＲＡＮ 模块，比 ＳＷＭＭ 适应范围更广、更稳
定，与 ＤＨＩ 其他模型相兼容

ＭＩＫＥ Ｕｒｂａｎ 或
ＭＯＵＳＥ

丹麦水力学研
究所 ＤＨＩ 降雨入渗法

运 动 波， 单 位
线，线性水库

动 力 波， 扩 散
波，运动波

包括管道流模块，降雨入渗模块，实时控制模块，
管道设计模块，沉积物传输模块，对流弥散模块
和水质模块，用途相对广泛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ＣＳ［４６］ 英国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软件公司

固定比例径流
模 型， ＳＣＳ 曲
线，下渗曲线

双 线 性 水 库，
ＳＷＭＭ 径流 计
算模块

圣维南方程
主要采用分布式模型模拟降雨径流过程，基于子
集水区划分和不同产流特性的表面组成进行径
流计算

ＳＳＣＭ［４７］ 岑国平
Ｈｏｒｔｏｎ
下渗曲线

运动波和变
动面积⁃时间
曲线法

扩散波

不透水区产流计算中洼蓄量当做一个随累积雨
量变化而变化的参数，透水区产流采用 Ｈｏｒｔｏｎ 公
式，地表汇流采用运动波法和变动面积⁃时间曲
线法，管道采用扩散波演算

ＣＳＹＪＭ［４８］ 周玉文和
赵洪宾

降雨损失法 瞬时单位线 运动波 主要用作设计、模拟和排水管网工况分析

ＵＦＤＳＭ［４９］ 解以扬等
概念性降雨径
流关系

水动力学方法
二维非恒定流
方程

以城市地表与明渠、河道水流运动为主要模拟对
象，以水力学模型为基础，引入“明窄缝” 的概
念，地表概化为不规则网格结构

平原城市
雨洪模型［５０］ 徐向阳

降 雨 损 失 和
Ｈｏｒｔｏｎ 下渗

非线性水库法 运动波
分为透水区和不透水区，地表汇流采用非线性水
库，管道汇流采用运动波方程，河网汇流采用一
维圣维南方程组进行演算

城市雨洪水动
力耦合模型［５１］ 耿艳芬

降雨损失和经
验公式法

二维水动力和
一维河网耦合
模型

一 维 圣 维 南
方程

一维和二维耦合模型，既可以模拟地面河道与集
水区之间的水量交换，也可以模拟地面径流和地
下管网之间的水量交换

　 　 纵观城市雨洪模型的发展， 模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 ３ 类［５２］： ① 将水文学方法和水力学方法相结合， 分别

用于模拟城市地面产汇流过程及雨水在排水管网中的运动， 该方法基本单元是水文概念上的集水区域， 所以其

计算结果仅能反映计算范围内关键位置或断面的洪涝过程； ② 采用一、 二维水动力学模型模拟城市内洪水的演

进过程， 该方法可以充分考虑城市地形和建筑物的分布特点， 较好地模拟城区洪水的物理运动过程， 并可详细

提供洪水演进过程中各水力要素的变化情况； ③ 利用 ＧＩＳ 的数字地形技术分析洪水的扩散范围、 流动路径， 从

而确定积水区域， 该方法以水体由高向低运动的原理作为计算的基本依据， 所提供计算结果仅能反映城市洪水

运动的最后状态， 不能详细描述洪水的运动过程。 对比国内外城市雨洪模型的特点可知： 在性能方面， 国内自

主开发的软件功能相对比较单一， 主要围绕某个特定问题展开， 而国外模型相对成熟且功能较强， 集合水量水

质模拟及排水防洪规划等多方面内容； 在通用性方面， 国内则突出重点地区的应用研发， 通用性较差， 国外模

型则广泛用于城市排水设计、 规划和管理等诸多工作， 形成了一系列商业性软件或工具， 为成果推广应用提供

可能［４］。 城市雨洪模型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概念框架和流程， 如图 １ 所示。 总体上， 城市雨洪模型

框架主要包括数据收集与处理模块、 城市雨洪计算分析模块和成果输出与综合可视化模块三大类， 主要流程包

括： ① 确定模型总体结构， 一般含输入输出、 模型运算和服务模块等； ② 确定模型微观结构， 如降雨径流模

块的计算结构、 管网系统模块的计算组成以及各模块的耦合问题等； ③ 整理数据， 结合模型结构， 确定数据集

或建立相适应的数据库； ④ 确定模型参数及边界条件， 进行参数率定和验证； ⑤ 成果输出与展示， 结合 ＧＩＳ
空间分析处理功能， 耦合城市雨洪模型， 实现成果可视化展示。
２ ３　 模型参数优化与不确定性分析

模型参数优化与不确定性分析是数学模型应用的关键环节。 模型的不确定性可能来源于模型结构、 模型

输入数据以及模型参数［５３］， 如图 ２ 所示。 特别是城市雨洪模型， 由于模型结构相对于流域水文模型更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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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城市雨洪模拟的概念框架和基本流程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图 ２　 模型优化流程与不确定性来源

Ｆｉｇ 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ｋｅ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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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且资料的缺失或不全可能导致输入的不确定性， 以及参数众多带来的参数不确定性问题， 这些都成为城

市雨洪模型应用过程中的主要难题之一。 因此， 模型率定、 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分析是评估模型结果精度和可

靠性的关键［９］。 目前， 重点针对模型参数问题已经开展了诸多研究， 如 Ｂａｒｃｏ 等［５４］ 针对 ＳＷＭＭ 模型进行自

动优化， Ｄｏｔｔｏ 等［５５］评估了 ＭＵＳＩＣ 模型的参数敏感性， Ｔｈｏｒｎｄａｈｌ 等［５６］ 探讨了 ＭＯＵＳＥ 模型的参数优化及不

确定性问题， Ｋｈｕ 等［５７］分析了不同优化方法在 ＢＥＭＵＳ 模型中的应用， Ｄｅｌｅｔｉｃ 等［５８］ 提出了全局不确定性评

估框架， 应用在水量水质耦合模型中。 尽管在不确定性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 如图 ２ 所示， 但在理论和实践

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和困难。 随着城市水循环理论的不断完善， 城市雨洪模型计算模块逐渐增多， 数据资料

需求难度增大， 加之气候变化等外界因素干扰， 致使模型复杂度急剧增加， 不确定性问题更加凸显［５９］。 因

此， 如何综合处理上述不确定性问题将成为今后模型研究和应用推广的一个重点方向。

３　 城市雨洪管理与利用

雨水作为城市水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对调节地区水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极为关键。 诸多研究证实城

市雨洪管理是解决城市防洪排涝、 减缓水污染、 缓解水资源短缺和构建人水和谐城市景观的有效途径［１， ６０］，
然而不合理的城市发展与规划致使严重的城市水资源短缺和雨洪灾害问题。 因此， 如何有效开展城市雨洪管

理与利用成为城市水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６１］。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欧美部分发达国家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城市雨洪管理体系， 如美国通过最佳管理措施（ＢＭＰ）和低影响开发（ＬＩＤ）的应用大幅度削减了城市面源污

染， 英国利用可持续排水系统（ ＳＵＤＳ）大大改善了城市水生态环境， 澳大利亚实施的水敏感型城市设计

（ＷＳＵＤ）也极大地缓减了城市供水紧张等问题［３］。 近年来， 为综合应对未来城市发展挑战， 坚持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 中国也尝试开展城市雨洪管理体系研究与探索， 如 “十一五” 期间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率先开

展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研究与试点。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尚未形成体系， 缺乏综合有效的

管理技术、 相关法规及政策支持。 因此， 鉴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及水资源安全问题， 国内城市雨洪管理研

究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及挑战， 应结合实施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水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政策， 深入探讨

中国城市雨水综合利用与管理技术， 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及保障城市水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３ １　 城市雨洪管理目标

一般认为城市雨洪管理可分为水量管理、 水质管理、 水生态管理和可持续管理， 如图 ３ 所示。 从国外城

市雨洪利用与管理体系分析， 城市雨洪管理体系经历了传统排水管理体系和生态排水管理体系两个阶段。 传

统排水管理体系以管道快排快放， 保障城镇和住区洪涝安全为主； 生态排水管理体系则主要以生态收集与处

理的技术措施为主， 同时考虑雨水的资源化和降雨径流污染控制。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等［９］ 总结了城市雨水管理的主要

目标为： ① 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控制城市水循环过程； ② 尽可能地维持天然状态下的径流体制； ③ 保护和

图 ３　 城市雨水管理的基本原则与目标

Ｆｉｇ 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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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水质环境； ④ 保护和修复水体生态系统； ⑤ 雨水资源化利用； ⑥ 强化城市景观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
结合中国正在开展的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工作， 国内城市雨洪管理的基本目标主要是雨水径

流量控制、 雨水污染控制和雨水资源化利用。
３ ２　 城市雨洪管理技术

城市雨洪管理技术主要包括两种： 一是建立雨水集蓄利用系统， 通过雨水集蓄设备收集雨水经处理后用

作杂用水； 二是修建雨水地表入渗系统， 由入渗池、 入渗井、 绿地和透水路面等组成的系统进行导渗， 使地

下水得到补给［９］。 这些技术方案包括源头控制、 中途控制和末端控制三类， 其中源头控制是从雨水的源头

上控制， 如屋顶绿化、 雨水花园、 透水铺装和雨水收集器等； 中途控制则主要围绕溢流污染控制和合流制改

造等问题； 末端控制包括了河道末端集中储存处理技术、 人工湿地、 生态堤岸和雨水塘等。 总结国外诸多城

市雨洪管理技术方案的主要特点， 如表 ３ 所示。 近年来， 国内学者也结合现有的城市雨洪管理技术开展试点

应用研究， 如贾海峰等［６２］提出了城市降雨径流控制 ＬＩＤ ＢＭＰｓ 规划方法体系， 许萍等［６３］ 提出了中国低影响

开发城市雨洪管理模式的推广策略， 潘安君等［６４］ 提出了北京市城市雨洪管理的初步构想以实现防洪减灾、
雨洪利用和改善环境的三大目标等。 虽然国内已开展了诸多有益的尝试， 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深入探讨。

表 ３　 主要城市雨洪管理技术总结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名称 主要特点 应用国家或地区

ＢＭＰ
从系统的角度出发，以关注水质问题为重点，在降雨径流进入水体前开展流域尺度的控制，主要通过
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方法预防或减少城市化发展对不同尺度（流域、 街区和场地尺度）的环境造
成的负面影响， 实现城市雨洪综合管理

北美， 欧洲

ＬＩＤ
雨水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精明增长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主要在源头采用分散式、 小尺度的
技术手段管理雨洪径流， 重点在微观区域通过在源头采用多种工程和保护措施控制径流污染， 实
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双赢效果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日本

ＷＳＵＤ
将城市整体水文循环和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相结合， 旨在减小城市发展对水文环境的负面影响以
保护自然水系统， 结合雨水处理和景观设计以保护水质和水生态系统， 强调雨水的社会价值和资
源价值

澳大利亚

ＳＵＤＳ
指导思想是尽可能模仿场地开发之前的自然水文过程， 处理雨水径流以清除污染物， 不仅关注控
制地表径流和污染物， 还注重改善社区的居住环境， 综合考虑了降低洪水风险、 改善水质、 回灌
地下水、 提供生物栖息地和满足社区需要等长期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因素

英国， 瑞典

ＬＩＵＤＤ 来源于 ＬＩＤ， 但融合了水资源的三水管理理念， 倡导雨水的就地收集、 回收和利用 新西兰

　 　 因此， 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城市降雨特征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特点， 逐步改变

传统的雨水快排理念， 基于经济和生态的角度构建 “径流减排—污染控制—积蓄回用—生态处置” 等多目

标的科学管理系统， 实现源头控制、 中途控制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城市雨洪综合管理体系， 需要加强以下工

作： ① 统一以源头管理和生态处置技术为主， 最大程度模仿自然的雨水生态排水管理理念； ② 加强法规和

政策研究， 从制度和机制上引导和保障雨水生态排水体系的建设和实施； ③ 加快城市雨水排水方式转变，
从规划层面构建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和可持续循环利用模式； ④ 加大雨水生态收集处理技术和设施的本土化

研究力度， 通过建立一大批工程的示范效应， 推广雨水生态排水方式的应用； ⑤ 重视技术和设施的标准化

建设工作， 加快推进雨水生态排水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进程。

４　 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关键问题

综观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 尽管城市雨洪模拟及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研究方

法也不断完善， 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 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使得全球范围

城市洪涝灾害问题突出。 因此， 当前城市雨洪模拟与管理研究还应该加强以下 ３ 个方面工作：
（１） 城市暴雨洪水监测与预测预警技术方法　 城市暴雨洪水监测与预测预警技术方法研究是城市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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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关键， 也是城市水文学研究的主要难题之一。 需要探讨城市水文站网布设与城市排水系统监测网络的

规划设计， 实现城市暴雨洪水过程全方位多角度监测， 并开展多源信息技术集合应用和临近降雨定量预报研

究； 强化城市雨洪模拟技术和模型方案的系统研究， 耦合随机性模型与确定性模型， 集合水文学和水动力学

方法， 结合一维和二维模型， 基于理论分析、 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技术建立能够模拟城市地区水循环规律和

下垫面变化条件下的产汇流特征以及城市管网水流运动规律的城市雨洪模型， 实现地表⁃地下水耦合以及地

面汇流与管网汇流的耦合演进； 并系统开展缺资料或无资料信息条件下的城市雨洪模型参数优化与不确定性

评估， 形成城市雨洪模型集合预报方案， 减小模型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 提高预报精度及可靠性； 耦合地面

观测、 气象雷达、 遥感卫星、 地形地貌、 排水管网及城市发展等多源信息， 基于 ＧＩＳ 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模

块， 构建城市暴雨洪水监测与预测预警综合系统， 为城市防洪减灾和应急应对提供决策依据。
（２） 城市雨洪管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　 城市雨洪管理是城市水文学研究的一个前沿与热点问题， 特别

是对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洪涝灾害和水资源危机， 如何有效应

对城市洪涝灾害， 管理城市雨洪， 控制雨水污染、 实现资源化利用， 成为变化环境下城市雨洪管理的重点。
在管理理念上， 坚持以可持续性发展、 接近自然状态和多功能的城市雨洪管理理念为基本原则， 改变单独的

排洪蓄涝模式， 形成以防洪减灾、 污染控制和预防、 水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以及城市环境美化与水资源综合

利用等多功能管理模式； 在技术层面上， 加强源头控制技术和预防措施的研究和实践， 结合工程性措施和非

工程性措施， 建立长期监测与评估技术， 保证城市雨洪管理技术的有效性和适应性以提高城市雨洪管理水

平； 在法律政策方面， 构建高效的城市雨水管理体制， 制定城市雨水利用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条例， 调整城

市雨洪协调管理模式， 改变 “多龙治水， 无人负责” 的混乱管理局面， 实施水务一体化建设， 保证可持续

的城市雨洪管理技术方案的实施和推广； 在应用与规划方面， 根据城市综合规划， 协调人口、 经济、 资源和

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 综合考虑城市自然条件、 土地利用、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建立合适

的城市雨洪管理技术方案， 以应对变化环境下的城市雨洪问题。
（３） 变化环境下的城市洪涝风险与水安全研究　 城市水问题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 如城市水

资源短缺、 水质污染和洪涝干旱灾害等。 此外由于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城市供水安全、 水质安全

和防洪安全面临巨大挑战［６５］， 因此， 开展变化环境下城市水安全研究是城市水文学关注的焦点。 需要结合

分布式水文模型、 管网水力模型、 河道水力学模型的相互响应关系与耦合建立集成模型， 建立洪涝灾害损失

评估与风险分析模型， 并基于风险管理理念开展城市雨洪优化管理与利用； 考虑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对

城市水安全的影响机制， 开展城市水安全的影响驱动因素定量评估分析， 明确变化环境下城市水安全问题的

主要成因， 探讨可持续性城市水安全应对措施； 基于洪涝风险和水安全研究， 分析建立城市综合水资源管理

系统， 保证城市水安全和水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城市人水和谐发展。

５　 结论与展望

城市雨洪模拟和管理是城市水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在降雨观测与模拟、 城市雨洪

模拟技术和城市雨洪管理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模型框架体系和技术管理方案。 相较

于国外的成熟技术， 国内在城市雨洪模拟与管理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如中国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城市雨

洪预警预报系统以及行之有效的城市雨洪管理体系， 而且在城市暴雨洪水监测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以及数据缺

失可能影响城市雨洪研究的精度及可靠性问题。 因此， 中国城市雨洪模拟与管理研究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在

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综合利用地面观测、 天气雷达及遥感卫星技术， 实现城市暴雨洪水过程的监测及定量降

雨预报； 通过试验分析和数学模型方法探讨城市暴雨洪水过程响应机理， 建立有效的城市暴雨洪水过程模拟

模型； 结合成熟的城市雨洪管理方案， 建立适合中国城市发展情况的雨洪管理技术和雨水资源化利用方案，
为构建可持续的城市综合水资源管理提供基础。



　 第 ５ 期 宋晓猛， 等： 变化环境下城市水文学的发展与挑战 ７６１　　

参考文献：

［１］ ＧＲＡＮＴ Ｓ Ｂ， ＳＡＰＨＯＲＥＳ Ｊ Ｄ，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Ｄ Ｌ， ｅｔ ａｌ．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 ｏｕｔ ｏｆ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３３７（６０９５）： ６８１⁃６８６．

［２］ ＢＬＯＯＭ Ｄ Ｅ， ＣＡＮＮＩＮＧ Ｄ， ＦＩＮＫ 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１９（５８６４）： ７７２⁃７７５．
［３］ 张建云，宋晓猛，王国庆，等．变化环境下城市水文学的发展与挑战：Ｉ：城市水文效应［ 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５（４）： ５９４⁃

６０５．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ｎ， ＳＯＮＧ Ｘｉａｏｍ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２５（４）： ５９４⁃６０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胡伟贤，何文华，黄国如，等．城市雨洪模拟技术研究进展［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１（１）： １３７⁃１４４． （ＨＵ Ｗｅｉｘｉａｎ， ＨＥ Ｗｅｎｈｕａ，
ＨＵＡＮＧ Ｇｕｏｒｕ，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２１（１）： １３７⁃１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宋晓猛，张建云，占车生，等．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文循环影响研究进展［Ｊ］．水利学报， ２０１３， ４４（７）： ７７９⁃７９０． （ＳＯＮＧ
Ｘｉａｏｍ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ｎ， ＺＨＡＮ Ｃｈｅ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ｏ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４４（７）： ７７９⁃７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ＨＡＬＬＥＧＡＴＴＥ Ｓ， ＧＲＥＥＮ Ｃ， ＮＩＣＨＯＬＬＳ Ｒ Ｊ， ｅｔ 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Ｊ］．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３（９）： ８０２⁃８０６．

［７］ ＨＩＲＡＢＡＹＡＳＨＩ Ｙ，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Ｎ Ｒ， ＫＯＩＲＡＬＡ Ｓ，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Ｊ］．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３（９）： ８１６⁃８２１．

［８］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Ｊ Ｄ， ＩＲＩＳＨ Ｊ Ｌ， ＣＡＭＡＲＧＯ Ｓ Ｊ．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ｂｙ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ｒｉｓｅ ［ Ｊ］．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３， ５０４
（７４７８）： ４４⁃５２．

［９］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Ｔ Ｄ， ＡＮＤＲＩＥＵ Ｈ， ＨＡＭＥＬ 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５１： ２６１⁃２７９．

［１０］ ＮＩＥＭＣＺＹＮＯＷＩＣＺ Ｊ．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 １９９９， １： １⁃１４．
［１１］ ＳＥＮＥ Ｋ． Ｆｌａｓｈ ｆｌｏｏｄ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３．
［１２］ ＢＥＲＮＥ Ａ， ＤＥＬＲＩＥＵ Ｇ， ＣＲＥＵＴＩＮ Ｊ⁃Ｄ，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

ｏｇ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２９９（３ ／ ４）： １６６⁃１７９．
［１３］ ＥＩＮＦＡＬＴ Ｔ， ＡＲＮＢＪＥＲＧ⁃ＮＩＥＬＳＥＮ Ｋ， ＧＯＬＺ Ｃ， ｅｔ 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ｒａｄａ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２９９（３ ／ ４）： １８６⁃２０２．
［１４］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Ｗ．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ｎｅｅｄ？ ［Ｊ］．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１， ２７： ５⁃２１．
［１５］ ＬＡＮＺＡ Ｒ， ＳＴＡＧＩ Ｌ．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ｒａｉｎ ｇａｕ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ＭＯ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ｇａｕｇｅｓ ［Ｊ］．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 ９４： ５５５⁃５６３．
［１６］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Ｉ， ＡＮＤＲＩＥＵ Ｈ， ＬＥＢＬＯＩＳ Ｅ，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４３０ ／ ４３１： １６２⁃１７２．
［１７］ ＢＥＲＮＥ Ａ， ＫＲＡＪＥＷＳＫＩ Ｗ Ｆ． Ｒａｄａｒ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Ｕｎ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ｒ ｕ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５１： ３５７⁃３６６．
［１８］ ＫＲＡＪＥＷＳＫＩ Ｗ Ｆ， ＳＭＩＴＨ Ｊ Ａ． Ｒａｄａ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２， ２５： １３８７⁃１３９４．
［１９］ 杨扬，张建云，戚建国，等．雷达测雨及其在水文中应用的回顾与展望［Ｊ］．水科学进展， ２０００， １１（１）： ９２⁃９８．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ｎ， ＱＩ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ａｄａｒ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１１（１）： ９２⁃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ＵＰＴＯＮ Ｇ Ｊ Ｇ， ＨＯＬＴ Ａ Ｒ，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Ｒ Ｊ，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ｌｉｎｋ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Ｊ］．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
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 ７７： ３００⁃３１２．

［２１］ ＯＶＥＲＥＥＭ Ａ， ＬＥＩＪＮＳＥ Ｈ， ＵＩＪＬＥＮＨＯＥＴ 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ｌｉｎｋ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４７： Ｗ１２５０５．

［２２］ ＦＥＮＩＣＩＡ Ｆ， ＰＦＩＳＴＥＲ Ｌ， ＫＡＶＥＴＳＫＩ Ｄ，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ｌｉｎｋｓ ｆｏ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 ｉｎ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ｃｉｔ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４６４ ／ ４６５： ６９⁃７８．

［２３］ 杨云川，程根伟，范继辉，等．卫星降雨数据在高山峡谷地区的代表性与可靠性［ 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３， ２４（１）： ２４⁃３３．



７６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５ 卷　

（ＹＡＮＧ Ｙｕｎｃｈｕ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Ｇｅｎｗｅｉ， ＦＡＮ Ｊｉ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ｇｏｒｇ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２４（１）： ２４⁃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张建云．中国水文预报技术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１（４）：４３５⁃４４３． （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２１（４）：４３５⁃４４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ＷＲＩＧＨＴ Ｄ Ｂ， ＳＭＩＴＨ Ｊ Ａ， ＶＩＬＬＡＲＩＮＩ Ｇ，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ｄａ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ａｗｒ．１２１３９］

［２６］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Ｊ Ｅ， ＴＨＯＲＮＤＡＨＬ Ｓ，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Ｍ Ｒ．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ａｄａ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ｎｏｗ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Ｊ］．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１３８： １⁃１２．

［２７］ 陈明轩，俞小鼎，谭晓光，等．对流天气临近预报技术的发展与研究进展［ Ｊ］．应用气象学报，２００４，１５（６）： ７５４⁃７６６． （ＣＨＥＮ
Ｍｉｎｇｘｕａｎ， ＹＵ Ｘｉａｏｄｉｎｇ， ＴＡＮ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ｏｒｍｓ ［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４， １５（６）： ７５４⁃７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宗志平，代刊，蒋星．定量降水预报技术研究进展［Ｊ］．气象科技进展，２０１２， ２（５）： ２９⁃３５． （ＺＯＮＧ Ｚｈｉｐｉｎｇ， ＤＡＩ Ｋａｎ，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２
（５）： ２９⁃３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ＡＣＨＬＥＩＴＮＥＲ Ｓ， ＦＡＣＨ Ｓ， ＥＩＮＦＡＬＴ Ｔ， ｅｔ ａｌ． Ｎ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ｅｗ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５９： １１４５⁃１１５１．

［３０］ ＬＩＧＵＯＲＩ Ｓ， ＲＩＣＯ⁃ＲＡＭＩＲＥＺ Ｍ Ａ， ＳＣＨＥＬＬＡＲＴ Ａ Ｎ Ａ，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ｒａｄａ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ｎｏｗｃａｓ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Ｐ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ｆｏｒ
ｆｌｏ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Ｊ］．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１０３： ８０⁃９５．

［３１］ ＣＨＡＮＧ Ｆ Ｊ， ＣＨＩＡＮＧ Ｙ Ｍ， ＴＳＡＩ Ｍ Ｊ， ｅｔ 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ｆｕｚｚ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ｗｉｔｈ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５０８： ３７４⁃３８４．

［３２］ ＶＡＳＩＬＯＦＦ Ｓ， ＳＥＯ Ｄ Ｊ， ＨＯＷＡＲＤ Ｋ，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ＱＰＥ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ＱＰＥ ［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７， ８８（１２）： １８９９⁃１９１１．

［３３］ 徐向阳，刘俊，郝庆庆，等．城市暴雨积水过程的模拟［ Ｊ］．水科学进展， ２００３， １４（２）： １９３⁃１９６． （ＸＵ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ＬＩＵ Ｊｕｎ，
ＨＡＯ Ｑｉｎｇ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 １４（２）： １９３⁃１９６．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３４］ 张小娜．城市雨水管网暴雨洪水计算模型研制及应用 ［Ｄ］．南京：河海大学，２００７．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岑国平，沈晋，范荣生，等．城市地面产流的试验研究［ Ｊ］．水利学报，１９９７ （１０）： ４７⁃５２． （ＣＥＮＧ Ｇｕｏｐ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Ｊｉｎ， ＦＡＮ
Ｒ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ｙｉｅｌ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７ （１０）： ４７⁃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ＳＨＵＳＴＥＲ Ｗ Ｄ， ＰＡＰＰＡＳ Ｅ， ＺＨＡＮＧ 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ｃａｌ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ｖｉｏｕｓ⁃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 １３（９）： ８８６⁃８９３．

［３７］ 任伯帜．城市设计暴雨及雨水径流计算模型研究［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０４． （ＲＥＮ Ｂｏｚｈ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Ｄ］．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 ＭＡＲＫ Ｏ， ＷＥＥＳＡＫＵＬ Ｓ， ＡＰＩＲＵＭＡＮＥＫＵＬ Ｃ， ｅｔ 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２９９（３ ／ ４）： ２８４⁃２９９．

［３９］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Ｔ Ｇ，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ＥＴＴＲＩＣＨ 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０４， ２９９（３ ／ ４）： ３００⁃３１１．

［４０］ ＭＩＧＮＯＴ Ｅ， ＰＡＱＵＩＥＲ Ａ， ＨＡＩＤＥＲ 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 ａ ｄｅｎ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ｕｓｉｎｇ ２⁃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３２７（１ ／ ２）： １８６⁃１９９．

［４１］ ＬＩ Ｗｅｉ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Ｑｉｕｗｅｎ， ＭＡＯ Ｊｉｎｇｑｉａ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１⁃Ｄ ａｎｄ ２⁃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９， ５４（９）： １６１３⁃１６２１．

［４２］ ＲＥＮ Ｂ， ＺＨＡＮＧ Ｘ， ＺＨＯＵ Ｈ．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ｉｎ ｐｉｐｅ ｆｌｏｗ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ｗａ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２， ２１２ ／ ２１３： ５９３⁃５９９．

［４３］ ＳＩＮＧＨ Ｖ Ｐ， ＷＯＯＬＨＩＳＥＲ Ｄ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２， ７
（４）： ２７０⁃２９２．



　 第 ５ 期 宋晓猛， 等： 变化环境下城市水文学的发展与挑战 ７６３　　

［４４］ ＺＯＰＰＯＵ 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０７， １６： １９５⁃２３１．
［４５］ ＣＡＮＴＯＮＥ Ｊ，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Ａ．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４７： Ｗ０８５３８．
［４６］ 黄国如，吴思远．基于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ＣＳ 的雨水利用措施对城市雨洪影响的模拟研究［Ｊ］． 水电能源科学，２０１３， ３１（５）： １⁃４， １７．

（ＨＵＡＮＧ Ｇｕｏｒｕ， ＷＵ Ｓｉｙｕａ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ＣＳ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３， ３１（５）： １⁃４， 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７］ 岑国平．城市雨水径流计算模型［Ｊ］．水利学报， １９９０（１０）： ６８⁃７５． （ＣＥＮ Ｇｕｏｐ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ｕｒ⁃
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１０）： ６８⁃７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 周玉文， 赵洪宾． 城市雨水径流模型研究［Ｊ］． 中国给水排水， １９９７， １３（４）： ４⁃６． （ＺＨＯＵ Ｙｕｗｅｎ， ＺＨＡＯ Ｈｏｎｇｂｉ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 ｒｕｎｏｆｆ ｍｏｄｅｌ ［Ｊ］．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１９９７， １３（４）： 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９］ 解以扬，李大鸣，李培彦，等．城市暴雨内涝数学模型的研究与应用［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５， １６（３）： ３８４⁃３９０． （ＸＩＥ Ｙｉｙａｎｇ， ＬＩ
Ｄａｍｉｎｇ， ＬＩ Ｐｅｉ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１６（３）： ３８４⁃３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０］ 徐向阳． 平原城市雨洪过程模拟［Ｊ］． 水利学报， １９９８（８）： ３４⁃３７． （ＸＵ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ｍ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８ （８）： ３４⁃３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１］ 耿艳芬．城市雨洪的水动力耦合模型研究［Ｄ］．大连：大连理工大学，２００６． （ＧＥＮ Ｙａｎｆｅｎ． Ａ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ａ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Ｄ］． Ｄａｌｉａｎ： 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２］ 王静，李娜，程晓陶．城市洪涝仿真模型的改进与应用［Ｊ］．水利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１２）：１３９３⁃１４００．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ＬＩ Ｎａ，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ｔａ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 ４１（１２）：１３９３⁃１４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 宋晓猛，占车生，孔凡哲，等．大尺度水循环模拟系统不确定性研究进展［ 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１，６６（３）： ３９６⁃４０６． （ＳＯＮＧ Ｘｉ⁃
ａｏｍｅｎｇ， ＺＨＡＮ Ｃｈｅｓｈｅ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ａｎｚｈｅ，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 ６６（３）： ３９６⁃４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４］ ＢＡＲＣＯ Ｊ， ＷＯＮＧ Ｋ Ｍ， ＳＴＥＮＳＴＲＯＭ Ｍ 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ＥＰＡ ＳＷＭＭ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 ｌａｒｇ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 １３４： ４６６⁃４７４．

［５５］ ＤＯＴＴＯ Ｃ， ＤＥＬＥＴＩＣ Ａ，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Ｔ Ｄ， ｅｔ ａｌ．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ＵＳＩＣ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
ｒｕｎｏｆｆ ｍｏｄｕｌｅ ａｎｄ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Ｊ］．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１， １５： ８５⁃９４．

［５６］ ＴＨＯＲＮＤＡＨＬ Ｓ， ＢＥＶＥＮ Ｋ Ｊ， ＪＥＮＳＥＮ Ｊ Ｂ， ｅｔ ａｌ． Ｅｖ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３５７： ４２１⁃４３７．

［５７］ ＫＨＵ Ｓ Ｔ， ＤＩ Ｐ Ｆ， ＳＡＶＩＣ Ｄ，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ｓ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６， ２９： １１６８⁃１１８１．

［５８］ ＤＥＬＥＴＩＣ Ａ， ＤＯＴＴＯ Ｃ Ｂ 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Ｄ Ｔ，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Ｊ］．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２０１２， ４２ ／ ４３ ／ ４４： ３⁃１０．

［５９］ ＳＥＭＡＤＥＮＩ⁃ＤＡＶＩＥＳ Ａ， ＨＥＲＮＥＢＲＩＮＧ Ｃ，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
Ｈｅｓｉｎｇｂｏｒｇ， Ｓｗｅｄｅｎ：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３５０： １１４⁃１２５．

［６０］ ＧＲＩＭＭ Ｎ Ｂ， ＦＡＥＴＨ Ｓ Ｈ， ＧＯＬＵＢＩＥＷＳＫＩ Ｎ Ｅ，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１９（５８６４）：
７５６⁃７６０．

［６１］ 孙艳伟，魏晓妹，ＰＯＭＥＲＯＹ Ｃ Ａ． 低影响发展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研究现状与展望［ Ｊ］．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１， ２２（２）： ２８７⁃
２９３． （ＳＵＮ Ｙａｎｗｅｉ， ＷＥＩ Ｘｉａｏｍｅｉ， ＰＯＭＥＲＯＹ Ｃ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２２（２）： ２８７⁃２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２］ 贾海峰，姚海蓉，唐颖，等．城市降雨径流控制 ＬＩＤ ＢＭＰｓ 规划方法及案例［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５（２）： ２６０⁃２６７． （ ＪＩＡＮＧ
Ｈａｉｆｅｎｇ， ＹＡＯ Ｈａｉｒｏｎｇ， Ｔ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Ｄ ＢＭＰ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２５（２）： ２６０⁃２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３］ 许萍，张丽，张雅君，等．中国低影响开发城市雨水管理模式推广策略［Ｊ］．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２０１２，３４（增刊 １）：１６５⁃１６９．
（ＸＵ 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ｉｔｙ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３４（Ｓｕｐｐｌ １．）： １６５⁃１６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６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５ 卷　

［６４］ 潘安君，张书函，孟庆义，等．北京城市雨洪管理初步构想［Ｊ］．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０９， ２５（２２）： ９⁃１２． （ＰＡＮ Ａｎ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ｈａｎ， ＭＥＮＧ Ｑｉｎｇｙｉ， ｅｔ 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Ｊ］．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２００９， ２５（２２）： ９⁃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５］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Ｒ Ｉ， ＧＲＥＥＮ Ｐ， ＢＡＬＫ Ｄ， ｅｔ 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ｄ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３， １０８（１５）： ６３１２⁃６３１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Ｉ：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ＮＧ Ｘｉａｏｍｅｎｇ１，２，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ｎ１，２，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ｑｉｎｇ１，２， ＨＥ Ｒｕｉｍｉｎ１，２，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ｊｕｎ１，２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ｇａｐｓ ｏｆ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ｒｅ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ｏｒｍ⁃ｔｅｒ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ｐｏｏｒ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ｎ⁃
ｏｆ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ｌｓｏ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ｐｏｏｒ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ｉｓ ｎｏｗ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ｉｍ⁃
ｐｏｓｅｓ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１０ＣＢ９５１１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