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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围绕中国在全球变化及应对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能力提升和维护国家利益两大重大实践需求， 本研究将以

全球变化背景下大气⁃陆面⁃水文过程演变为主线， 融合气象与气候学、 水文及水资源学、 系统工程学等多学科理论

与技术， 采用高密度原型观测、 多尺度机理实验、 数值模拟与仿真、 地理信息技术等多方法相结合的途径， 发挥

云平台的存储、 计算和管理等功能与优势， 按照 “机理识别—规律揭示—形势诊断” 的总体思路开展陆地水循环

演变及其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研究， 将发布过去 ６０ 年全球陆地广义水资源及水循环通量与干旱事件、 １ 级至 ４ 级

河流径流性水资源与洪涝事件的成果数据； 将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 国际气候治理和 “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

略的实施提供直接支撑， 潜在的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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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是地球表层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因子， 水循环尤其是陆地水循环对全球变化最敏感。 陆地水循环过程

与水沙过程、 水化学过程和水生态过程间有着多向反馈作用， 水循环变化对全球变化的作用也十分明显； 且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深入， 陆地水循环过程及通量发生了改变， 对水资源、 旱涝等极端水文事件

产生了显著影响［１⁃４］， 并诱发了系列生态环境效应， 危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健康。 陆地水循环

演变及其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５］， 是全球气候治理、 应对全球变化及水危机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受到国际

社会、 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ＮＳＦ）等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关注的重大问题， 是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ＩＧＢＰ）和国际水文计划（ ＩＨＰ）等关

注的重大热点和前沿命题。
陆地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的互馈机理研究， 涉及到大气、 水、 土壤、 生物、 岩石等 ５ 大圈层， 要素过程繁

多； 除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多向反馈作用外， 整体还受到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 尺度效应和不确定性显

著， 作用机理十分复杂， 属于典型的复杂巨系统研究［６⁃８］。 受学科研究任务和分工不同， 本领域被划分为大

气、 陆面和水文 ３ 类过程开展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早，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研究方式由分离式过

渡到 “大气⁃陆面” 和 “陆面⁃水文” 耦合模式， 且以单向耦合研究为主； 近年来， 随着学科交叉研究的深

入， 又进一步向 “双向耦合” 范式发展， 逐渐形成具有统一物理机制的耦合模式 ［９⁃１３］。 在实践需求的驱动

下， 中国在陆地水循环、 水资源与旱涝应对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１４⁃２２］； 以 “ ‘自然⁃人工’ 二元水循

环理论” 为代表的成果在国际相关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２４］。 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中国在本领域的

研究整体处于 “跟跑、 并跑”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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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当前的双向耦合研究整体属于模式层面耦合或数据驱动耦合， 重点关注自然驱动的影响， 要素过

程刻画中的物理机制尚待深入， 不确定性仍然较大［２５］； 且缺乏高分辨率、 高精度、 成套全球水资源与旱涝

事件成果。 本领域的未来研究发展中， 需要进一步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发展新一代具有统一物理机制并

耦合人类活动影响的研究范式， 降低对陆地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相互作用认识的不确定性。 本文深入剖析了关

键科学问题， 在 “机理识别—规律揭示—形势诊断” 的总体思路指导下， 提出了自然和人类活动对地球系

统陆地水循环的影响机理及效应、 地球表层系统中陆地水循环对全球变化的作用机制、 陆面⁃水文耦合模式

构建与全球陆地水资源演变趋势预测、 全球变化背景下干旱与洪涝事件演变及趋势预测等四项亟需聚焦研究

的内容， 并分析了关键支撑技术， 其研究成果将推动中国本领域研究由 “跟跑、 并跑” 向 “并跑、 领跑”
发展。

１　 关键科学问题

１ １　 “自然⁃人工” 二元驱动下全球陆地水循环过程及通量演变机理

随着全球变化影响的深入、 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调度运行， 全球陆地水循环的垂向过

程、 水平过程及通量特性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并表现出显著的 “自然⁃人工” 二元驱动特性。 那么， 全球变

化背景下大气水热过程的变化， 如何影响到陆地降水和蒸发特性？ 植被与土地利用等下垫面条件变化对蒸

腾、 入渗等垂向水循环过程有何影响， 又如何影响到坡面、 河道汇流等水平过程与通量？ 水库调度运行等人

为调节活动是如何改变河道的径流特性？ 城市和灌区的社会水循环过程对全球陆地水循环的收支特征和局部

能量特征产生了哪些影响？
１ ２　 全球陆地水循环对全球变化的作用机理及效应

全球陆地水循环变化对大气环流、 土地覆被、 碳循环和能量过程的影响， 是陆地水循环对全球变化的四

大主要作用， 并产生显著的生态与环境效应。 天然生态蒸散发和人工用耗水过程， 对大气水热过程和局部环

流场有何影响？ 陆地水循环变化对降水的有效性和地表水体的水文与水动力学特性有何影响， 进而对地表生

态有何影响？ 天然生态系统整体表现为 “碳汇”， 人工生态系统整体表现为 “碳源”， 竞争性用水对 “碳汇”
和 “碳源” 及全球碳平衡有何影响？ 水能资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又是如何影响到全球碳循环？ 在全球尺度

上， 陆地水循环对土地覆被、 碳循环和能量过程的整体影响是什么？
１ ３　 全球陆地水资源、 干旱与洪涝事件演变机理

在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 陆地水循环的不均衡性和非稳态特性增强。 上述变化如何影响水资源

的有效性、 可控性、 可再生性及总量、 构成和分布？ 又如何影响到干旱与洪涝等极端水文事件发生强度、 频

度和持续时间？ 干旱的本质是缺水， 需要从水资源系统角度对其进行识别； 实际观测的干旱与洪涝事件， 还

含有水利工程的调节作用， 不能反映其本质特征， 如何将观测的干旱与洪涝事件还原到天然状态？ 其随机特

性的形成机理是什么？ 如何度量？

２　 总体思路与内容聚焦

２ １　 总体思路

为解决上述关键科学问题， 本研究将以全球变化背景下大气⁃陆面⁃水文过程演变为主线， 融合气象与气

候学、 水文及水资源学、 系统工程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技术的新进展， 以原型观测、 机理实验、 数值模拟和地

理信息技术等为关键支撑， 并充分发挥云技术的优势与功能， 包括存储云、 计算云和管理云， 按照 “机理

识别—规律揭示—形势诊断” 的总体思路， 系统识别陆面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的互馈机理， 揭示水资源与干

旱和洪涝事件演变， 对全球水资源、 干旱与洪涝事件及水安全发展形势进行全面诊断（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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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思路

Ｆｉｇ １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２　 关键任务及逻辑关系

在主要研究思路指导下， “机理识别” 层面需要识别自然和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陆地水循环的影响机理

及效应、 地球表层系统中陆地水循环对全球变化的作用机制， 以系统辨析陆面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的互馈机

理； “规律揭示” 层面需要揭示全球广义水资源、 干旱和洪涝事件的演变规律； “形势诊断” 要诊断三者及

水安全的发展形势。 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聚焦以下内容（图 ２）：

图 ２　 研究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

Ｆｉｇ 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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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然和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陆地水循环的影响机理及效应　 研究气候变化对陆地水循环大气过程

的影响机理； 开展地块单元实验， 明晰天然植被变化对垂向水循环过程及通量的影响机理； 选取典型城市和

灌区， 研究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区陆地水循环要素过程及通量演变机理； 以原型观测和数值模拟为关键支

撑， 研究典型水利工程群对坡面汇流和河道水文情势的影响机理； 进行全球陆地气候⁃水文⁃生态组合分区，
在典型类型区开展对比流域实验， 识别气候变化、 城市化和人为调节等对流域水循环过程及通量的影响

机理。
（２） 地球表层系统中陆地水循环对全球变化的作用机制　 构建具有物理机制的 “大气⁃陆面” 双向耦合

模式， 开发具有物理机制的气候全要素降尺度处理与高分辨率陆面水文要素多源数据同化技术。 以此为支

撑， 识别人为调节影响下水分和能量变化导致的热力差异及其对大气环流与水汽通量的影响、 竞争性用水对

碳平衡的影响机理、 陆地水循环变化对天然生态系统水分有效性及全球生态系统演变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系统评估典型流域 ／区域陆地水循环演变的资源⁃生态⁃环境效应。

（３） 陆面⁃水文耦合模式构建与全球陆地水资源演变趋势预测　 开发人口、 ＧＤＰ 和水利工程服务域空间

展布技术， 构建具有统一物理机制并耦合人类活动影响的陆面⁃水文模型。 结合陆地水资源的有效性、 可控

性和可再生性， 构建基于降水解析的广义水资源评价技术； 评价过去 ６０ 年全球陆地广义水资源和 １ 级至 ４
级河流径流性水资源及可利用量； 结合未来气候变化预估成果的降尺度处理和精细化的陆面⁃水文模拟， 预

估未来 ５０ 年全球陆地广义水资源、 径流性水资源及可利用量； 明确其不确定性、 发布评估与预估成果。
（４） 全球变化背景下干旱与洪涝事件演变及趋势预测　 识别典型干旱与洪涝事件尤其是大范围⁃长历时

干旱与洪涝事件形成的气象与气候学成因； 开展地块单元和对比流域实验， 明晰典型区域和流域干旱与洪涝

事件的演变机理； 甄别干旱与洪涝事件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特性， 构建干旱与洪涝事件集合分析与预估方

法； 对过去 ６０ 年和未来 ５０ 年全球陆地广义水资源及水循环通量与干旱事件、 １ 级至 ４ 级河流径流性水资源

与洪涝事件进行评价与预估， 并识别全球干旱、 洪涝、 旱涝急转及大范围⁃长历时干旱与洪涝事件的历史演

变规律与发展趋势， 发布评价成果； 融合陆地水循环演变的生态与环境效应， 构建水安全评价方法， 对全球

及重点区域陆地水安全形势进行诊断。

３　 关键支撑技术

３ １　 具有统一物理机制并耦合人类活动影响的陆面⁃水文耦合模拟技术

以天然水循环过程、 社会水循环过程、 能量过程和碳循环过程的耦合作用为主线， 构建具有统一物理机

制并耦合人类活动影响的陆面⁃水文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 考虑不同区域、 不同要素过程的形成和演变机制

迥异， 不能采用同一方程对不同地区进行模拟， 本研究将在识别不同要素过程模拟方程的区域适用性基础

上， 自动选取适宜模拟方案。 此外， 采用马赛克方法等对次网格过程进行模拟， 合理确定时间尺度嵌套方

式， 并采用变水源区（ＶＳＡ）方法对空间尺度进行优化。
３ ２　 具有物理机制的气候全要素降尺度处理与高分辨率陆面水文要素多源数据同化技术

结合区域环流场和下垫面特征， 对参数化方案进行综合优选， 并运用 ＷＲＦ、 ＰＲＥＣＩＳ 和 ＲｅｇＣＭ 模型，
构建 “大气⁃陆面” 双向耦合的集合模拟与预估模型； 采用逐步聚类分析方法， 构建具有物理机制的气候全

要素降尺度技术， 融合 Ｂａｙｅｓ、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和 Ｃｏｐｕｌａ 分析等理论与方法， 实现对区域气候模型中多种不确定

性因素的量化表征。 综合运用卡尔曼滤波、 粒子滤波等方法， 构建高分辨率陆面水文多源数据同化技术， 对

多尺度遥感数据、 水文和气象观测数据、 模拟成果数据等进行综合定标和归一化处理， 形成全球范围内高分

辨率的陆面水文数据集。
３ ３　 基于降水解析的陆地广义水资源评价及预估技术

基于降水解析， 构建全口径、 层次化的广义水资源评价技术， 对坡面与河道径流性水资源、 土壤与地下

水资源、 存量与通量水资源进行统一评价， 系统揭示水资源的有效性、 可控性和可再生性； 在此基础上，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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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时空尺度水资源谱系图的技术方法（图 ３）。 同时， 以未来气候变化预估和精细化的陆面⁃水文过程模

拟成果为基础， 对未来 ５０ 年年尺度和不同保证率下全球及重点区域的陆地广义水资源进行预估， 绘制未来

全球陆地水资源演变预估图谱。
３ ４　 干旱与洪涝事件演变集合分析与预估技术

鉴于干旱与洪涝事件的演变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随机性） 的双重特征， 在对旱涝事件整体、 过程

及空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特性识别的基础上， 合理确立过程集合与结果集合方案， 创建干旱与洪涝事件演变

集合分析技术。 在未来气候预估成果及具有物理机制降尺度基础上， 充分挖掘多种预估信息的价值， 引入贝

图 ４　 干旱与洪涝事件演变集合分析技术

Ｆｉｇ ４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叶斯概率预估不确定性处理器， 实现预估变量的概率式

表达， 构建干旱与洪涝事件集合预估技术， 降低预估的

不确定性， 提高信度（图 ４）。

图 ３　 基于降水解析的广义水资源评价

Ｆｉｇ 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　 创新特色

以 “自然⁃人工” 二元水循环理论为指导， 本研究将系统识别全球变化与陆地水循环的互馈机理， 并将

发布全球陆地广义水资源及水循环通量与干旱事件、 １ 级至 ４ 级河流径流性水资源与洪涝事件数据。 创新特

色主要体现在以下 ３ 个方面：
４ １　 构建具有统一物理机制并耦合人类活动影响的陆面⁃水文模式

以 “自然⁃人工” 二元水循环理论为指导， 以天然水循环过程、 社会水循环过程、 能量过程和碳循环过

程的耦合作用为主线， 以陆面⁃水文要素过程科学刻画为抓手， 并充分考虑陆面⁃水文特性的空间分异， 进行

要素过程模拟方程的动态优选； 通过水利工程服务域、 社会经济取用水的空间展布和水利工程调度运行方式

的融合， 充分耦合城市化、 水利工程等人为调节与社会水循环过程； 采用马赛克方法等对次网格过程进行模

拟， 并进行要素过程的多时间尺度嵌套， 基于变水源区（ＶＳＡ）方法优化空间尺度， 构建具有统一物理机制的

陆面⁃水文模式。 系统解决传统陆面⁃水文模式开发中存在的模式层面耦合或数据驱动耦合、 物理机制不统

一、 要素过程不确定性大等问题。
４ ２　 明晰地球表层系统陆地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的互馈机理

较之传统在区域尺度上开展的气候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机理研究而言， 本研究将以地球表层系统为整体

对象， 在全球尺度上识别气候变化对陆地水循环作用机理， 揭示陆地水循环对全球变化的作用机制。 此外，
还结合中国水安全保障和适应气候变化需求， 明晰全球变化对中国主要水汽通道的影响。 与此同时， 按照

“重点环节—重点地块单元—重点区域—整体变化” 相结合、 “单一驱动⁃综合驱动” 相耦合的模式， 以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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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实验、 多尺度观测与对比流域实验为支撑， 并结合数值模型， 进行层次化的陆地水循环演变机理系统识

别。 以水分的有效性、 竞争性用水条件下 “碳源⁃碳汇” 消涨关系和用耗水过程中碳⁃水、 水分⁃能量耦合关

系等为抓手， 识别陆地水循环对全球变化的作用机理。
４ ３　 揭示全球陆地高分辨率广义水资源与极端事件演变规律

以水资源的有效性、 可控性和可再生性等三大基本属性为依据， 合理确定评价口径， 创建基于降水解析

的广义水资源评价方法， 实现基于高分辨率格网 “片水” 与径流性 “断面水” 的结合， 提出水资源谱系图

的构建方法； 克服了国际上以 “水资源有效性（ｗａｔ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为评价依据、 难以全面反映水资源三大属

性的不足； 与此同时， 还对水资源预估成果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 充分考虑干旱与洪涝事件的确定性和不确

定性， 采用过程集合与结果集合相结合的方法， 构建干旱与洪涝事件集合分析与预估成套方法， 克服国内外

以单一的确定性方法或不确定性方法进行旱涝事件评价与预估的不足， 最大限度降低对其认识的不确定性。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还将首次发布全球陆地广义水资源和 １ 级至 ４ 级河流径流性水资源等亟需数

据； 并对全球整体水资源安全形势、 气候变化谈判各方、 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关键区域和农产品贸

易等重点涉水对象的水安全形势进行诊断， 弥补了中国当前对国外相关区域水资源安全形势数据缺乏等的

不足。

５　 研究展望

本研究将推动中国在本领域的研发能力， 拓展陆地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支撑全球气候

治理及气候谈判， 并为中国 “一带一路” 等重大实施战略和农产品贸易等提供依据； 基于降水解析的广义

水资源评价， 充分揭示了水资源的可再生性， 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 此外， 通过本研究获得高精度、 高分辨

率、 成套基础数据和水资源、 干旱与洪涝事件评价与预估成果数据， 可作为全球相关研究和水安全应对的重

大基础， 应用前景广阔。
（１） 拓展陆地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将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 并基于原型观测、 室内

实验、 数值模拟和地理信息技术， 充分发挥云技术的优势和作用， 在全球尺度上系统识别陆地水循环与全球

变化的互馈机理及水资源、 干旱与洪涝的演变机理， 构建新一代陆面水文模拟等技术， 降低认识的不确定

性， 全面拓展陆地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在具有统一物理机制并耦合人类活动影响的陆面⁃
水文模式构建、 地球表层系统陆地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的互馈机理识别和全球陆地高分辨率广义水资源与极端

事件演变规律揭示等方面实现创新。
（２） 为全球气候治理和气候谈判提供支撑。 采用云平台技术发布全球水资源、 干旱与洪涝方面的高精

度、 高分辨率评估与预估成果， 将有利于诊断全球和重点区域水安全形势， 为全球各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

及水安全保障提供支撑。 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碳平衡的耦合机理， 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依据； 同时， 诊断

全球变化影响下中国主要水汽通道和降水的变化及中国水安全形势， 识别主导因子， 为合理确定中国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的切入点及方案提供支撑。 上述成果有助于中国系统诊断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利益相关方的主要涉

水问题发展演变及气候变化应对的诉求， 为中国谈判预案的制定、 各利益相关方谈判诉求的合理性甄别提供

支撑， 以便维护国家利益和争取主动。
（３） 支撑 “一带一路” 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 涉水经贸活动部署。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

性的经济资源， 水安全是国家和区域整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地区的水资源总

体较为匮乏；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旱涝问题较为严重。 本研究将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水安

全形势进行诊断， 为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方案提供依据。 此外， 水安全形势对农产品贸易等涉水国际贸易

活动的影响较为显著， 尤其是大范围、 长历时的旱涝事件， 对涉水国际贸易活动的影响巨大， 甚至导致贸易

活动被终止。 本研究将诊断中国主要涉水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的水安全形式， 为其科学部署提供支撑。
（４） 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改善。 本研究基于水资源三大属性， 将对全球水资源进行系统评



　 第 ６ 期 严登华， 等： 关于陆地水循环演变及其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研究设想 ９４１　　

价， 并对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针对水资源的有效性评价， 可为全球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支撑； 针对水资源的

可控性评价， 为水资源开发方式的优化提供支撑； 针对水资源可再生的评价， 可为有关国家和区域制定面向生

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 河流生态基流等控制标准提供支撑； 整体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与生态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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