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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推动新兴学科———社会水文学的发展及其在流域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有必要对有关社会水文学的研

究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 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回顾了水文学的发展历程， 理解社会水文学产生的背景，
阐述社会水文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辨析其与传统水文学、 生态水文学和水文经济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 方法和理

论等方面的异同点； 介绍社会水文学的研究进展： 本阶段着重于制度、 政策和文化等社会因子在水文研究中的表

达以及流域示范研究的开展， 但大多数研究仍基于传统水文学背景、 共进化背景或者水资源管理背景， 社会水文

学的理论和方法还不够成熟。 未来应从以下方面加强社会水文学研究： ① 深入开展社会水文学社会部分的定量研

究、 综合历史分析和水文重建方法、 充分利用现有不同流域案例促进过程社会水文学、 历史社会水文学和比较社

会水文学研究； ② 开展社会水文系统社会驱动力的研究， 探寻社会水文学的动力机制； ③ 引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

刻画人⁃水耦合系统的复杂反馈机制， 提高社会水文学的普适化数学表述； ④ 积极推进 “大数据” 和知识挖掘技术

在社会水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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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生产生活最基本的资源。 自古以来， 人类一方面为了利用水依水而居， 许多文明沿河产生和发

展［１⁃２］；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和降低洪水的袭击， 尽量远离河流或者对其治理［３⁃４］； 人类与干旱和洪涝灾害的抗

争就从未停息过［５⁃６］。 探究诸如干旱洪涝的原因和提出防洪抗旱的措施等社会需求促使水文科学的诞生， 也

是水文科学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７⁃９］。
随着地球进入人类世的新纪元， 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和对地表的改造程度急剧增加， 水系统已从一个自

然系统演变为一个人类与自然的耦合系统， 人类对水循环过程的影响已从外部动力演变为系统内力［１０⁃１１］。
水系统呈现出复杂系统动力学特征， 并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在国内的黑河流域［１２］、 石羊河流

域［１３］、 塔里木河流域［１４］、 黄河流域［１５］等以及国外的咸海流域、 巴尔喀什湖流域［１６］ 和墨累⁃达令河流域［１７⁃１８］

等， 其水问题极为相似， 先后经历了水资源无序开发、 水资源紧缺、 水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退化等， 然而持

续时间和治理对策不尽相同， 除了流域自然环境的差异外， 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包括经济、 政策和文化

等。 揭示水文系统与人类之间长时间尺度的互馈机制是应对人类发展挑战、 人水和谐、 水资源永续利用的首

要前提［１９⁃２１］。
传统的水文学与相关交叉学科往往基于稳定的假设， 将人类的水资源管理活动视作水循环动力系统的外

部因子［２２⁃２３］， 从方法上不能揭示水文系统与人类之间的互馈机制。 因此， 亟需发展一门综合自然、 社会以

及人文等多方面的新学科， 以便更好地阐释人⁃水耦合系统及其协同进化的动态和机理， 应对水资源利用过

程中的挑战， 社会水文学 （ Ｓｏｃｉ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应运而生［１０］。 科学家们随即在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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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等杂志上对其展开讨论， 涉及方法、 理论和

案例研究等［１， ２４⁃２５］。
截至目前， 关于社会水文学的研究已有很多， 有必要结合水文学的发展， 对社会水文学的产生、 研究进

展和存在问题进行阶段性总结， 并展望其未来应着重研究的方向， 以推动社会水文学的发展及其在流域水资

源管理中的应用，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１　 社会水文学的产生背景

１ １　 水文学的发展回顾

水文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 Ｋｏｕｔｓｏｙｉａｎｎｉｓ［２１］认为 “实际的水文知识在哲学和科学产生之前就

已存在， 这些知识源自于人类的需求， 包括水的储存、 运输和管理等”。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认识

到水文循环的基本规律［２６］。 整体来说， 水文科学的发展可以分为 ３ 个阶段［５， ２７］： ① １９ 世纪中期以前， 为水

文科学的萌芽和古典时期， 这个时期主要集中于对地球上河流水位和流速、 洪水、 降水等基本水文现象的原

始观测以及猜测思辨。 ② 从 １９ 世纪中期到 ２０ 世纪中期， 是水文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的奠基和发展

阶段， 以 １８５１ 年 Ｍｕｌｖａｎｅｙ 提出汇流时间为标志， 随后逐渐形成了一套方法论， 包括一些经典的研究河道和

坡面汇流、 土壤水与地下水运动的定律和方程［５］。 ③ 从 ２０ 世纪中期到现在， 计算机引发的信息技术革命使

水文学得到了迅猛发展， 这个阶段可看作是现代水文学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水文学的发展有 ３ 个重要特

征： 一是水文模型得到快速发展； 二是水文信息获取和处理技术得到长足进步； 三是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

叉和融合趋势逐渐显现并逐步增强［２７］。
１ ２　 水文学的发展动态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ＡＨＳ）是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学术组

织， 其使命之一就是促进水文科学的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ＩＡＨＳ 对水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国

际水文十年计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ｄｅ， ＩＨＤ） ［２８］。 ２１ 世纪以来， 围绕水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ＩＡＨＳ 先后提出了以 ＰＵＢ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ｇａｕｇｅｄ Ｂａｓｉｎ） 即无观测资料流域水文预报和 “ ‘Ｐａｎｔａ Ｒｈｅｉ⁃Ｅｖｅｒｙ⁃
ｔｈｉｎｇ Ｆｌｏｗｓ（万物皆流）’： 水文和社会的变化”为主题的两个科学十年（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ｃａｄｅ， ＳＤ） ［２９］。 已结束的

ＰＵＢ 计划（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充分显示 ＩＡＨＳ 在水文学的顺利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３０⁃３２］。 当前的“Ｐａｎｔａ
Ｒｈｅｉ⁃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Ｆｌｏｗｓ”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２）侧重于水文和社会的变化行为， 旨在通过强调水循环与人类的动态

变化， 更好地解释人类影响水循环的过程， 提高水资源动态的预测能力， 以支持变化环境下的社会可持续

发展［２９］。
国际水文计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ＨＰ） 是一个以水文学研究和教育为重点的计划，

每个阶段都设置相应的主题（表 １）， 充分反映了国际水文研究的趋势， 最终帮助解决重大的水资源问题和与

水有关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３３⁃３４］。 当前第八阶段的主题为 “水安全： 应对地方、 区域和全球挑战”， 需要应

对的挑战包括发挥人的行为、 文化信仰和态度的作用， 开展社会与经济学研究以便开发工具， 适应水资源变

化对人类的影响， 最终完善水资源的综合管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ＷＲＭ）。 从 ＩＡＨＳ 当

前的科学计划和 ＩＨＰ 最新阶段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 人水系统之间的互馈机制及其变化已成为水文学研究

的核心。
１ ３　 社会水文学的产生

早在 １９７７ 年， Ｆａｌｋｅｎｍａｒｋ［３５］就强调 “水与人类是一个存在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 针对人类引起的水

文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Ｗａｇｅｎｅｒ 等［８］呼吁重新定义水文学。 加强水和人类之间互馈机制的表达成为水文科学

发展的迫切需求［２９， ３４］。 ２０１２ 年 Ｓｉｖａｐａｌａｎ 等［１０］首次提出了社会水文学， 其中人类和人类活动被认为是水循环

动力的一部分， 其目标是预测人⁃水耦合系统的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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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际水文计划的发展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阶段 研究主题或侧重点 意义

第一阶段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年） 人类活动影响、 水资源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
水文学向综合利用水资源方向演化， 并与社会、 经
济及环境保护等领域有了交集

第二阶段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年） 水资源方面的研究， 并将研究领域扩大到各个特定的地
理、 气候区域

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水文学数据及资料

第三阶段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年） 为社会经济发展合理管理水资源
首次提出了全球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促进水文科
学向更高领域发展

第四阶段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 可承载的水资源管理以及使水文学适应气候和环境变迁 首次提出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水文学

第五阶段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 年） 脆弱环境中的水文水资源开发 生态水文学是此阶段的核心内容

第六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 面对风险和社会挑战下的水系统相互作用 着重突出水与社会方面的研究

第七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 水资源短缺社会对水系统的响应和依赖性 提出了生态水文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八阶段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 年） 水安全： 应对地方、 区域和全球挑战 旨在完善综合水资源管理

２　 社会水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２ １　 社会水文学的定义与内涵

社会水文学是一门基于传统水文学及其交叉学科、 研究人⁃水耦合系统的科学。 根据 Ｓｉｖａｐａｌａｎ 等［１０， ２０］的

观点， 社会水文学是基于发现、 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式， 运用历史分析、 比较分析和过程剖析并耦合定量化

的方法， 理解和预测人⁃水耦合系统及其协同进化动力学的新学科。 因此， 社会水文学具有以下 ３ 个特征：
① 它是一个以发现为基础的定量科学； ② 将人类活动视作为水循环过程内在部分的交叉学科； ③ 探究人⁃
水耦合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协同进化的过程， 以支持水资源可持续管理。
２ ２　 社会水文学与相关学科和理论的异同

２ ２ １　 社会水文学和传统水文学

传统水文学是一门研究地球上各种水体的发生、 循环、 分布， 水的化学和物理性质， 水与生态、 环境和

经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 为洪涝干旱灾害的防治、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水生态与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

据［５］。 社会水文学继承了传统水文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但又有其特别之处： ① 在传统水文学中， 人类活

动为水循环的外在动力， 而在社会水文学中成为内在因素， 将人类活动作为水循环的内在因素是人⁃水耦合

系统的重要特征［１０⁃１１］。 ② 研究的情景从传统水文学中的理想状态转变为不断变化的状态， 包括不同气候、
土地利用等条件下人⁃水耦合系统的变化特征， 这是社会水文学的进步。 因此， 社会水文学能更好地解决当

前水资源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并且对未来水文过程进行预测。
２ ２ ２　 社会水文学和生态水文学

生态水文学主要是揭示植被对不同水分条件的响应和自组织过程［３６⁃３９］。 而社会水文学探索的是人类在

不同可利用水资源条件下的进化和自组织行为与过程［１０］。 古代居民大多数沿河居住， 河流被作为供水的来

源和运输手段， 因此， 水网的规模和获取水资源的距离决定了人类的定居模式。 随着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
现在人类分布在整个流域， 从而改变流域的社会生态格局。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水文学从生态水文学中吸

取了很多成功的地方， 比如引入协同进化的概念， 从而为水文学赋予了新的生命。 另外， 二者均为交叉学

科， 前者构建了水文学与土壤学、 植物生理学和地理学等的联系， 借此扩展水文学的视域； 而后者则将水文

学拓展至社会科学。
２ ２ ３　 社会水文学和水文社会学

早在 １９７９ 年， Ｆａｌｋｅｎｍａｒｋ［４０⁃４２］就提出了水文社会学（Ｈｙｄｒ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一门研究人水相互作用的科学，
包括人类对水的需求、 可利用水资源以及人类活动引起的水问题等， 后来又开展一系列有关人水作用及其概

念框架的研究。 在 ２０１２ 年社会水文学被提出来之际，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４３］指出社会水文学只是水文社会学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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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不能真正称作为一门新科学。 但是， 社会水文学除了研究人水系统的相互作用外， 更重要的是揭示其

协同进化的过程， 预测未来人水关系的发展轨迹， 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２ ２ ４　 社会水文学和水文经济学

水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与稀缺水资源服务影响下的供给和需求经济规律相关的水文过程， 处理水与经济

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 主要是针对短期 （例如季节、 月份和天） 的人水关系， 不考虑水文与生态环境之间

的相互影响［４４］。 社会水文学研究人⁃水耦合系统， 涉及社会、 水文和生态环境等系统， 并侧重长时间尺度的

变化， 进而预测其未来的演变轨迹。 因此， 社会水文学的研究范畴更广， 在一定程度上， 社会水文学涵盖了

水文经济学。
２ ２ ５　 社会水文学和环境社会学

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和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特别关注引起环境问题的社会因子， 并试图解决问题。 环境

社会学侧重于描述， 阐释的能力较弱， 因而很难进行预测［４５］。 社会水文学研究人水系统间的互馈机制及其

进化， 具有严格的数学表达， 因此具有预测能力， 而环境社会学中对社会因子的表述及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

刻画是定性的， 但可以供社会水文学借鉴。
２ ２ ６　 社会水文学和 “自然⁃社会” 二元水循环

为更好地描述水在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运动过程， １９９７ 年 Ｍｅｒｒｅｔｔ［４６］提出 “Ｈｙｄ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即社会水

循环的概念， 提出了社会水循环之 “供⁃用⁃排” 过程的基本概念雏形； 同年 Ｆａｌｋｅｍａｒｋ［４１］ 研究了社会侧支与

自然水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国内， 王浩等［４７⁃４９］于 ２００４ 年指出水循环的 “自然⁃人工” 二元特性， 随后总

结 “自然⁃社会” 二元水循环理论， 描述了水循环在驱动力、 结构和参数方面的二元性； 二元水循环理论拓

展了自然一元水循环模式， 能更客观和科学地表达人类活动影响下水循环的演变特征。 但是二元水循环缺乏

人水系统间互馈机制的刻画， 往往难以应对不同地区的复杂水循环问题［１１， ５０］。 社会水文学同样涵盖了自然

水循环和社会水循环， 并且着重于人⁃水耦合系统的互馈方式和协同进化的动态过程， 由此可见二元水循环

是社会水文学的重要基础。
２ ２ ７　 社会水文学和综合水资源管理

１９９２ 年， 都柏林国际水与环境会议上提出的综合水资源管理， 标志着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已从单纯的

开采转向在人类需求与生态系统可持续性间寻求一种平衡， 这与国际水文计划第四阶段提出的水资源可持续

发展相对应［１０， ３３］。 综合水资源管理关注的问题： 管理决策如何影响径流， 反之， 径流如何限制管理？ 其同

样是关于人类与水的相互作用， 但通常采用 “基于情景” 的方法揭示这些相互作用［１０， ５１］。 由于这种方式没

有考虑人水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学， 结果与实际情况往往不同， 也无法进行长时间的预测。 相比综合水资源

管理聚焦于控制或者管理水系统以实现社会和环境的预期效果， 社会水文学的焦点是观测、 理解和预测未来

人⁃水耦合系统协同进化的轨迹。 在这个层面上， 可以说社会水文学是支持综合水资源管理实施的基础

科学［１０］。
综上可知， 与其他学科相比， 社会水文学在研究内容上进行了相应拓展并且侧重点不同， 在研究方法和

理论框架上又得到借鉴进而提升， 其目标是促进水资源综合管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３　 社会水文学的研究进展

实际上在社会水文学出现之前， 已有研究探索人水系统相互作用及其进化过程。 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５２⁃５３］ 很早就提

出“水利帝国（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的概念， 将水循环和社会管理视作连锁过程， 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
以诠释其动力学过程； 另外还包括荷兰现代水技术和社会协同进化的轨迹［５４］、 古雅典水资源开发的系统进

化［５５］、 城市水管理中社会与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刻画等典型研究［５６］； Ｗａｇｅｎｅｒ 等［８］ 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使

得人水系统呈现本质上的耦合， 并提出水文学的未来就是针对变化世界的革新科学； Ｓｃｈａｅｆｌｉ 等［５７］ 提出了一

种基于通用原理和非时变组织原则的水文模拟新方法， 其关键就是行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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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水文学的出现激发了科学家们对水文科学新的认识和探讨。 首先， 制度和意识等社会因子在水文研

究中得到重视和表达。 一些学者指出应该扩展水文经济模型， 以理解跨领域水资源经济、 水文、 环境和制度

的政策及其相关性［５８］； 而针对环境流、 水治理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急需一种更加系统的方法以确定环境流

需求， 尤其是社会⁃政策和环境系统交互方面的环境流需求［５９］。 Ｌｉｎｔｏｎ 和 Ｂｕｄｄｓ［６０］ 应用辩证方法， 将水文社

会循环概化为一个社会⁃自然过程， 根据水和社会在该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提出了水文社会循环概念， 用其

推理分析水⁃社会关系， 相比传统水循环将水的社会背景剥离， 水文社会循环着重处理水的社会和政策属性。
Ｖｉｇｌｉｏｎｅ 等［６１］聚焦意识、 态度和信任 ３ 个方面， 利用概念方法分析公众应对风险文化、 洪水危害和经济发展

的相互作用， 并采用动态模型阐释水文和社会系统组件的互馈作用。 以上研究不仅仅局限在水系统中， 还综

合了经济、 环境、 制度、 政策和意识等多种社会因子， 社会⁃水文已成为耦合系统。
其次， 科学家们选择一些典型流域对社会水文学进行探索和示范研究。 其中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

的研究最为集中。 Ｍｏｏｎｅｙ 和 Ｔａｎ［６２］就墨累河第二次水分配计划的政策演变问题， 采用 ３ 种方法分别评价经

济、 社会和文化在新计划中的价值。 Ｄｉ Ｂａｌｄａｓｓａｒｒｅ 等［４，６３］开发动态模型刻画冲积平原区水文与社会过程之间

的相互作用， 再现洪水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 并从耦合系统动力学角度构建新模式。 Ｅｌｓｈａｆｅｉ 等［６４］ 基于环

境和社会经济系统间互馈机制的核心———社区敏感性， 为社会水文学模型提出了一个原型框架。 ｖａｎ
Ｅｍｍｅｒｉｋ 等［６５］模拟了人水系统的协同进化过程， 提出了环境意识的概念， 用来解释马兰比季河流域农业发

展与环境健康之间的钟摆现象； Ｋａｎｄａｓａｍｙ 等［６６］ 进一步分析了该钟摆效应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力： 在过去

１００ 年中经历了 ４ 个阶段， 对应着不同的发展价值观念和规范。 而 Ｚｈｏｕ 等［１８］ 将墨累达令河过去 １００ 余年的

流域总蒸散发量划分为用于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两部分， 并建立水平衡变化与社会驱动力及其环境影响之

间的联系， 形成一个社会水文学的水平衡框架。
在国际上的其他区域， 也开展了一些社会水文学研究。 Ｂｏｅｌｅｎｓ［６７］ 揭示了安第斯山地区水、 政权和文化

政策的相互作用， 将社会水文循环视为社会自然环境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政策生态产物。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６８］ 以

印度金奈的城市供水为例， 在社会水文模拟中采用反事实轨迹的方法重建过去未采取相应措施的储水、 供水

和水价情况， 并与现状进行了比较。 Ｂａｋｅｒ 等［６９］倡导在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应当将性别因子加入生态物理

模型中， 应用社会水文学方法刻画性别差异对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影响。 在秘鲁的一个冰川流域， Ｃａｒｅｙ
等［７０］选择了 ５ 个深刻影响水利用的因子： 政治议题和经济发展、 治理 （法律和制度）、 技术和工程、 土地和

资源、 社会响应， 并采用水文⁃社会框架模拟其径流变化。
就国内而言， 关于社会水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陆河。 Ｌｕ 等［２］ 从历史社会水文学的角度， 选择若干

社会、 生态和水文指标， 采用历史分析、 水文重建方法和水量平衡模型估算上述指标， 运用转变理论， 揭示

黑河流域过去２ ０００余年的社会水文演变过程。 Ｗｕ 等［７１］ 集成城市扩张、 水分配和水文过程的模型， 模拟黑

河流域 ２０１０—２０５０ 年土地利用与经济活动变化以及气候对水资源的综合影响。 Ｌｉｕ 等［１］ 结合中国的古老文

化， 采用太极模型刻画塔里木河流域过去２ ０００年受人水交互作用影响的社会水文系统的进化过程。 Ｌｉｕ
等［１４］以塔里木河流域为例， 基于水量平衡方程和逻辑生长曲线， 构建了一个社会水文概念模型， 得出塔里

木河过去 ６０ 年同样经历了农业⁃生态钟摆过程， 其变化受到水分配政策的影响。 这也表明在不同区域的人水

系统协同进化中， 经历了相似的变化过程［７２］。
从 ２０１２ 年社会水文学提出至今， 科学家们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是， 目前社会水文学的研究

还不够系统和深刻， 大多研究都基于以下 ３ 个不同的理论背景： ① 传统水文学背景， 通过水量平衡模拟刻

画水文过程， 仅仅根据需要引入几个社会变量， 如人口、 人类用水量和 ＧＤＰ 等， 来描述水文和社会的变

化［１， １８］， 缺乏水文和社会因子间互馈机制的表达； ② 共进化背景， 研究人水关系的耦合及其协同进化是社

会水文学的核心， 但只是定性的研究， 未进行定量表达， 没有预测能力［２］； ③ 水资源利用和管理背景， 这

类研究针对水资源利用管理的具体需求， 如城市用水、 防洪、 环境流的分配等［５９， ６３， ６６］， 因而缺乏社会水文

学共性机理问题探讨。 总体而言， 当前社会水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还不够完善成熟， 因此， 将已有的研究方法

和理论应用于其他流域时， 还存在较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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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社会水文学的研究展望

４ １　 深入开展社会水文学社会部分的定量研究

长久以来， 相比水文资料的变化， 人类的管理决策更容易受到经济和其他社会因子的影响， 因此， 需要

更好地理解水资源系统中的社会和水文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 这是社会水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过程

社会水文学［１０， ７３］。 通过集成和跨学科研究认识人⁃水耦合系统， 加强系统内重要组件及其联系的刻画， 才能

克服变化环境下水资源管理的挑战［３， ７４⁃７８］。
构建社会水文预测模型极具挑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特征难以定义［７９］。 社会水文学是一门定量的学科，

在跨学科研究和建模过程中， 社会参数的遴选和定量化是关键， 例如如何反映社会价值对水文和生态的影

响， 反之， 其对水文和生态变化的响应？ 这直接影响社会与水文过程间互馈机制的理解和表达。 这些问题在

生态水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 但已逐步完善［８０］， 对于社会水文学来说仍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６２， ８１］。
４ ２　 充分利用不同流域案例发展比较社会水文学

Ｓｉｖａｐａｌａｎ［８２］建议“与其重建各个流域的响应过程， 不如加强比较水文学研究， 目的是识别和了解不同流

域之间的异同点， 并且利用基本的气候⁃景观⁃人类活动的术语来解释它们”。 在社会水文学中， 这种涵盖社

会经济、 气候和其他梯度的人水相互作用的比较分析， 可以对空间差异与过程及其时间动态进行比较［２２， ８３］。
例如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河流域， 其社会水文学研究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２５， ６４］， 而国内的黑河流域也是

理想流域之一， 流域具有全面的观测系统， 另外积累了大量生态、 水文、 政策、 文化和历史及其耦合研究的

数据和成果。 就流域社会水文系统演变来说， 墨累⁃达令河和黑河流域同样经历了水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

境退化继而流域综合治理的过程。 墨累⁃达令河和黑河等流域的开发和治理案例， 为开展比较社会水文学研

究提供了极佳的条件［８４⁃８５］。
４ ３　 完善历史分析和水文重建方法

当前， 由于大家对历史时期人类与水文系统相互作用的模式及其演变认识不足， 因此在预测时， 遇到了

巨大的挑战［８６］。 加深这种理解依赖于所构建的预测框架， 而这些框架与传统的水文模型不同， 必须考虑水

文与众多环境子系统 （如植被、 土壤、 景观变化、 生物地球化学、 土地利用变化、 人类水需求等） 的相互

作用， 另外还需要表达气候驱动和土地利用的持续变化。 水文学的未来研究更加依赖于从历史数据中挖掘新

信息［８７］。 这就需要依靠历史分析和水文重建方法。
历史分析是社会水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通过社会和物理事件与机制的系统分析以及它们的相互作

用， 研究过去和重建相应的社会水文协同演变过程。 即使无法获取精确的历史数据， 但是在相关的 “灰色”
文献和其他考古发现的支持下， 仍然可以重建历史时期的人类⁃环境相互作用的形态［８８⁃８９］。 水文重建是协同

进化模型发展研究议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旨在生产长时间的理想数据集， 包括流域尺度的水文、 气候、 土

地利用、 人类活动、 生态和地貌数据， 为识别并量化人水系统提供基础。 这些数据集也有助于测试、 验证和

改进协同进化模型。 加强历史分析和水文重建是历史社会水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例如， Ｌｕ 等［２］利用树轮、
湖泊沉积和冰芯等代用资料， 以及古代垦殖绿洲和遥感影像资料等重建了黑河流域过去２ ０００年的水文气候

环境和植被状况， 模拟和分析流域社会⁃水文⁃生态的演变过程。
４ ４　 深入开展社会水文系统的社会驱动力研究

在传统水文学中往往只关注水的物质方面的量， 而当水流入社会系统中， 伴随着价值的变化， 其 “流
向” 往往受价值的驱使。 对于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信息流同样影响和决定水资源的流通和分配。 大

水网的建设也会在水资源的自然属性中赋予社会的内涵。
理解社会水文学过程的重要部分是理解水流动的方式及其原因。 地下水的传输凭借潜在的梯度， 地表径

流依靠地形坡度， 而蒸发受湿度梯度的影响。 在社会水文学中， 存在很多与社会经济和水文过程相关的控制

因子［１０］。 社会水文学提出的径流例子就是所谓的 “虚拟水贸易” ［１０， ９０］。 驱动虚拟水流动的梯度往往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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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 经济刺激、 技术、 燃料消耗和历史因素而异。 原则上， 水量的丰富程度和水利用的生产效率起着驱动

作用。 然而逐渐地， 政策和市场成为主要驱动力。 当前，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信息流成为社会水文系统的重

要影响因子， 人们通过获取并认识制度、 政策和情报等方面的变化， 改变水资源的流动和布局， 从水市场中

获得更多的利益［１０， ９１⁃９２］。 而大水网的建设， 如南水北调等， 利用人类社会的提水工程将水资源进行重新

分配。
因此， 在社会水文学的研究中， 下列问题将首先受到关注： 社会水文系统的驱动力是什么？ 流量以及梯

度如何体现和计算， 并且它们如何关联？ 这是理解社会水文学的关键［１０］。
４ ５　 引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

由于水系统与人类活动的非线性反馈， 人水系统表现为非线性系统， 其重要特征是快过程与慢过程相互

作用形成复杂的动力学， 因此， 其变化难以预测［１０］。 传统研究方法有两种： 一是分别建立水系统模型和经

济社会系统模型， 然后联在一起组成耦合模型； 另一种是通过两个模型的中间关系变量直接建立耦合系统的

动力学模型， 但这两种处理途径均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方法［９３］。 系统动力学以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
在解决复杂系统问题时具有优势。 因此， 在认识和理解人水系统自身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 利用定量方法和

模型， 引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原理刻画和表达人⁃水耦合系统的复杂反馈机制， 提高社会水文学的普适化数

学表达［９４］。 这样有助于适时调整社会水文系统， 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并仍然维持在关键阈值内［９５］。
深刻理解社会水文系统关键阈值及其弹性有助于考虑更宽泛的过程动力学所得出的管理决策［９６］。
４ ６　 利用 “大数据” 和知识挖掘技术

社会水文过程涉及水文过程、 生态过程和社会行为等， 在学科当前的发展阶段， 很多过程无法用方程表

达。 例如由于干旱区水资源的不足， 促使当地人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抵御洪涝灾害的方式等。
然而这些行为可以用代用指标表示， 如日常生活用水量及其组成； 而洪涝灾害方面可以采用投入预防洪涝灾

害工程的资金等表示。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水文化变迁， 文化往往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但当前学者们利用

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直观地表示水文化的变迁过程和阶段特征［９７］。 充分利用 “大数据” 和知识挖掘技术为社

会水文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数据渠道［９８］。
４ ７　 综合权衡社会水文建模框架

与水文模型、 生态水文模型一样， 社会水文模型构建同样遇到诸如简单化还是全面化的问题， 简单化忽

略了一些细节， 而全面化面临数据难以满足的问题。 例如， 当将自然系统置于社会和经济约束条件下， 那些

水资源政策评价模型能够明确表达自然系统的生物物理动态变化， 但是这些模型同样由于简化、 过于专业、
合理性和实验验证缺乏等问题而受到质疑［１７］。 在已构建的社会水文模型中， 建模者需要在模型普适性、 精

度和真实性等特性之间进行权衡［７２］。 因此， 在构建社会水文模型过程中， 应针对具体问题以及数据条件，
合理地考虑社会水文过程。

５　 结　 　 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全球一体化的日趋加强， 水问题的影响更广泛更强烈， 包括社会稳定、 经济

发展和生态安全等。 也正因如此， 社会需求促使水文学不断发展， 水文学研究已从单个水文过程向多尺度耦

合过程发展。 刻画与预测人⁃水耦合系统的互馈机制及其变化的社会水文学将成为解决水问题的有力手段。
社会水文学与传统水文学及其他学科相比， 在研究内容上有所拓展， 但侧重点不同。 然而由于学科提出不

久， 其概念、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还需不断完善。 未来应利用“大数据”和知识挖掘技术， 拓宽数据渠道；
深入开展定量方法、 水文重建方法和对比分析方法的研究， 从过程、 长时间尺度以及对比分析的角度推动社

会水文学研究； 引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 结合定量方法， 促进社会水文学的普适化数学表述， 以期更好地理

解流域社会水文过程， 完善社会水文学研究， 提高流域水资源管理，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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