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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是提高灌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及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也是实现灌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有效调控措施。 从灌区水资源管理政策、 水资源循环转化规律、 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与方法和水文生态 ４ 个方面， 对国

内外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 国内灌区水资源配置主要存在 ４ 个方面的问题： 水资源合理配置与

保护政策落实不到位、 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机制不健全、 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实用性不强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基础条件较为

薄弱。 建议加强灌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政策与机制、 变化环境下水资源循环转化规律、 水资源承载力基础理论与评价新

方法、 水文生态调控技术、 水资源实时风险调度与智能化管理技术以及水资源优化配置耦合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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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是流域或区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方面， 也是人类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水资源的有

效调控措施之一。 随着水资源合理配置实践的不断深化， 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概念逐步明确， 其内涵日益

丰富［１］。 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内容一般包括水量在灌区农业用水、 居民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及景观生态用

水之间的优化配置， 水量在灌溉渠系间的优化配置， 水量在不同作物及其不同生育期之间的优化配置。 其中

农业用水是灌区用水的主体， 也是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核心。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水资源短缺形势愈来愈严峻， 农业作为用水大户， 农业水资

源 “瓶颈” 制约问题愈加凸显。 目前， 中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 ０ ６ 亿 ｈｍ２， 在占耕地面积一半的有效灌溉

面积上， 生产了占全国 ７５％的粮食和 ９０％以上的经济作物， 在灌区缺水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如何实现灌

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进而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值得关注。 因此， 有必要对中国灌区水资

源配置现状进行系统梳理， 弄清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充分了解国外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与最新进

展， 对于提高中国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水平， 实现灌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可持续开发利用， 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１　 中国灌区水资源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 １　 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与保护政策有待加强

在灌区水资源管理方面， 虽然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水污染防治法》、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等法规与文件， 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实施水资源管理 “三条红线”， 即水资源开发利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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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红线、 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并将水资源管理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但目前灌

区还缺少量化的、 具有可操作性的约束性管理指标， 还没有形成水资源管理的硬性约束。 在灌区水资源管理

制度建设、 政策机制建设、 社会参与机制建设、 水管队伍建设、 水价形成机制和运行管理模式等方面也较为

薄弱。
１ ２　 灌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与统一调度机制不健全

目前灌区水资源一般由多个部门共同管理。 地表水一般由灌区管理局（站）管理， 主要负责灌区规划制

定、 水利工程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修养护、 防汛排涝和防汛抢险、 灌溉试验、 水量分配、 水价制定与水费收

缴等； 地下水一般由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水利局或水务局）。 尽管两个主管部门同属于水利部门， 但

由于职能划分界限不清， 加之各自利益的不同， 很难做到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要实现灌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与优化调度， 必须打破水资源行政管理上的 “条块分割” 现象， 建立灌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机构， 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灌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统一调度、 统一配置， 充分发挥灌区水资源的最大效益。
１ ３　 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与方法实用性不强

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灌区水资源管理新技术与新方法不断涌现。 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与

调控的对象由单水源、 单用水部门发展到复杂的多水源、 多用水部门； 配置内容由单纯的水量配置发展到水

量、 水质统一调配； 配置目标由单目标发展到多目标， 并且在新的优化理论、 技术和算法下使多目标的问题

求解变得非常简单； 配置模型由单一数学规划模型发展到数学规划与向量优化理论、 模拟技术等多种方法的

混合模型。 但由于灌区水资源下垫面与边界条件以及农业用水系统的复杂性， 如何将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计

算结果用于指导灌区的实际配水， 目前还比较困难； 另外， 由于模型的通用性不强， 很难将基于某个灌区研

发的模型应用到其他灌区进行使用。 上述情况直接限制了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的推广应用， 因此， 迫切

需要研发功能强大、 通用性强、 操作简便及实用的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与方法。
１ ４　 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基础条件较为薄弱

要进行灌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果没有大量详实的信息作为支撑， 即使再好的模型与方法， 也只能是

空谈。 灌区信息化为实现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平台。 灌区信息化管理就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深

入开发和广泛利用灌区信息资源， 大大提高信息采集和加工的准确性以及传输的时效性， 做出及时准确的反

馈和预测， 为灌区管理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全面提升灌区管理的效率和效能。 目前， 中国灌区信息测

量技术主要是水文和工业上成熟技术的直接移植， 主要存在环境适应性差和成本较高等问题， 由于灌区的环

境对电子设备来说相对恶劣， 而且点多面广， 因此对产品的稳定性和成本就极其敏感。 影响灌区信息化发展

的另外一些因素是， 资金投入不足、 监测力量普遍比较薄弱、 复合型人才匮乏及网络建设滞后等诸多问题。
目前， 在灌区水资源管理系统中， 地表水输配水系统斗渠以上工程较为完善， 量测设备较为齐全， 信息容易

获取， 但田间作物需水信息、 地下水开采量信息、 灌水信息等往往缺乏实测数据， 这就直接限制了灌区水资

源优化配置模型作用的发挥。 加强灌区信息化等基础条件建设， 可为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创造条件［２］。

２　 国内外灌区水资源配置研究现状

２ １　 灌区水资源管理政策

２ １ １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 针对灌区水资源管理中出现的管理薄弱、 水的利用效率不高及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 中国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相继出台了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办法》、 《关于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 《关于加强灌溉用水定额管理的指导意见》
等， 水资源管理工作逐渐步入正规。 但总体来讲， 中国水资源管理还较为粗放： 一方面地下水无限制开发，
缺乏有效管理； 另一方面， 在水资源管理中， 忽视了地下水自身的特点， 地下水资源评价、 规划、 立法、 监

测和监督管理等基础工作也相对滞后； 第三， 水资源管理存在重开发、 轻保护现象， 忽视地下水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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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对地下水水质保护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 可见， 中国在灌区水资源管理政

策与法规方面存在立法滞后以及相应的行政管理不协调，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２ １ ２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注重灌区综合性的水资源管理， 强调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而非单一水资源管理。 不仅重视水资源开

发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而且重视水资源开发、 利用对其他地区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将水文与生

物、 环境、 社会需要以及经济需要统筹起来， 综合考虑水资源开发、 利用、 节约和保护［３］。 为解决灌区地

下水衰竭问题， 普遍做法是识别出地下水衰竭的地区， 加以控制。 例如， 在占有权制的各州， 一旦管理机构

确定出现地下水衰竭问题的地方， 就不允许在该地区打新井； 在适宜使用权制的内布拉斯加和亚利桑那州，
都建立了有关地下水衰竭的法令， 控制地下水的开采； 在绝对所有权的德克萨斯州， 也对灌溉径流加以控

制， 并开展节水普及教育计划， 加强地下水的保护。
以色列的水资源管理立法很有特色。 鉴于水是以色列的生命线和战略资源， 《水法》 规定水资源是公共

财产， 由国家控制， 私人不得拥有水资源， 所有的水污染， 包括点源和非点源污染都被禁止。 以色列在灌区

水资源管理方面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进行高效管理， 并针对不同绿化植物的品种， 不同需水量

和需水时间， 全部采用智能控制供水， 避免水资源浪费。 智能控制供水系统能根据相应区域的用水数据， 计

算出最恰当的供水压力， 用水高时送水压力自动增加， 用水量小时送水压力自动减小。 农业灌溉用水几乎全

部采用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 设置水分传感器， 按时定量灌溉， 极大地提高了灌溉水的利用效率［４］。 以

色列还制订了一系列法规来改进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水质， 以促进回用， 并减少环境和健康风险。 一个重要目

标是利用回用的污水代替淡水作为灌溉用水。 目前， 以色列几乎 ５０％的灌溉用水源于处理过的污水。
澳大利亚政府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不断推进水改革的进程， 提出了一系列水资源改革措施， 使澳大利

亚水资源状况在可持续利用方面呈现出新的态势。 澳大利亚对于灌区节水的调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 开

放水权交易， 其中用水额度可以自由交易， 促使水资源向使用价值高的方面转移， 使用水户更直接地参与供

水管理； ② 改革水价， 促进节水， 制定全成本水价， 确保水的分配和收费结构能够对提高用水效率产生激

励作用； ③ 采纳流域水资源一体化的水资源管理机制， 实施可交易的水权， 分配水给环境， 达到环境与发

展的平衡； ④ 在灌溉工程管理上， 已逐步实施由政府管理转为私人企业管理，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工程实

现良性运行［５］。 在灌区地下水利用和管理方面也有着长期的经验积累。 如评价含水层的可持续开采量， 并

确定水资源的可持续使用限度； 重视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作用、 地下水

的环境价值； 设立监测目标和调控机制， 以评价政策手段的应用是否达到了管理目标， 对地下水的监测也起

到重要作用； 重视土地利用活动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及地下水资源保护等。
德国非常重视灌区地下水监测制度建设， 并取得成效。 地下水监测的目的是： 及时消除地下水质量的危

险变化、 补救和降低污染造成的危害、 评估保护措施的效用， 这一职责属于联邦州政府。 监测体系能够及时

清除危害地下水的物质， 并在恰当的时期采取合适的保护措施。 为了保护地下水不受污染， 德国在农业生产

中使用化肥、 农药的法律更为严格。 不仅对生产化肥、 农药的企业制定了严格的生产许可证申报程序， 而且

对农业施肥、 喷药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 德国使用喷灌不仅仅节约了地下水资源， 而且节省劳力和能源、 改

善农产品质量， 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节水技术［６］。
巴西能够比较好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 主要得益于立法和各种规章制度。 从联邦政府到州市各级政

府均有负责管理和保护水资源的部门， 并同各地非官方的保护水资源和环境组织相配合， 协调解决各方在用

水问题上的冲突， 督促执行水法。 巴西在灌区水资源方面引进最重要的理念是水资源综合管理， 将水资源综

合管理定义为 “为流域利益相关者提供基础， 以促进和协调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和发展方面的多目标”。 从大

的方面来说， 水资源综合管理理念为巴西目前正在实施解决水问题的公共策略和制度提供了概念和方法［７］。
由此可见， 国外在灌区水资源管理政策与措施方面， 特别重视水资源综合管理政策与措施的制定， 注重

综合决策与管理的一体化， 重视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并不断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与

运行模式， 以适应社会、 经济与环境发展需要。 国外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对于保护水资源起到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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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２ ２　 灌区水资源循环转化规律

２ ２ １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在水资源循环转化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但发展很快。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 雷志栋和杨诗

秀［８］提出了大气水、 地表水、 土壤水、 地下水之间的 “四水” 转化概念， 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给水度概念做

出了正确解释。 １９９５ 年康绍忠等［９］建立麦田 “五水” （大气水、 地表水、 地下水、 土壤水和植物水）转化的

动力学模式， 揭示了麦田水分微循环的规律。 ２００６ 年王浩等［１０］ 提出了水资源全口径层次化动态评价方法，
将分布式水文模型与集总式水资源调配模型耦合， 建立了二元水资源评价模型。 ２０１１ 年夏军等［１１］ 将分布式

水文模型与地下水数值模型耦合， 建立了变化环境下跨流域调水的大尺度水文循环模型， 不仅考虑了自然的

产汇流规律， 同时考虑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由此可见， 在灌区水资源循环转化规律研究方面， 中国经历了从

田间尺度至区域或流域尺度、 从集中参数至分布式参数、 从单一水文过程至水文与社会复杂系统的转变过

程， 研究工作向更广、 更深方向发展。
２ ２ ２　 国外研究现状

“四水” 转化关系的研究是陆面水文循环的一个主要部分。 ２０ 世纪初， 随着近代水文学的发展， 以产汇

流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概念性水文模型得以广泛应用， 逐步揭示了大气降水、 地表水、 土壤水和地下水之间相

互转化、 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降雨入渗的研究中， 最有名的是 ＨＯＲＴＯＮ、 ＧＲＥＥＮ 和 ＡＭＰＴ、 ＰＨＩＬＩＰ 入渗模

型［１２］。 特别是 １９６６ 年， Ｐｈｉｌｉｐ 在分析和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较完整的关于 “土壤⁃植物⁃大气连

续体” 的概念， 将 “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 作为一个整体， 用连续、 系统、 动态的观点和统一的能量标

准， 定量研究系统中水分运移、 热能传输的物理学和生理学机理及其调控理论， 奠定了现代农田水分研究的

理论基础［１３］。 此后， 随着 ＧＩＳ 和遥感技术的发展， 遥感技术在估算潜在蒸散量的应用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１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将水文循环生物圈方面列为其四大核心课题之一， ＳＰＡＣ
（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系统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之一［１５］。 可见， 在灌区水资源循环

转化规律研究方面， 国外更加关注从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 并重视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引入， 研究工作更为

深入。
２ ３　 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与方法

２ ３ １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灌区水资源科学分配方面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最初的研究以水库优化调度为先导。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 水资源配置理论与方法研究步入快速发展期。 曾赛星和李寿声［１６］运用动态规划法， 确

定内蒙古河套灌区各种作物的灌水定额及灌水次数； 贺北方等［１７］ 对多水库多目标最优控制运用的模拟与方

法， 灌区渠系优化配水、 大型灌区水资源优化分配模型、 多水源引水灌区水资源调配模型及应用进行了研

究； 王浩等［１８］提出了 “二元水循环” 理论， 并耦合分布式水文模型、 水资源合理配置模型、 多目标决策分

析模型， 开发了 “天然⁃人工” 二元水循环模型， 应用于三川河、 海河等流域水资源管理； 张展羽等［１９］根据

农业水土资源相互关联、 相互制约的特点， 将水土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大系统问题进行研究， 建立了缺水灌区

农业水土资源优化配置模型。 由此可见， 在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与方法研究方面， 国内随着计算机科学

的发展， 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经历了从线性至非线性、 单目标至多目标、 确定性至随机性、 解析模型至数值

模型、 低微至高微、 单个系统至复杂大系统的转变过程， 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考虑的因素更多， 功能更强。
２ ３ ２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灌区水资源配置研究源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由 Ｍａｓｓｅ 提出的水库优化调度问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伴随数学规划和模拟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水资源领域的应用， 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 Ｒｏｍｊｉｎ
和 Ｔａｍｉｎｇａ［２０］考虑了水的多功能性和多种利益的关系， 强调决策者和决策分析者间的合作， 建立了水资源量

分配问题的多层次模型， 体现了水资源配置问题的多目标和层次结构的特点。 Ｗｉｌｌｉｓ［２１］应用线性规划方法求

解了 １ 个地表水库与 ４ 个地下水含水单元构成的地表水、 地下水运行管理问题， 地下水运动用基本方程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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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差分式表达， 目标为供水费用最小或当供水不足情况下缺水损失最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由于水污染

和水危机的加剧， 传统的以供水量和经济效益最大为水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模式已不能满足需要， 国外开始

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注重水质约束、 水资源环境效益以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使得水资源量与质管理方

法的研究产生了更大的活力。 Ｆｌｅｍｉｎｇ 等［２２］以经济效益最大为目标， 考虑了水质运移的滞后作用， 并用水力

梯度作为约束来控制污染扩散， 建立了地下水水质水量管理模型。 Ｃａｒｌｏｓ 等［２３］以经济效益最大为目标， 建立

考虑了不同用水部门对水质不同要求的污水、 地表水、 地下水等多种水源管理模型。 Ｆｏｒｔｅｓ 等［２４］以概念性的

半分布式水量平衡模型为基础， 在 ＧＩＳ 上建立了提高水利用率的灌溉制度模拟模型———ＧＩＳＡＲＥＧ 模型。 可

见， 国外在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与方法研究方面与国内类似， 也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系统论的发展研究

工作不断深入， 但国外更加关注水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以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 并重

视模型的实际应用及用于管理者的决策。
２ ４　 灌区水文生态研究

２ ４ １　 国内研究现状

１９９８ 年， 冯国章提出水文生态系统的概念， 指出水文生态系统是由水文系统和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
集水文循环与生态进化及其共同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于一体， 具有耗散结构和远离平衡态的、 开放的、 动

态的和非线性的复杂巨系统［２５］。 代俊峰和崔远来［２６］研究指出： 灌溉水文学是重点研究灌溉对灌区不同尺度

的水分循环、 水量转化的影响， 及其对灌区生产力影响的一门学科， 它包括地表径流、 非饱和带水流、 植物

冠层截留、 蒸发蒸腾、 地下水流、 河流、 渠道流等多个水文过程， 各个过程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 李

佩成［２７］研究指出： 灌区水文系统是人为地修筑引、 输、 配水渠道（管道）系统， 将河水或井水引至田间， 浇

灌农田的灌溉工程； 依靠灌溉工程保证作物、 林果茁壮成长所需水分， 配合光、 热、 气、 土壤资源和生物资

源的组合， 形成具有良好农业生产条件的新的生态系统———灌区水文生态系统。 张建云等［２８］ 研究提出， 变

化环境对流域产汇流产生重要影响， 改变了原有河道的产汇流规律， 因此， 研究变化环境下灌区水文生态问

题及水资源规划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可见， 国内关于灌区水文生态研究， 还仅局限于概念与内涵

的界定， 还处于初步探讨阶段， 灌区水文生态究竟要研究哪些内容？ 如何给予科学定义？ 如何与灌区水资源

优化配置与管理相结合？ 如何考虑变化环境对其的影响等？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２ ４ ２　 国外研究现状

Ｄｕｎｂａｒ 和 Ａｃｒｅｍａｎ［２９］将水文生态学定义为： 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 利用水文学、 水力学、 地貌

学、 生物学以及生态学的综合知识评估淡水生物区系及生态系统对非生物因素的响应的学科。 Ｗａｌｌｅｎｄｅｒ 和

Ｇｒｉｓｍｅｒ［３０］认为灌溉水文学是研究灌溉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的运输、 转化、 累积等特点以及因社会、 环境和

资源保护等原因而引起的水资源短缺条件下（ 包括供水量减少和水质恶化） 农产品产量可持续性的学科， 研

究对象的空间尺度从微观尺度变化到几百平方公里， 时间尺度从秒跨越到几个世纪。 Ｄａｖｉｄ［３１］ 认为， 水文生

态学是寻找生态系统与水之间复杂联系， 将水文学中的物理过程与生态学中的生物进程结合起来用于科学研

究的学科， 包含不同尺度的研究内容， 对于全球和地区尺度， 水文学过程与气候、 陆地植被之间的相互作用

决定了人类和生态环境的水资源利用量。 以上可见， 关于灌区水文生态研究， 国外该领域的研究历史不长，
仅限于对水文生态学概念的探讨与分析， 但国外对水文生态学的定义内容更为丰富、 内涵更为宽泛。

３　 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发展建议

综观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 尽管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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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在灌区水资源合理配

置研究领域还有不小差距， 建议加强以下 ６ 方面研究：
３ １　 加强灌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政策与机制研究

当前在水资源管理机构设置上部门之间、 流域和区域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明晰， 在水资源开发、 保护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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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职责交叉， 不利于水资源的统一和高效管理， 有时甚至成为制约条件， 因此， 必须改革现行的灌区水资

源管理模式， 对灌区地表水与地下水进行统一管理， 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 另外， 灌区水资源管理应充分采

取经济和法律的手段， 争取立法解决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统一水权问题， 在此基础上制定井渠结合的合理水

价。 为了形成灌区良性经济激励和运行机制， 在水资源调配中必须引入有效的经济手段， 利用市场调控加以

配置。 生态是水资源配置合理性判别重要标准之一， 应从生态目标的适宜性、 生态用水保障程度等多方面对

灌区水资源配置进行系统评价。
３ ２　 重视变化环境下灌区水资源循环转化规律研究

人类活动的加入，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水循环系统已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水循环过程。 随着田间尺度水

文循环研究向灌区水循环关系研究的过度， 水文循环模型也由自然系统水文模型转为 “人工⁃自然” 二元水

文循环模型， 研究人类活动下灌区水循环转化关系将会是水循环研究的前沿之一。 对灌区的水资源研究， 还

应考虑与之相关的社会、 经济和资源等因素的协调关系， 以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 这里的协调关系

包括各行政区之间的用水调度协调、 灌区多种水源供水量和供水时间的协调、 水量与水质的协调以及水循环

系统与灌区系统之间的协调。 同时， 应进一步研究变化环境下的灌区自然水循环系统与 “取水—输水—用

水—排水—回归” 人工水循环过程的二元水循环系统水循环基础理论、 演变机理及二者互作机制， 探究灌

区降水、 地表水、 地下水、 外调水、 中水之间相互循环转化关系， 研发变化环境下灌区水资源评价新技术与

二元水循环模拟模型， 分析基于蒸发总量控制的水资源规划和管理新方法， 构建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灌区社会水循环系统模拟与过程优化技术。
３ ３　 加强灌区水资源承载力基础理论与评价新方法研究

当前灌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研究过分偏重于实用研究， 忽视水资源承载力内涵的系统分析和基础理论的

研究。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 原有的一元流域天然水循环模式受到严重挑战， 人类活动不仅改变了流域降

水、 蒸发、 入渗、 产流和汇流特性， 而且在原有的天然水循环内产生了人工侧支循环， 形成了天然循环与人

工循环此消彼长的二元动态水循环过程。 具有二元结构的流域水资源演化不仅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是生态环境的控制因素， 同时也是诸多水问题的共同症结所在， 也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一个基石。 因此，
开展基于水⁃生态⁃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下的自然⁃人工二元模式的水文循环过程与机制研究是灌区水资源承载力

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同时， 必须深入分析水资源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循环转化规律， 将水文及水资源作为纽

带贯穿整个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体系中， 从本质上探明水资源承载力复杂系统中水资源、 社会经济和生态与

环境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实现水资源承载力量化模型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耦合， 将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模

型从集总式向分布式转移。
３ ４　 强化灌区水文生态系统调控技术研究

水文生态学的目标是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当前， 中国灌区水环境问题十分严

峻， 应该针对灌区大尺度上降雨、 地表水和地下水等在农田、 灌排沟渠、 水库塘堰之间的复杂转化关系， 重

点研究复杂灌排沟渠、 塘、 库关系下水分转化关系及其对灌区水肥高效利用与生态系统的影响， 探索不同地

表、 地下控制水位与陆地、 湿地生态系统及水肥利用效率之间相互关系， 提出维持生态健康的灌区生态需水

及关键点的生态水位或流量控制指标与阈值标准。 另外， 要建立全面的灌区水文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加强灌

区生态系统和水文因子的监测， 尤其要注重监测数据的长期积累。 同时， 要注重新技术、 新方法在灌区水文

生态系统研究中的应用， 利用国外先进的建模理论， 结合中国灌区水文资料， 建立符合中国水文实际的研究

模型， 探明水文过程和生态变化的耦合机理， 从而为中国生态灌区建设奠定基础。
３ ５　 加强灌区水资源实时风险调度与智能化管理技术研究

灌区水资源监测技术与方法是灌溉多水源调控的基础， 发展水资源监测技术与方法在国家科学与发展中

有着重要作用， 新的水资源测量与监测技术和方法有助于保持中国在水资源科学和技术的地位， 并强化国家

的经济发展。 将遥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现代高新技术应用于灌溉水资源监测， 以及

将水文、 水资源、 生态、 模拟技术和优化算法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灌溉多水源优化配置与调控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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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 另外， 还需研究灌溉多水源多尺度同步监测技术、 面向增加水文预报及需水预测精度的水资源云

计算技术， 构建扩充水资源需求决策边界的云服务体系， 探索提高水资源效能的多水源平衡配置与智慧调度

技术、 保障水资源精准配送的过程控制技术， 提出不断标准化的水联网与水效能匹配评价过程控制技术， 探

明气候变化和不同区域水管理计划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提出干旱期最佳的需求管理策略。
３ ６　 重视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耦合技术研究

随着灌区功能的不断扩大与影响因素的不断增加， 面对多种水源复杂的循环转化关系， 单一的研究方法

已不能准确反映灌区水源循环的实际情况， 将多种方法耦合， 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各优化方法的优势， 将会

是研究灌区水源循环转化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另外， 还需深入研究基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灌区地表水、
地下水、 再生水、 外调水和微咸水等多水源优化配置原则， 探讨基于用水户利益驱动的多水源多功能水权转

换准则， 分析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增强与不同区域调配水计划有效性的关系， 研发基于 “经济社会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 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动态平衡的灌溉多水源调控模型及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决策支持

系统， 最终构建基于生态友好型的不同灌溉模式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多水源调配模式与方案。

４　 结论与建议

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是农业高效用水研究的热点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在灌区 “四水” 转化机理、
灌区水资源优化调度模型、 灌区水管理政策与法规等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

体系与技术管理方案。 相较于国外的成熟技术， 国内在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政策、 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运行机

制、 灌区水资源适时优化调度模型、 灌区水资源生态调控系统建设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 由于受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灌区水资源边界条件及循环结构发生重大改变， 已引起多学科领域

的广泛关注， 使得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 在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加强灌区

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政策与机制研究， 解决多种水资源配置中的政策依据问题； 强化变化条件下灌区水循环与

转化机理研究， 建立不同类型灌区水资源调控指标体系； 通过水资源多元耦合模型与智能控制系统研究， 构

建水资源实时风险调度与智能化管理系统； 通过灌区水文生态系统复杂转化关系、 水资源云计算技术和智慧

调度技术研究， 提出基于生态友好型的不同灌溉模式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多水源调配模式与方案， 为灌区水

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１］ 王浩，严登华，贾仰文，等． 现代水文水资源学科体系及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 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１（４）：４７９⁃４８９
（ＷＡＮＧ Ｈａｏ，ＹＡＮ Ｄｅｎｇｈｕａ，ＪＩＡ Ｙａｎｇ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ｔ ｉｓｓｕｅｓ［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２１（４）：４７９⁃４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纵岗，沈鹏  我国灌区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Ｊ］．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６（３）：２８⁃３０ （ＺＯＮＧ
Ｇａｎｇ，ＳＨＥＮ Ｐｅｎｇ． 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１０，６（３）：２８⁃３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邹体峰． 美国水资源综合管理实践与思考［Ｊ］． 中国水能及电气化，２０１２，８４（１）：４１⁃４５ （ＺＵ Ｔｉｆｅ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８４（１）：
４１⁃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马乃毅，徐敏  以色列水资源管理实践经验及对中国西北干旱区的启示［ Ｊ］． 海外之窗，２０１３（２）：１１７⁃１１９ （ＭＡ Ｎａｉｙｉ，ＸＵ
Ｍｉｎ．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Ｗｉｎｄｏｗ， ２０１３（２）：１１７⁃１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邹玮  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水政策对中国水资源管理的启示［Ｊ］ 水利经济，２０１３，３１（１）：４８⁃５２ （ＺＵ Ｗｅｉ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３，３１
（１）：４８⁃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６］ 赵辉，齐学斌  地下水资源管理新技术与新方法［ Ｊ］  中国水利，２００９（１５）：３０⁃３３ （ ＺＨＡＯ Ｈｕｉ，ＱＩ Ｘｕｅｂｉｎ． Ｎｅｗ 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９（１５）：３０⁃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何宝根  巴西水资源考察实践及对我们的启示［Ｊ］ 人民珠江，２０１１（增刊 １）：７９⁃８１ （ＨＥ Ｂａｏｇｅ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ｕ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１ （ｓｕｐｐｌ １）：７９⁃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雷志栋，杨诗秀  田间土壤水分入渗的空间分布［Ｊ］ 水利学报，１９８７（３）：１⁃９ （ＬＥＩ Ｚｈｉｄｏｎｇ，ＹＡＮＧ Ｓｈｉｘｉ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８７（３）：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康绍忠，蔡焕杰，刘晓明，等  农田“五水”相互转化的动力学模式及其应用［ Ｊ］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５，２３（２）：１⁃８
（ＫＡＮＧ Ｓ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ＣＡＩ Ｈｕａｎｊｉｅ，ＬＩ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ｉ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Ａｃｔａ Ｕｎｉｖ Ａｇｒｉ Ｂｏｒｅａｌ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ｓ， １９９５，２３（２）：１⁃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王浩，王建华，贾仰文，等  现代环境下的流域水资源评价方法研究［ Ｊ］  水文，２００６，２６（３）：１８⁃２１ （ＷＡＮＧ Ｈａｏ，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ＪＩＡ Ｙａｎｇ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２６（３）：１８⁃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夏军，刘春蓁，任国玉．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资源影响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Ｊ］  地球科学进展［ Ｊ］，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１２
（ＸＩＡ Ｊｕｎ，ＬＩＵ Ｃｈｕｎｚｈｅｎ，ＲＥＮ Ｇｕｏｙｕ．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ＧＲＥＥ Ｗ Ｈ， ＡＭＰＴ Ｇ 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Ｆｌｏｗ ｏｆ ａｉ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ｉｌｓ ［Ｊ］ Ｊ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 １９１１， ４（１）：１⁃２４
［１３］ ＰＨＩＬＩＰ Ｊ 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 Ｊ Ｓｏｉｌ Ｓｃｉ，１９５７， ８３（５）： ３４５⁃３５７
［１４］ 孟春红，路振广，马细霞，等． 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模糊物元综合评价［Ｊ］  人民黄河，２０１３，３５（９）：８６⁃８８ （ＭＥＮＧ Ｃｈｕｎ⁃

ｈｏｎｇ，ＬＵ 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ＭＡ Ｘｉｘｉａ，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ｕ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ｒｒ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３，３５（９）：８６⁃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张俊娥，陆垂裕，秦大庸，等．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区域“四水”转化［ 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１，２２（５）：５９５⁃６０４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ｅ，ＬＵ Ｃｈｕｉｙｕ， ＱＩＮ Ｄａｙ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ｒ⁃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２２（５）：５９５⁃６０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曾赛星，李寿声  灌溉水量分配大系统分解协调模型［Ｊ］  河海大学学报，１９９０（１）：６７⁃７５ （ＺＥＮＧ Ｓａｉｘｉｎｇ，ＬＩ Ｓｈｏｕｓｈｅ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ｗａｔ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０（１）：６７⁃７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贺北方，丁大发，马细霞． 多库多目标最优控制运用的模型与方法［Ｊ］． 水利学报，１９９５（３）：８４⁃８９ （ＨＥ Ｂｅｉｆａｎｇ，ＤＩＮＧ Ｄａｆａ，
ＭＡ Ｘｉｘｉａ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ｅｒｖｉｏｒ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３）：８４⁃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王浩，王建华，秦大庸，等  基于二元水循环模式的水资源评价理论方法［Ｊ］ 水利学报，２００６，３７（１２）：１４９６⁃１５０２ （ＷＡＮＧ
Ｈａｏ，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ＱＩＮ Ｄａｙ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ｍｏｄ⁃
ｅ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３７（１２）：１４９６⁃１５０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张展羽，司涵，冯宝平，等． 缺水灌区农业水土资源优化配置模型［Ｊ］． 水利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４）：４０３⁃４０９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ｙｕ， ＳＩ
Ｈａｎ，ＦＥＮＧ Ｂａｏ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４５（４）：４０３⁃４０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Ｒｏｍｊｉｎ Ｅ， ＴＡＭＩＮＧＡ Ｍ ．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Ｍ］． 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Ｃｏ， １９８３

［２１］ ＷＩＬＬＩＳ 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ＳＹＳＴ， Ｍａｎ， Ｃｙｂｅｒｎ， ＳＹＳＴ， １９８７， １５
（３）：２１３⁃２２０

［２２］ ＦＬＥＭＩＮＧ Ｒ Ａ， ＡＤＡＭＳ Ｒ Ｍ ， ＫＩＭ Ｃ 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５， ３１： １０６９⁃１０７６

［２３］ ＣＡＲＬＯＳ Ｐ ， ＧＩＤＥＯＮ Ｏ，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Ｍ．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７， １２３（２）： １０５⁃１１５

［２４］ ＦＯＲＴＥＳ Ｐ Ｓ， ＰＬＡＴＯＮＯＶ Ａ Ｅ， ＰＥＲＥＩＲ Ａ Ｌ Ｓ． ＧＩＳＡＲＥＧ⁃ａ Ｇ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７７（１ ／ ２ ／ ３）：１５９⁃１７９

［２５］ 王金凤，周维博． 水文生态学与生态水文学的区别与联系［Ｊ］  人民黄河，２０１２，３４（７）：３６⁃３９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ｆｅｎｇ，ＺＨＯＵ Ｗｅｉ⁃
ｂ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２，３４（７）：３６⁃３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第 ２ 期 齐学斌， 等： 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进展 ２９５　　

［２６］ 代俊峰， 崔远来． 灌溉水文学及其研究进展［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９４⁃３００ （ＤＡＩ Ｊｕｎｆｅｎｇ，ＣＵＩ Ｙｕａｎｌａｉ．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９４⁃３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李佩成． 论水文生态学的建立及其历史使命［ Ｊ］． 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２，３１（１）：１⁃４ （ ＬＩ Ｐｅｉｃ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１２，３１（１）：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张建云，贺瑞敏，齐晶，等． 关于中国北方水资源问题的再认识［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２４（３）：３０３⁃３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ｎ，ＨＥ
Ｒｕｉｍｉｎ，ＱＩ Ｊ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２４（３）：３０３⁃３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ＤＵＮＢＡＲ Ｍ Ｊ ， ＡＣＲＥＭＡＮ Ｍ Ｃ．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ＩＡＨ Ｓ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１：１１７⁃１２８

［３０］ ＷＡＬＬＥＮＤＥＲ Ｗ Ｗ， ＧＲＩＳＭＥＲ Ｍ 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２００２， １２８（４）： ２０３⁃２１１

［３１］ ＤＡＶＩＤ Ｄ Ｂ．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５，８６：２９６⁃３０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ＱＩ Ｘｕｅｂｉｎ１，２，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ｄｏｎｇ１，３， ＱＩＡＯ Ｄｏｎｇｍｅｉ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ｃｈａｏ１，３， ＬＩ Ｐｉｎｇ１，４，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５

（１．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ＡＡ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４５３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ｏｆ ＣＡＡ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４５３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４．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ＡＡ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４５３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ａｒｈ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ｌｉｃｈｅｒｓ Ａｌｌé ２０， Ｐｏｓｔｂｏｋｓ ５０， ＤＫ⁃８８３０ Ｔｊｅｌｅ，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ｂｏｔｈ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ｍａｙ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①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②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③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④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ｏ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ｉｘ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
ｐｅｃ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ａｉ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ｒｉｓｋ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Ｎｏ ２０１２ＡＡ１０１４０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