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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湿地生态水文研究文献计量分析，透视国内外有关湿地水文、生态水文和水资源等领域的重大研究计

划和重要学术会议，系统总结了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历程，可分为萌芽起步阶段（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８０年代）、研

究探索阶段（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和快速发展阶段（２１世纪以后）３个阶段，列举了重要代表性研究成果，并重点阐述了

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进展；基于对国际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历程、研究进展及热点的综合分析，未来湿地生态水

文学研究主要向基于 “多要素、多过程、多尺度”的湿地生态水文相互作用机理及耦合机制、气候变化对湿地生

态水文的影响机理及适应性调控、湿地 “水文生态社会”耦合系统互作机理及互馈机制和基于湿地生态需水与水

文服务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等方向发展。最后，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出了未来中国湿地生态水文学优先

发展方向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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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涵养水源、净化水

质、蓄洪抗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支撑着人类的经济社会和生存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湿地水文过程在湿地的形成、发育、演替直至消亡的全过程中都起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在全球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湿地流域水循环及其伴生的物理、化学及生物过程发生了深刻变
化，导致湿地水文情势改变、水资源短缺、水质恶化、面积萎缩和功能退化

［１３］
。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ＩＰＢＥＳ）报告，过去 ３００年来全球有 ８７％的湿地损失，自 １９００年以来全球有 ５４％
的湿地损失

［４］
，已成为全球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生态系统之一。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结果显示，全国湿地面积 ５３６０２５万ｈｍ２，湿地率为 ５５８％，远低于世界 ８６％的平均水平。其中自然湿
地总面积 ４６６７４７万ｈｍ２，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 ８７０８％，与 ２００３年第一次调查同口径比较，自然湿地面积
减少了３３７６２万ｈｍ２，减少率为９３３％。当前，也是中国湿地水安全和生态安全面临的重大问题，影响并制
约着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生态文明建设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上述背景下，为了解决湿地生态系统水与生态退化等日益严峻问题，寻求一种面向湿地生态保护与恢

复的水文调控与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范式，进而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恢复与提升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从而产生了湿地生态水文学这一新兴应用学科，并在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利用的实践需求驱动下，极大地促

进和推动了湿地生态水文学学科发展。湿地生态水文学以湿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揭示不同时空尺度湿地

生态格局和生态过程的水文学机制，是研究湿地水文过程如何影响以湿地植物为主要组分的生物过程及其反

馈机制的生态学和水文学的交叉学科，对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综合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是生态学家和水文学家关注的焦点。

国内一些学者曾对湿地水文、湿地生态水文过程、湿地生态水文模型和湿地水资源管理进行了介绍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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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１，５１０］

，对推动中国湿地生态水文学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国内外缺乏对湿地生态水文学系统

的论述。本文系统总结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历程和代表性成果，重点阐述和剖析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进展及

热点，提出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及发展趋势，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出未来中国湿地生

态水文学优先发展方向及建议。

１　发展历程及研究进展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起，湿地生态学和水文学不断发展，逐渐交叉融合产生了湿地生态水文学这一新兴学
科。随着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发展和实验观测技术的进步，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蓬勃发展。在湿地生态水文

研究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透视国内外有关湿地水文、生态水文和水资源等领域的重大研究计划和重要学

术会议，同时结合人类社会探寻解决淡水资源危机、水环境恶化和生态退化等问题最佳途径的认识历程，湿

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的发展可分为萌芽起步（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８０年代）、研究探索（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和快速
发展（２１世纪以后）３个阶段，并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成果（表 １）。

表 １　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历程及代表成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时间 　阶段名称 重要经历（代表成果）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８０年代 萌芽起步阶段

出版了涉及湿地生态水文研究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等著作；湿地生态系统水文
特征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开展了湿地水文过程与植被相互关系的初步研究；基于湿地生态水文过
程研究，１９８７年首次提出了生态水文学（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概念；中国湿地生态水文研究刚刚起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研究探索阶段

１９９２年国际水与环境大会上正式将生态水文学确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引
起国际社会和学者的关注和重视；首次提出了 “基本生态需水量”概念，湿地生态需水量研究

兴起；“３Ｓ”技术开始应用到湿地生态水文研究中，出现了基于生态水文模型耦合的湿地生态
水文模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在三江平原开展了沼泽湿地蒸散发、水量平

衡和水动力模拟等研究，促进了中国湿地生态水文研究的发展。

２１世纪以后 快速发展阶段

２１世纪被喻为湿地保护与恢复的世纪，国内外开启了一系列涉及 “湿地水文、生态水文与水资

源”主题的重大研究计划；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湿地生态水文过程与模型、生态需水、生态

水文调控与水资源管理、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等方面；湿地生态水文模型向基于

“多要素、多过程”的复杂耦合模型发展；开始关注和重视湿地生态水文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

同耦合机制研究；中国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逐渐与国际接轨，出版了 《湿地生态需水机理、模

型和配置》和 《湿地生态水文与水资源管理》等著作。

１１　萌芽起步阶段（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８０年代）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湿地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国际化，水文学研究开始关注与水相关的环境和生态问

题，出现了湿地生态学与水文学两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源于湿地生态系统管理与恢复的研究，提出了生态水

文学概念，促进了湿地生态水文学的发展。

湿地研究最早起源于１６世纪欧洲的泥炭利用，此时的研究工作仅为一些零散、不系统的基础研究。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湿地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国际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不少国家成立了湿地研究的专门组织，如
美国湿地科学家协会和加拿大国家湿地工作组等。１９７１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简称 《湿地公约》或 《拉姆萨尔公约》）签署，旨在通过全球各国政府间的共同合作，以保护湿地及其生物多

样性。１９８２年，第一届国际湿地大会在印度召开，标志着湿地科学进入蓬勃发展期，大量科学著作和论文问
世。其中，国际湿地学会主席 Ｍｉｔｓｃｈ撰写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１１］是当时湿地研究介绍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著作，
代表了当时国际湿地理论综合研究的最高水平，对湿地水文过程及其对湿地生态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

水文学研究开始关注与水相关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水文十年计划（ＩＨＤ）”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年）的末期，过去单纯的水文物理学过程研究中逐渐有了环境和生态方面的内容，水文学研究
与其他学科产生了交叉和融合。Ｈｙｎｅｓ［１２］试图结合生态过程和水文过程，初步分析了影响底栖无脊椎动物以
及鱼类生长及数量的水文因素。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学者们对河流生态学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索，Ｖａｎｎｏｔｅ
等

［１３］
提出了 “河流连续体”概念，即在天然河流系统中，生物种群形成一个从河源到河口的逐渐变化时空

连续体。但人类活动会显著干扰连续体，Ｗａｒｄ和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１４］提出了基于人类活动干扰作用的 “序列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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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概念。随后，Ｊｕｎｋ等［１５］
提出了 “洪水脉动”概念，着重强调了河道与冲积平原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

换，认为是维持河流、河滨湿地及冲积平原生态系统的主要驱动力，被河流生态专家广泛接受和使用。

综上，湿地生态学和水文学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交叉融合，相关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为湿地

生态水文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起，学者们对湿地水分循环与水量平衡进行了初步研究，
提出了模拟湿地植被对降水截留损失的 Ｒｕｔｔｅｒ模型［１６］

和 Ｇａｓｈ模型［１７］
，并对湿地水生植被的蒸散量进行了估

算
［１８］
。同时，一系列针对湿地植物与水分关系的研究相继展开，如湿地植物对积水环境的适应机制

［１９２０］
、

湿地植被与地下水位的相互关系
［２１２２］

和植被对水分动态的影响等
［２３］
，但此类研究大多只是进行了简单相关

分析
［２４２５］

。Ｉｎｇｒａｍ［２６２７］在对苏格兰泥炭湿地结构、水文过程、植被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的基础
上，首次提出了生态水文学这一概念。１９８９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 ２８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设有专门的湿
地水文地质学专题研讨会，议题涉及湿地地下水相互作用、湿地河流相互作用、湿地水文地貌植被相互作
用等多个方面，１０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发表在《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特刊上，大大促进了对湿地生态水文研
究内涵的理解。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展了三江平原沼泽湿地蒸散发以及沼泽湿地对河川径流的影响研究

［２８］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起，出于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的需要，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定量化研究逐步得到重视。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的两届 “淡水湿地和浅海水域生态

系统动力学”国际研讨会，数学模型和概念模型在湿地生态研究与管理中的应用均被作为重要研讨内容，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湿地生态水文模型在湿地生态系统管理中的重要性
［２９］
。１９８４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

第二届国际湿地大会，设有湿地模拟专题，大大推动了湿地模拟研究的进程。１９８８年 Ｍｉｔｓｃｈ等［３０］
总结了当

时国际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著作，对不同类型湿地模型进行了系统介绍，大多是
单独针对湿地水文过程或湿地生态功能变化展开研究，较少将二者相结合。

１２　研究探索阶段（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生态水文学被正式确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逐渐引起国际社会和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其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从单一的湿地水文指标与生态系统状态指标简单相关性研究发展为湿地生态过

程与水文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首次提出了 “基本生态需水量”概念，湿地生态需水研究兴起。随着

“３Ｓ”技术的引入，湿地生态水文模型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基于生态水文模型耦合的湿地生态水文模型。
１９９２年在都柏林召开的国际水与环境大会上，正式将 Ｉｎｇｒａｍ提出的 “生态水文学”确定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随后各国学者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湿地水循环研究更加深入，学者们对不同类型湿地植被的截流作

用
［３１３２］

及其与降雨时长
［３３］
的关系等进行研究。Ｇｉｌｖｅｒ和 Ｍｃｉｎｎｅｓ［３４］根据不同水循环要素的存在形式及参与程

度，对湿地水循环模式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雨养湿地、地表水湿地、地下水湿地和多水源湿地等 １２类。
学者们更加重视对湿地生态水文系统的定量化以及湿地生态过程与水文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Ｗａｓｓｅｎ
等

［３５］
对波兰 Ｂｉｅｂｒｚａ河流域 ５８块湿地的植被种类及分布、地下水以及洪水的化学组成进行研究，探讨了湿

地植被梯度、地下水流以及洪水之间的关系。Ｊａｍｅｓｋ等［３６］
研究了平坦湿地生态水文过程，并采用模型方法

模拟湿地生态过程和水文过程，探索两者的时空耦合机制。“３Ｓ”技术的引入，使得构建基于生态水文模型
耦合的湿地生态水文模型成为现实。Ｐｏｉａｎｉ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３７］构建了一个描述湿地植被动态变化的空间分布模拟
模型，包括用于降水、径流和潜在蒸散发模拟预测水文子模块和基于 ＧＩＳ计算水面和植被的分布及组成的生
态子模块。在国内，崔丽娟

［３８］
利用集总式模型对三江平原别拉洪河流域沼泽生态系统的水量平衡进行了研

究；倪晋仁等
［３９］
提出了湿地水动力学模拟方法，并在深圳湾进行了实践探索。

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导致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使得湿地面临严重的缺水形势，湿地数量和

质量急剧下降。Ｇｌｅｅｉｃｋ［４０］提出了基本生态需水量的概念，即提供一定质量和数量的水给天然生境，以求最
大程度改变天然生态系统的过程，并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生态整合性。随后，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河流生态需

水评估方法，其中代表性的方法有 Ｒｉｃｈｔｅｒ等［４１］
提出的变化范围法和 Ｂｏｖｅｅ等［４２］

完善的河道内流增量法，对

湿地生态需水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９９４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生态学会上，ＭａｒｔｉｎＷａｓｓｅｎ博士作为召集人组织了以湿地生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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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第 ５届国际湿地会议于 １９９６年在澳大利亚珀斯（Ｐｅｒｔｈ）举行，大会的主题是 “湿地

的未来”，指出了水文学和生态学原理与方法在湿地生态系统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１９９８年在波兰
Ｌｏｄｚ召开的 ＵＮＥＳＣＯ／ＩＨＰＶ２３、２４关于生态水文学的专项研究会议，其议题包括了模型尺度探索、水文
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以及水文格局的生态效应等。这些会议的举办大大推动了湿地生态水文学的发展。

１３　快速发展阶段（２１世纪以后）
２１世纪被喻为湿地保护与恢复的世纪，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ＩＧＢＰ）、国际水文计划（ＩＨＰ）和中国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如国家 “９７３”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开启
了一系列涉及湿地水文、生态水文与水资源的重大研究课题，为湿地保护与恢复对水文水资源的需求提供了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４］
。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以湿地生态系统恢复、保护与服务为导向，重点集中在湿地生

态水文过程与模型、生态需水、生态水文调控与水资源管理、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等方面。同

时，开始关注和重视湿地生态水文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同耦合机制研究。在中国，湿地生态水文研究比较

系统的代表性著作有 《湿地生态需水机理、模型和配置》
［４３］
和 《湿地生态水文与水资源管理》

［５］
等。

湿地水循环过程及其伴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是湿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化的关键要素（图 １）。湿地
生态水文过程包括湿地生态水文物理过程、湿地生态水文化学过程和湿地水文过程的生态效应三部分

［４４］
。

目前，利用遥感和同位素等新技术对湿地植被对降水截留、湿地水循环以及植被水源来源进行了深入研

究
［４５４６］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水文情势改变与盐分聚集已造成大面积的湿地退化和盐渍化，并

严重威胁全球淡水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
［４７］
，澳大利亚和中国学者开展了大量水盐变化对湿地物种耐

盐阈值及机理、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以及湿地植被空间分异规律等方面的研究，为湿地水文

条件和植被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３６，４８５２］

。湿地生态水文模型是用于描述和模拟湿地生态水文相互作用关系、
过程机理及互馈机制的数学模型。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基于现有的水文模型或生态模型，修改或增加相应的

湿地模块，应用于湿地生态水文过程模拟与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耦合湿地模块的流域水文模型有：ＭＩＫＥ
ＳＨＥ／ＦＬＯＯＤ／１１／ＮＡＭ、改进的 ＳＷＡＴ模型和 ＰＨＹＳＩＴＥＬ／ＨＹＤＲＯＴＥＬ模型平台［５３５６］

。随着湿地模块研发、湿

地水文水质耦合模型（ＷＥＴＳＡＮＤ）和湿地水动力水质耦合模型的发展以及生态模拟技术进步，湿地生态水
文模型向水文水动力水质生态响应综合模型发展［４７，５７６０］

。

１固氮作用；２硝化作用；３反硝化作用；４消耗；５死亡；６分解作用；７光合作用；８呼吸作用

图 １　湿地水循环与物质循环过程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ｔｌａｎｄ

生态需水机理本质上就是生态系统对不同水文情势的响应规律，主要集中在对水文情势指标与生态指标

之间关系的定性或定量描述。对湿地生态系统而言，存在 “水文情势→生境→生物群落”的决定关系。对
湖泊湿地来说，水位—水面面积以及水量—水位关系是水文—生境关系研究中考虑的重点，该关系曲线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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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湖泊湿地生态需水的重要参考
［６０］
。湿地生态需水量具有阈值性、时空变异性和目标性等特征，常规计算

方法有水文法、生态法和生态水文法。目前，湿地生态需水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对水分生态的耦合作用
机理有着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计算各类型湿地生态需水量，强调水资源在整个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

作用
［６１６２］

。随着湿地生态水文要素动态监测的开展，在全面了解湿地水文生态指标的耦合关系基础上，构
建湿地水文水动力水质生态响应综合模型，精细化计算湿地生态需水量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湿地水文情势自然、合理的波动是维持湿地水文环境及其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湿地生态水

文调控是恢复湿地水文情势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湿地生态水文调控不仅要解决 “水少”的问题（如何补水），

还要解决 “水多”的问题（如何排水），依据湿地水文、水质与生物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恢复与维持湿地生

态系统 “合理的水文情势、安全的水质标准和良好的生态功能”为目标，对湿地生态系统进行水文水资源

调控，实现湿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和最大化。湿地生态水文调控技术包括湿地水文情

势恢复的多维调控、洪泛平原洪水管理与湿地水文过程恢复、湿地河流水系连通、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
控、水库生态调度和生态补水等技术。湿地生态水文调控的成功案例较多，较为典型的是美国从密西西比河

引水补给新奥尔良海岸湿地的卡那封郡引水工程，从而有效控制了湿地面积大幅度萎缩
［６３］
，中国扎龙、向

海和白洋淀等国际重要湿地实施的生态补水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６０，６４６５］

。目前，正在

实施的吉林省西部河湖水系连通工程是中国最大的面向湿地恢复与保护的生态水利工程，恢复河流湖沼湿
地水文连通性，同时解决湿地 “水少”、“水多”和 “水脏”的问题，保障湿地水量和水质需求目标

［６６］
。

湿地生态系统是流域水循环和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供水户又是用水户，如何将湿地供水与用水纳

入到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与管理中，维持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湿地健康水循环，实现流域 “人水湿地”
和谐是新时期流域水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２００４年第七届国际湿地会议中，将 “流域管理在湿地和水资源

保护中的作用”列为主题之一；２００９年世界湿地日的主题是 “从上游到下游，湿地连着你和我”，呼吁运用流

域综合管理的方法来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鉴于流域与湿地之间密切联系，章光新和郭跃东
［６７］
提出了流域

湿地的概念，即把湿地作为重要的水文单元纳入到流域中去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湿地的保护和管理，而且也凸

显了湿地在维系流域水安全和生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湿地公约》手册中提出了流域湿地生态配水与水管理

框架（图２），从国家层面上制定湿地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决策框架，宣传和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湿地保
护，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流域或地方管理机构采取适应性管理、长期规划和科学监测等原则和措施，分析

水文情势变化对湿地的影响，评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从而制定湿地生态保护目标并确定其生态需水量，

从流域层面上进行水资源合理调配和综合管理，确保湿地合理生态用水量
［６８６９］

。

图 ２　流域湿地生态配水与水管理框架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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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通过改变全球水文循环的现状而引起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分布，导致大气降水的形式和数量发

生变化；同时，气候变化对气温、辐射、风速、ＣＯ２浓度以及洪水干旱水文极值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等造成直

接影响，从而改变湿地水文循环过程和水文情势，进而对湿地生态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７０］
。Ａｃｒｅｍａｎ等［７１］

初

步构建了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评估框架，在确定研究目标、湿地类型以及气候变化情景的基础上，

根据湿地植被环境（如水文条件等）选择相应的气候模型和变量，气候变量如降雨、温度、风速等作为湿地生态

水文模型的输入，预测湿地相关变量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气候变化通过影响湿地水文过程、生态过程及生

态格局，进而影响湿地水文功能的发挥。Ｗａｌｔｅｒｓ和 ＢａｂｂａｒＳｅｂｅｎｓ［７２］基于误差修正后的气候驱动的 ＳＷＡＴ模型，
评价了气候变化下湿地对美国印第安纳中部ＥａｇｌｅＧｒｅｅｋ流域水文过程尤其是洪峰流量的影响，认为气候变化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湿地水文功能。Ｆｏｓｓｅｙ等［５５］

基于 ＰＨＹＳＩＴＥＬ／ＨＹＤＲＯＴＥＬ水文模型、野外实测及稳定同位素技
术，认为湿地类型不同（如孤立湿地和河滨湿地等），气候变化对湿地水文情势和水文功能的影响不同。众多学

者在北美大草原湿地就气候变化水文动态湿地植被响应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可用于气候变化
下湿地水文与植被动态模拟的 ＷＥＴＳＩＭ系列模型改进的基础上发展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模型，集中在气候暖化
对湿地水文情势、栖息地功能、水文功能等影响的研究，研究表明 ２０世纪气候变化引起北美大草原湿地积雪、
径流减少和蒸散发增加，导致湿地水文情势和功能的变化，表现为湿地水位下降、水文周期缩短、干旱化增

强、栖息地减少和生物生产力减少，且未来气温增加１５～２０℃会导致北美大草原湿地栖息地的丧失和水文功
能的消失，为应对气候变化湿地保护和恢复提供生态水文学依据

［７３７４］
。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湿地生态水文系统的影响与反馈的双向作用越来越显著，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基于湿

地研究背景下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模型、概念、信息的集成，在湿地管理中引入了生态经济学原理，运

用水文生态经济模型评价湿地管理方案（图 ３），阐释湿地生态水文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同耦合关系［７５］
。

图 ３　湿地水文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思路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２　发展趋势及关键科学问题

基于对国际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历程、研究进展及热点的综合分析，从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两个层面上

提出了未来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发展主要方向及亟须解决的四大关键科学问题。基础理论方面重点解决的关

键科学问题：基于 “多要素、多过程、多尺度”的湿地生态水文相互作用机理及耦合机制。应用实践方面

重点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① 气候变化下湿地生态水文响应机理及适应性调控；② 湿地 “水文生态社会”
耦合系统的互作机理及互馈机制；③ 基于湿地生态需水与水文服务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控。四大关键科学
问题相互联系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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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四大关键科学问题相互联系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ｋｅ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ｓｓｕｅｓ

２１　基于 “多要素、多过程、多尺度”的湿地生态水文相互作用机理及耦合机制

湿地水循环是物质迁移转化的基础，是决定湿地生态系统类型、结构与功能的关键。“多要素”是指湿

地水文、水质和生态三大要素，其中水文要素包括水位、流速、流量和水文周期等；“多过程”是指湿地水

文过程、水动力过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生态过程等； “多尺度”是指湿地生态系统的个体、种群、群

落、生态系统、景观、流域乃至全球尺度，湿地的水文响应单元、集水区、流域乃至全球尺度。湿地水文过

程、水动力过程、水化学过程与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机理，湿地生态水文过程多尺度转化与耦合机制以及基

于 “多要素、多过程、多尺度”的湿地生态水文综合模型研发是未来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的主攻方向。

２２　气候变化下湿地生态水文响应机理及适应性调控
湿地是敏感的水文系统，全球气候变化导致降水模式变化、气温上升、ＣＯ２浓度升高和海平面上升等，

均会影响和改变湿地的水循环过程与水文情势，进而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替。揭示关键气候

因子变化与湿地生态水文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理，创建湿地气候水文生态过程耦合模型，预测未
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湿地水文情势变化及生态演替趋势，提出湿地水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协调的适应性调控策

略，是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之一。

２３　湿地 “水文生态社会”耦合系统的互作机理及互馈机制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ＩＡＨＳ）于２０１３年正式发布并启动了ＰａｎｔａＲｈｅｉ十年科学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主题

是 “处于变化中的水文科学与社会系统”，强调人水系统之间的互馈机制及其变化
［７６］
。随着社会系统中的政

策制度、发展规划、法律法规和经济活动等要素变化对湿地生态水文过程及其服务功能的影响作用越来越

强，从单纯的湿地生态水文系统研究向湿地 “水文生态社会”耦合系统研究发展，能更好地解决高强度人
类活动干扰下的湿地生态水文问题。有机整合生态水文学、生态经济学和社会水文学研究的有关理论和方

法，研究湿地生态水文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机理及互馈机制，构建湿地水文生态社会协调发展耦合
模型，实现水资源在湿地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中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保障湿地生态用水的需求，促进

湿地 “水文生态社会”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 “人水湿地”和谐。
２４　基于湿地生态需水与水文服务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控

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要与湿地保护紧密结合，２００８年章光新等提出了面向湿地生态需水的流域湿地水
资源合理配置研究的思路和框架

［１］
，将湿地作为优先用水户，通过面向生态的水资源配置，确保湿地生态

用水量
［７７］
。随着中国水资源精细化管理理念的提出和研究落实工作的推进，一方面湿地作为用水户，精细

化计算湿地生态需水量，依据湿地生态需水过程，综合考虑湿地 “水量水质效益”协调统一，对流域水资
源进行统筹、精准和高效配置，保障湿地生态用水量；另一方面发挥湿地水资源供给和水文调蓄服务功能，

满足生活、工业、农业等社会经济用水的同时，优化水资源天然配置和丰枯调剂，是流域湿地水资源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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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亟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３　优先发展方向及建议

基于国际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热点及科学前沿和中国湿地生态水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综合分析，紧密

结合新时期中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大江大河流域水生态安全保障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国家重大需求，以国家

重大任务推动学科纵深发展，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建议优先考虑以下研究方向。

３１　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
为了加强和推进湿地生态水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当务之急在国家重要湿地（含国际重要湿地）和地方

重要湿地构建水文、水质和生态监测网络体系，并结合湿地多源遥感动态监测，强化湿地生态水文过程互
作机理及定量模拟研究。同时，大力推进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主要包括：① 基于
“多要素、多过程”的湿地生态水文相互作用机理；② 湿地生态水文过程多尺度转化及耦合机制；③ 湿地
水文水动力水质生态响应综合模型研发；④ 基于多要素／多目标协同的分时分区湿地生态需水精细化计
算；⑤ 面向湿地生态精准补水的流域湿地多水源优化配置理论与调控技术；⑥ 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水文的
影响机理及适应性调控；⑦ 湿地 “水文生态社会”系统综合管理研究。
３２　大江大河流域湿地水文功能演变与水资源综合管理

近几十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与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中国诸多大江大河流域水文过程的改变

直接干扰和破坏了湿地水文情势，导致湿地面积大幅度萎缩和功能急剧下降，同时湿地水文调蓄功能的下降

也会影响流域水文过程和水量平衡，两者交互作用、互相影响，已对流域生态安全和水安全构成了威胁。为

此，结合新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议优先

开展中国长江、黄河、松花江等大江大河流域湿地水文功能演变与水资源综合管理研究，为流域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应着重关注 ６个方面研究：① 流域湿地景观格局演变及其
水文效应；② 流域湿地水文连通性演变及量化评价；③ 流域湿地水文功能时空演变及维持机制；④ 洪水干
旱对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及适应性调控；⑤ 湿地生态需水规律及精细化计算；⑥ 基于湿地生态需水与水文
服务的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综合管理。

３３　气候变化对中国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及适应策略
水是维系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决定性因子，湿地生态水文对气候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和脆弱性而

备受关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湿地生态安全。因此，亟需加强气候变化对中国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及

适应策略研究，可重点关注 ５个方面研究：① 海平面上升影响下滨海湿地生态水文格局演变及脆弱性评价；
② 气候变化对高原寒区湿地生态水文过程的影响机理与调控；③ 内陆湿地生态水文对洪水干旱的响应及适
应机制；④ 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中国湿地水资源供需及其演变趋势的预测评估；⑤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湿地
生态水文格局优化与过程调控的适应性策略。

３４　面向湿地生态保护与恢复的水系连通理论与技术
变化环境下湿地与江河水系之间的纵向、横向水文连通性显著下降，湿地来水量锐减、生态水文格局破

坏、水质恶化和生境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已从区域、流域或跨流域尺度规划和建设面向湿地生态保护

与恢复的河湖水系连通工程，从水文连通全新视角来考虑湿地水文系统健康恢复的现实问题。面向湿地生态

保护与恢复的水系连通理论与技术研究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是一项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可从 ５个方面开
展研究：① 湿地江河水系连通性评价及优化网络构建；② 湿地水文连通格局、方式及强度变化的生态效应
与调控机理；③ 湿地群连通的生态补水优先次序评价；④ 湿地多水源生态补水技术与模式；⑤ 基于河湖水
系连通工程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与调度。

３５　湿地 “水文生态社会”系统综合管理研究
湿地是非常敏感和有价值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由于缺乏认识和理解湿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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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地下水、地表水和湿地植被之间存在着复杂而隐形的关系，导致农业发展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社会经

济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湿地生态水文过程，致使湿地生态功能退化和社会服务价值下降，难以满足人类社会

的需求。国家政府或地方管理机构制定的政策制度和发展规划毋庸置疑将会约束和控制影响湿地生态水文过

程的经济活动，制约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反过来湿地生态水文系统的变化也会反馈作用于社会经济系

统，从而相应地调整和修订湿地管理的政策制度和规划方案，提升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理解社会水文

学研究内涵的基础上，针对湿地生态水文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双向机制和反馈机制的特点，推动

和加强湿地 “水文生态社会”系统综合管理研究，可为解决中国众多复杂的湿地生态水文问题提供新的思
路和更有效的方法。

４　结　　语

湿地生态水文学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兴起的以湿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生态学和水文学的交叉应用
学科。随着生态学、水文学、生态水文学、生态经济学和社会水文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发展和实验观测

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推进和完善湿地生态水文学学科体系建设，可更好地解决全球湿地面临的生态水文问题

与挑战。

（１）基于湿地生态水文研究文献计量分析，透视国内外有关湿地水文、生态水文和水资源等领域的重
大研究计划和重要学术会议，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萌芽起步（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８０年代）、
研究探索（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和快速发展（２１世纪以后）３个阶段。

（２）基于对国际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历程、研究进展及热点的综合分析，未来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趋
势主要向基于 “多要素、多过程、多尺度”的湿地生态水文相互作用机理研究及湿地水文水动力水质生
态响应综合模型研发、变化环境下湿地生态水文响应机制及适应性调控、基于湿地生态需水与水文服务的流

域水资源综合管理等方面发展。

（３）针对当前中国湿地生态水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新时期中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大江大河流域
水生态安全保障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建议湿地生态水文学优先发展方向有：① 湿地生
态水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② 大江大河流域湿地水文功能演变与水资源综合管理；③ 气候变化对
中国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及适应策略；④ 面向湿地生态保护与恢复的水系连通理论与技术；⑤ 湿地 “水文
生态社会”系统综合管理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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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４９（９）：１６６１１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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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ＷＡＳＳＥＮＭＪ，ＢＡＲＥＮＤＲＥＧＴＡ，ＰＡＬＣＺＹＮＳＫＩ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

ａｎｄ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ｉｎａｎｕｎｄｒａｉｎｅｄｖａｌｌｅｙｍｉｒｅａｔＢｉｅｂｒｚａ，Ｐｏｌａｎｄ［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７８（４）：１１０６１１２２．

［３６］ＪＡＭＥＳＫＲ，ＣＡＮＴＢ，ＲＹＡ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ｔａｔｏｒｉｓｉｎｇ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ａｌｉｎ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３，５１（６）：７０３７１３．

［３７］ＰＯＩＡＮＩＫ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Ｗ Ｃ．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ａｉｒｉ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１，４１（９）：６１１６１８．

［３８］崔丽娟．三江平原沼泽生态系统水量平衡：以别拉洪河流域为例［Ｊ］．地理科学，１９９４，１４（４）：３８４３８６．（ＣＵＩＬＪ．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ｍａｒｓｈ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ｐｌａｉｎ：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Ｂｉｅｌａｈ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９４，１４（４）：

３８４３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倪晋仁，殷康前，赵智杰．湿地综合分类研究：Ⅰ：分类［Ｊ］．自然资源学报，１９９８，１３（３）：２１４２２０．（ＮＩＪＲ，ＹＩＮＫＱ，

ＺＨＡＯＺＪ．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ｓ：Ⅰ：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１９９８，１３（３）：２１４２２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ＧＬＥＥＩＣＫＰＨ．Ｂａｓｉｃ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ｂａｓｉｃｎｅｅｄｓ［Ｊ］．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６，２１（２）：８３９２．

［４１］ＲＩＣＨＴＥＲＢ，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Ｊ，ＷＩＧＩＮＧＴＯＮＲ，ｅｔａｌ．Ｈｏｗｍｕｃｈｗａｔｅｒｄｏｅｓａｒｉｖｅｒｎｅｅｄ？［Ｊ］．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３７

（１）：２３１２４９．

［４２］ＢＯＶＥＥＫＤ，ＬＡＭＢＢＬ，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Ｗ ＪＭ，ｅｔａｌ．Ｓｔｒｅａｍｈａｂｉｔａ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Ｍ］／／ＴｈｅＮｅｗ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８９—１９６３，Ｋｎｏｐｆ，１９９８：１５１１１５１２．

［４３］杨志峰，崔保山，孙涛．湿地生态需水机理，模型和配置［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ＹＡＮＧＺＦ，ＣＵＩＢＳ，ＳＵＮ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黄奕龙，傅伯杰，陈利顶，等．生态水文过程研究进展［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３，２３（３）：５８０５８７．（ＨＵＡＮＧＹＬ，ＦＵＢＪ，

ＣＨＥＮＬＤ，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２３（３）：５８０５８７．（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４５］ＨＡＹＡＳＨＩＭ，ＱＵＩＮＴＯＮＷ Ｌ，ＰＩＥＴＲＯＮＩＲＯＡ，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ｉｎａ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ｂａｓｉｎ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ｄｂｙ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９６（１）：８１９７．

［４６］ＺＨＡＮＬ，ＣＨＥＮＪ，ＬＩＬ．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ｇｄｒｉｐ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ｄｒｙ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Ｊｕｎｓｈａｎｗｅｔｌ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ｏｎｇｔｉｎｇＬａｋｅ［Ｊ］．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２５（３）：１１３．

［４７］ＨＵＣＫＥＬＢＲＩＤＧＥＫＨ，ＳＴＡＣＥＹＭＴ，ＧＬＥＮＮＥＰ，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ａ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ｅｓｅｒｔｗｅｔｌａｎｄ［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６（７）：８５０８６１．

［４８］ＴＵＬＩＰＡＮＩＳ，ＧＲＩＣＥＫ，ＫＲＵＬＬＥ，ｅｔａ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ｏｏｒｏｎｇＬａｇｏｏｎ，Ｓｏｕｔｈ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ｔｈ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ｇｉｍｅ［Ｊ］．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４，７５：７４８６．

［４９］ＹＩＨＤＥＧＯＹ，ＷＥＢＢＪＡ．Ｕｓｅｏｆ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ｎｔｗａｔｅｒ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ｉｎＬａｋｅＢｕｒｒｕｍｂｅｅ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７３（４）：１５８７１６００．

［５０］崔保山，贺强，赵欣胜．水盐环境梯度下翅碱蓬（Ｓｕａｅｄａｓａｌｓａ）的生态阈值［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４）：１４０８１４１８．（ＣＵＩ

ＢＳ，ＨＥＱ，ＺＨＡＯＸ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ｏｆＳｕａｅｄａｓａｌｓａｔｏ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８，２８（４）：１４０８１４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１］贺强，崔保山，赵欣胜，等．黄河河口盐沼植被分布、多样性与土壤化学因子的相关关系［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２）：

６７６６８７．（ＨＥＱ，ＣＵＩＢＳ，ＺＨＡＯＸＳ，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ｌｔｍａｒｓｈ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２９（２）：６７６６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２］邓春暖，章光新，李红艳，等．莫莫格湿地芦苇对水盐变化的生理生态响应［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１３）：４１４６４１５３．

（ＤＥＮＧＣＮ，ＺＨＡＮＧＧＸ，ＬＩＨＹ，ｅｔａｌ．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Ｄ＼书版＼２０１８水科学进展 ０５＼　５校样：陆姣　时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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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ｍｏｇ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２（１３）：４１４６４１５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ＦＥＮＧＸＱ，ＺＨＡＮＧＧＸ，ＸＵＹＪ．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Ｚｈａｌｏｎｇｗｅｔ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ｎａ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

ｎａ［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１７（７）：２７９７２８０７．

［５４］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Ｅ，ＮＥＪＡＤＨＡＳＨＥＭＩＡＰ，ＷＯＺＮＩＣＫＩＳＡ，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ｅ

ｎａｒｉｏ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１３３：１２１１３４．

［５５］ ＦＯＳＳＥＹＭ，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ＡＮ，ＢＥＮＳＡＬＭＡＦ，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ＴＥＬ／

ＨＹＤＲＯＴＥ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ｍｏｄｅ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１５，２９（２２）：４６８３４７０２．

［５６］ＦＯＳＳＥＹＭ，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ＡＮ，ＳＡＶＡＲＹ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ｎ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ｓｕ

ｓｉｎｇ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１６，３０（１１）：１７６８１７８１．

［５７］焦璀玲，王昊，李永顺，等．人工湿地在水环境改善方面的应用［Ｊ］．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２０１０，８（２）：８３８６．（ＪＩＡＯＣ

Ｌ，ＷＡＧＮＨ，ＬＩＹＳ，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８（２）：８３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８］李红艳，章光新，李绪谦，等．扎龙湿地水质净化机理分析［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２ｂ，３２（１）：８７９３．（ＬＩＨＹ，ＺＨＡＮＧＧＸ，

ＬＩＸＱ，ｅ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ＺｈａｌｏｎｇＷｅｔｌａｎｄ［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ｅｏｆ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ｂ，３２（１）：８７９３．（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５９］李红艳，章光新，孙广志．基于水量水质耦合模型的扎龙湿地水质净化功能模拟与评估［Ｊ］．中国科学：技术科学，

２０１２ａ，４２（１０）：１１６３１１７１．（ＬＩＨＹ，ＺＨＡＮＧＧＸ，ＳＵＮＧＺ．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Ｚｈａ

ｌｏｎｇＷｅｔ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ａ，４２（１０）：１１６３

１１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０］ＫＡＺＥＺＹＩＬＭＡＺＡＬＨＡＮＣＭ，ＭＥＤＩＮＡＭ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ＣＪ．Ａｗｅｔｌ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ｓｕｒ

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４３（４）：Ｗ０４４３４．

［６１］衷平，杨志峰，崔保山，等．白洋淀湿地生态环境需水量研究［Ｊ］．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５（８）：１１１９１１２６．（ＺＨＯＮＧＰ，

ＹＡＮＧＺＦ，ＣＵＩＢＳ，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Ｊ］．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００５，２５（８）：１１１９１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２］ＭＡＹＥＲＴＤ，ＴＨＯＭＡＳＳＯＮＲ．Ｆａｌ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ｉｋｅ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ａｔＬｏｗｅｒＫｌａｍａ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Ｒｅｆｕｇｅ

［Ｊ］．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２００４，２４（１）：９２１０３．

［６３］ＴＵＲＮＥＲＲＥ，ＲＡＢＡＬＡＩＳＮ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Ｒｉｖｅｒ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ｉｓ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１，４１（３）：１４０１４７．

［６４］崔丽娟，鲍达明，肖红，等．扎龙湿地生态需水分析及补水对策［Ｊ］．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３８（３）：１２８１３２．

（ＣＵＩＬＪ，ＢＡＯＤＭ，ＸＩＡＯＨ，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Ｚｈａ

ｌｏｎｇＷｅｔｌａ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３８（３）：１２８１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５］王有利．向海湿地补水生态补偿机制研究［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２．（ＷＡＮＧＹ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ｅｓ［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６］章光新，张蕾，侯光雷，等．吉林省西部河湖水系连通若干关键问题探讨［Ｊ］．湿地科学，２０１７，１５（５）：６４１６５０．（ＺＨＡＮＧ

ＧＸ，ＺＨＡＮＧＬ，ＨＯＵＧＬ，ｅｔａｌ．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ｒ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Ｊ］．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１５（５）：６４１６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７］章光新，郭跃东．嫩江中下游湿地生态水文功能及其退化机制与对策研究［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８ｂ，２２（１）：１２２

１２８．（ＺＨＡＮＧＧＸ，ＧＵＯＹＤ．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Ｎｅｎ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ｂ，

２２（１）：１２２１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８］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ＲＣ．Ｒａｍｓａｒ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ｉｓｅｕｓｅ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ＢａｎｋｏＪａｎａｋａｒｉ，２００４，１９（３）：１０１７．

［６９］ＬＡＷ ＦＭ．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ｉｃｙ：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７０］董李勤，章光新．全球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研究综述［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１，２２（３）：４２９４３６．（ＤＯＮＧＬＱ，

ＺＨＡＮＧＧＸ．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Ｊ］．Ａｄｃ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２（３）：

４２９４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１］ＡＣＲＥＭＡＮＭＣ，ＢＬＡＫＥＪＲ，ＢＯＯＫＥＲＤＪ，ｅｔａｌ．Ａｓｉｍｐｌ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Ｄ＼书版＼２０１８水科学进展 ０５＼　５校样：陆姣　时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第 ５期 章光新，等：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综述 ７４９　　

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Ｊ］．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１）：１１７．

［７２］ＷＡＬＴＥＲＳＫＭ，ＢＡＢＢＡＲＳＥＢＥＮＳＭ．Ｕｓ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ｆｕｔ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ｉｎｍｉｔ

ｉｇａｔｉｎｇｈｉｇｈｆｌｏｗｓｉｎａＭｉ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Ｓ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８９：８０１０２．

［７３］ＷＥＲＮＥＲＢ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Ｗ Ｃ，ＧＵＮＴＥＮＳＰＥＲＧＥＮＧ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ｗａ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ｄｒ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ａｉｒｉｅＰｏｔｈｏｌｅＲｅｇｉｏｎ［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３（１０）：３４７１３４８２．

［７４］ＪＯＨＮＳＯＮＷ Ｃ，ＰＯＩＡＮＩＫＡ．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ｒａｉｒｉｅｐｏｔｈｏｌ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ａ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

ｅｌ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６，３６（２）：２７３２８５．

［７５］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ＨＪＣＪＭ，ＢＡＲＥＮＤＲＥＧＴＡ，ＧＩＬＢＥＲＴＡＪ．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

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７６］陆志翔，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Ｗ，冯起，等．社会水文学研究进展［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６，２７（５）：７７２７８３．（ＬＵＺＸ，ＹＯＮＧＰＩＮＧ

Ｗ，ＦＥＮＧＱ，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ｓｏｃｉ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Ｊ］．Ａｄｃ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７（５）：７７２７８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７］严登华，王浩，杨舒媛，等．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与湿地优先保护［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８，３９（１０）：１２４１１２４７．（ＹＡＮ

ＤＨ，ＷＡＮＧＨ，ＹＡＮＧＳＹ，ｅｔ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ｇｉｖｉｎｇ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３９（１０）：１２４１１２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ｎ１，ＷＵＹａｏ１，ＷＵＹａｎｆｅｎｇ１，２，ＬＩＵＸｕｅｍｅｉ１，２

（１．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１０２，Ｃｈｉｎａ；

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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