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１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３１ꎬＮｏ. ５
Ｓｅｐ.ꎬ ２０２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０５

水文科学的基本问题及当代前沿

刘国纬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 回顾了新中国 ７０ 年来水文科学的发展历程ꎮ 阐述了水文科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当代前沿: 水圈及其与地球其

他圈层的界面过程ꎻ 水文循环及人类活动对水文循环的扰动ꎻ 水文学研究的特点及其方法论ꎻ 水文知识的应用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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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新中国大兴水利ꎬ 可是当时既没有系统的水文资料ꎬ 也没有适合中国自然环境的

水文计算、 水文预报方法ꎮ 于是ꎬ 关于水文站网布设与水文测验技术、 设计洪水与设计暴雨、 河道洪水演进

与预报方法等研究蓬勃兴起ꎬ 到 ６０ 年代末ꎬ 已基本完成了工程水文学在中国的奠基性工作ꎮ ７０ ~ ８０ 年代ꎬ
中国已建成七大江河水文观测站网ꎬ 研发了适合中国河流水文特性的水文观测设备与技术ꎬ 广泛吸收了当时

国际先进的水文分析、 水文计算和水文预报方法ꎬ 并根据中国自然地理特点进行改进ꎬ 制定了中国水文观

测、 水文计算、 水文预报等国家规范ꎬ 工程水文学在中国步入成熟时期ꎮ ８０ ~ ９０ 年代ꎬ 国家面临水资源短

缺的严峻挑战ꎮ 面对新的需求ꎬ 开展了旨在摸清全国水资源禀赋的水资源调查ꎬ 为水资源开发、 利用与保护

提供水文学理论、 方法与资料支撑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 丰富了水文科学的内涵ꎬ 也催生了水资源水文学逐渐兴

起ꎮ 同时ꎬ 环境水文学、 城市水文学、 农业水文学、 地下水文学等应用水文学分支学科也雨后春笋般兴起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国水文科学步入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进程ꎮ 研究的视野从流域尺度向全球尺度拓展ꎬ

全球变化研究受到广泛关注ꎬ 系统分析、 熵、 复杂性科学、 多尺度耦合等新概念、 新理论、 新技术不断引入

水文科学研究中ꎮ 最突出的进展是水文科学进入了计算机时代ꎬ 带动了水文模型的兴起和蓬勃发展ꎮ
当今ꎬ 中国水文学者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做出贡献的同时ꎬ 正积极关注全球资源、 环境中的水文科学问

题ꎬ 高屋建瓴地对水文科学的基本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ꎮ

１　 水文科学的基本问题

水文科学作为一门学科ꎬ 其对学科发展具有基础性、 引领性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本学科的研究对象、 基

本理论、 方法论和应用技术等ꎮ 立足水文科学的至高点ꎬ 俯视和梳理水文科学的主要内容ꎬ 大致可以归纳为

以下几个基本问题ꎮ

１. １　 现代水圈及其形成与演变

地球水圈作为水文科学研究的客体ꎬ 将其列为水文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ꎬ 再自然不过ꎮ 关于水圈的研

究ꎬ 大体包括: 地球上水的起源ꎬ 水圈的形成过程ꎬ 第四纪以来水圈的演变ꎬ 水圈的未来ꎮ 这些问题的时间

尺度看似长达百万、 千万甚至亿年ꎬ 而人类文明史不足万年ꎬ 但并非表明上述问题的研究不必要ꎻ 就如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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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科学研究 ６ ０００ 万年前的燕山运动和 ３４０ 万年以来的新构造运动ꎬ 对于今天的地震预测预报不可或缺ꎮ 关

于地球水圈的研究ꎬ 对于人类探索其它星球上水的存在及其环境ꎬ 也是很有价值的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地球

水圈的研究也可列为天文学中行星研究的一个课题ꎮ

１. ２　 水文循环及其环境意义

地球由于处在太阳系中的独特位置ꎬ 其地表平均温度为 １５ ℃ꎬ 正是这一温度环境ꎬ 使地球上的水具有

了在自然条件下进行液态、 气态和固态三相转换的可能ꎮ 太阳热能和地球势能驱动着水的三相转换ꎬ 形成了

地球上的水文循环ꎮ
关于水文循环的探索ꎬ 几乎贯穿人类文明史ꎮ 在 １７ 世纪以前的 ４ ０００ 多年里ꎬ 东西方先哲们为了探索

河流的起源和海为何不满之谜ꎬ 提出过多种思辨意义上的水文循环概念[１]ꎮ １７ 世纪后半叶ꎬ 法国人佩罗特

(Ｐｅｒｒａｕｔ)和马里奥特(Ｍａｒｉｏｔｔ)通过对塞纳河降水与径流的观测分析、 英国人哈雷(Ｈａｌｌｅｙ)通过对地中海蒸发

进行的估算并与降雨和流入地中海的河流水量相联系ꎬ 在科学意义上确立了水文循环的概念ꎮ １７９８ 年ꎬ 英

国人道尔顿(Ｄａｌｔｏｎ)通过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降雨、 径流、 蒸发和区域蓄水量变化的分析ꎬ 提出了水量平

衡方程ꎬ 由此开始了对水文循环的定量研究ꎮ 然而ꎬ 自那时以来直到 ２０ 世纪末ꎬ 关于水文循环的研究多局

限于对水文循环各别要素ꎬ 如降水、 径流、 蒸发、 入渗等进行孤立的观测、 实验和给出某些计算公式ꎬ 缺少

对水文循环系统进行完整、 统一的理论描述ꎮ 在进入了 ２１ 世纪的今天ꎬ 这一使命理所当然地落在当代水文

学者们的肩上ꎮ
水文循环作为联系地球水圈诸水体的纽带和地球能量与化学物质输移的机制ꎬ 其研究内容十分丰富ꎬ 大

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ꎮ
(１) 水文循环系统的结构与动态研究ꎮ 该项研究的目的ꎬ 旨在揭示全球水文循环系统中不同时空尺度的

子系统是如何形成、 演变及彼此耦合的动态过程和机制ꎬ 以期作为对水文情势预测、 预报的依据ꎮ 其中ꎬ 尺

度转换与耦合机制是关键与难点之所在ꎮ 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ꎬ 或许是进行这方面探索的途径ꎮ
(２) 水文循环动力学研究ꎮ 水文循环是一个以水为介质的动力学系统ꎬ 对该系统进行完整的数学力学描

述、 创建水文循环动力学、 建立全球与区域水文循环动力学模型ꎬ 是水文循环研究的理论追求ꎬ 也是水文科

学摆脱其半经验半理论状态、 成长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学科的关键ꎮ 现代水文学知识表明: 水从海洋和陆

地蒸发ꎬ 其过程可以由热力学描述ꎻ 水汽进入大气层后的分布、 输移、 辐合和辐散可以由动力气象学描述ꎻ
水汽成云致雨的过程可以由云物理学描述ꎻ 水文循环的陆面过程可以由水动力学描述ꎮ 可见ꎬ 对于水文循环

全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环节的数学力学描述ꎬ 已具有较成熟的理论与方法ꎬ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建水

文循环动力学应是当前的研究任务ꎮ

１. ３　 水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界面过程及全球问题

环顾我们面临的全球问题ꎬ 几乎无不发生在水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的界面上ꎮ 例如: 洪涝、 干旱和极端水

文气象事件发生在水圈与大气圈的界面上ꎻ 山洪、 泥石流、 地震引起的水文地质灾害发生在水圈与岩石圈的

界面上ꎻ 大范围热带雨林消失、 草原荒漠化、 一些水生和陆生生物灭绝等生态环境问题发生在水圈与生物圈

的界面上ꎻ 而当今面临的水资源短缺、 水环境恶化等问题ꎬ 则是人类对水圈(主要是陆地水体)无度无序扰

动引起的ꎬ 也可称其为发生在水圈与“人类圈”的界面上ꎮ 把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统一归纳在水圈与地球其

他圈层的界面上ꎬ 并通过对界面过程异常变化的分析ꎬ 揭示各种全球问题发生的机制ꎬ 是水文科学研究一个

全新的思路与领域ꎮ

１. ４　 水文学知识之应用

所有的科学与技术ꎬ 都是为了满足人类与时俱进的各种需求ꎮ 满足需求的方式ꎬ 就是把从科学实验和生

产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凝练成为知识ꎬ 并将知识应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中ꎮ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ꎬ 水文科学的

终极目的ꎬ 就是提供充分的水文科学知识ꎬ 并将其应用于满足人类对于水的需求实践中ꎮ 人类须臾不能离开

对水的需求ꎬ 因此水文科学知识的获取与应用也永无止境ꎮ 正因如此ꎬ 水文科学才具有其永恒的生命力ꎮ
水文科学知识的应用十分广泛ꎬ 但主要是为人们提供有足够可信度和精度并具有多种预见期的水文情势预



　 第 ５ 期 刘国纬: 水文科学的基本问题及当代前沿 ６８７　　

测和预报服务ꎮ 例如ꎬ 为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提供其未来运行期间的径流与洪水预测ꎬ 为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

护提供中长期旱涝预测ꎬ 为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未来可能出现的水环境变化ꎬ 为江河防汛提供实时洪水预报ꎬ
为水库调度提供实时来水预报等ꎮ 可见ꎬ 水文科学在应用层面ꎬ 其实质就如同天气气候学那样ꎬ 是一门以预

测、 预报为宗旨的学科ꎮ 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点ꎬ 对引领和推动应用水文学的发展ꎬ 有着重要的导向意义ꎮ
１. ５　 水文观测与水文学方法论

水文科学不能像物理学、 化学那样ꎬ 可以在实验室观测和揭示物理、 化学现象和机理ꎬ 而必须通过对大

自然水文现象的直接观测来获取地球水体及其运动、 变化的信息ꎬ 并通过对所获取信息的分析ꎬ 形成水文知

识ꎬ 以回答水文学的基本问题ꎮ 因此ꎬ 水文观测是进行水文科学研究的基础ꎮ
原始的水文观测在公元前 ２ ０００ 多年的埃及尼罗河已经出现ꎬ 但科学、 定量且较普遍的水文观测ꎬ 于 １８

至 １９ 世纪才在欧洲陆续兴起[１]ꎮ 中国近代水文观测始于 ２０ 世纪初的黄河ꎮ 综观世界现代水文观测ꎬ 其技术

与获取信息的能力尚不及气象学、 地理学等地球科学学科ꎬ 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水文科学的发展ꎮ
水文观测追求的目标ꎬ 在于实时获得地球水文循环及多种尺度水体分布、 运动与变化的完整信息ꎬ 如同

医学 Ｂ 超ꎬ 可以实时、 全面观观测到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ꎬ 或如遥感卫星系统可以实时观测地表不同尺度

物体的状态那样ꎮ 唯此才能为构建全面、 系统的水文学知识提供基础信息ꎬ 回答水文学基本问题ꎬ 满足社会

发展对水文知识的需求ꎮ
水文科学自 １７ 世纪以来ꎬ 其方法论就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ꎬ 并广泛吸取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技术ꎮ 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ꎬ 水文科学对水文现象的分析与研究ꎬ 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ꎮ 其一ꎬ 视水文现象为确

定性事件ꎬ 以经典牛顿力学作为分析工具ꎬ 以创建水文循环动力学为理论目标ꎮ 其二ꎬ 视水文现象为随机事

件ꎬ 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分析工具ꎬ 以创建随机水文学为理论目标ꎮ 实践表明ꎬ 这两方面的发展满足了

这一时期社会发展对水文科学的需求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人们对全球资源、 环境等问题的关注ꎬ 推动了全球变化研究ꎬ 也激起了水文学者对于水

文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将水文现象割裂为确定性和随机性进行研究ꎬ 这样的方法是否反映了水文现象内在统

一性? 是否能系统、 完整、 深刻地揭示水文循环系统及其与地球其他圈层界面的过程和机制? 是否应当把水

文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一个明显的实例是ꎬ 东亚季风区的河流ꎬ 每年都会有汛期和洪水ꎬ 是一个在

年尺度上的确定性事件ꎬ 然而汛期何时起讫ꎬ 洪水出现的时日、 洪峰、 洪量和洪水过程等却完全是随机的ꎬ
可见汛期和洪水这一水文现象ꎬ 既具有确定性ꎬ 也含有随机性ꎮ 其确定性是由行星因素和大气环流所决定

的ꎬ 其随机性则包含外随机性和内随机性两类ꎮ 外随机性是河流水情受多种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产

生的ꎻ 内随机性则是确定性系统固有的行为特征ꎬ 即使最简单的确定性系统ꎬ 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也会自发产

生随机性ꎮ 内随机性的存在和描述已由美国气象学家劳伦兹(Ｌｏｒｅｎｚ)于 １９６３ 年在其提出的劳伦兹动力学方

程中得到证实[２]ꎬ 并为物理学界所公认ꎮ 因此ꎬ 如何研究集确定性与随机性于一体的水文现象与过程ꎬ 成

为当代水文科学方法论面临新的挑战ꎮ
值得庆幸的是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混沌理论的兴起ꎬ 物理学者称其为 ２０ 世纪以来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３]ꎮ

混沌理论对于方法论的贡献在于ꎬ 它使描述自然界的两种方法———决定论(描述确定性事件)和概率论(描述

随机性事件)实现了和谐的统一ꎮ 混沌理论所描述的混沌运动特征ꎬ 例如劳伦兹“蝴蝶效应” [２]所表现出的运

动范围的有限性、 运动过程的准周期性、 运动轨迹的随机性以及系统内在非线性等ꎬ 皆与水文现象和过程的

特征相契合ꎮ 可见ꎬ 混沌理论以及与其相提并论的分形理论等为水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打开了一扇充满魅力

之门ꎮ 水文科学将在继续发展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的同时ꎬ 向着基于整体论的非线性科学领域进行探

索[４]ꎮ 中青年水文学者将担起此重任ꎮ

２　 水文科学当代前沿

笔者基于当代面临的全球资源、 环境问题主要发生在水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界面上的认识ꎬ 从满足社会需

求、 牵引学科发展和推动技术进步 ３ 个方面进行识别ꎬ 认为水文科学当代前沿可包括以下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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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水文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

其实这是发生在水圈与大气圈界面上的现象与过程ꎬ 因其对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深刻影响ꎬ 并受到当代

全球变化研究的特别关注ꎬ 故而列为水水文科学的当代前沿之一ꎮ
众所周知ꎬ 地球上的气候从来就是在变化着的ꎬ 并深刻影响着地球环境ꎬ 第四纪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便

是其显著的表现ꎮ 自从 １８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ꎬ 尤其是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ꎬ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不断积累ꎬ 这一积累过程也是导致现代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ꎮ 可见ꎬ 现代气候变化是气候的自然演变趋势

(下称“自然分量”)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下称“人类分量”)叠加的结果ꎮ 因此ꎬ 气候变化研究的理论内涵和

科学目标ꎬ 当在于分别揭示“自然分量”和“人类分量”对气候变化的贡献率ꎬ 而不仅仅是笼统或含糊地谈论

气候变化ꎮ 只有揭示了“人类分量”的贡献ꎬ 才能为改善人类活动、 减轻其对气候的影响提供依据ꎬ 而“自然

分量”是人类所不能控制的ꎮ 显然ꎬ 水文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ꎬ 也当相应地分别进行描述ꎬ 而这一点

在现代的水文、 水资源研究中并未充分体现ꎮ
在水文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的研究中ꎬ 有研究者将一个不足够大的地区或流域水文要素在一定时期内

的异常变化ꎬ 与某些气候模式的输出(如气温、 降水等)做相关分析ꎬ 得出很高的相关系数ꎻ 或者对水文要

素时间序列进行统计诊断ꎬ 得出某些偏离正常值的统计特征值ꎬ 于是据此将该地区或流域水文要素的异常变

化ꎬ 归因为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ꎮ 这样的结论很可能并不客观和真实ꎬ 因为某些并不排放温室气体的人类活

动ꎬ 例如水利工程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等ꎬ 其对水文要素的影响远大于气候变化对水文要素的影响ꎮ
２. ２　 江河治理的地学基础研究

水圈与岩石圈界面过程的基本特征和机制是侵蚀与堆积ꎮ 没有河流侵蚀与袭夺ꎬ 就没有今天的黄河与长

江ꎻ 没有面上的侵蚀ꎬ 就不会有泥石流和广布的水土流失ꎻ 没有堆积就没有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黄淮海

平原ꎻ 没有侵蚀与堆积的共同作用ꎬ 就没有千姿百态的地貌ꎬ 更不会有河流的演变ꎮ 全球河水平均每周更新

一次ꎬ 是水圈与岩石圈界面上最活跃的因素ꎮ 因此ꎬ 关于河流的形成、 演变与地学属性的研究ꎬ 理所当然地

成为水圈与岩石圈界面过程研究的重大课题ꎮ “江河治理是人与河流的对话ꎬ 只有尊重河流的地学属性ꎬ 对

话才可能是和谐的ꎮ” [５]由此可见ꎬ 江河治理是推动河流地学属性研究的动力ꎬ 江河治理地学基础研究也是

当代水文科学的前沿课题ꎮ 期待基于该项目研究ꎬ 树立起江河治理的地学观ꎬ 开展七大江河及其支流地学基

础的研究实践ꎬ 为江河治理开发提供充分的地学依据ꎮ
２. ３　 人类活动对水文循环系统的影响研究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ꎬ 剧烈的人类活动对大气、 水土、 生态与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ꎮ 这些影响多出现

在水圈与大气圈、 岩石圈、 生物圈和“人类圈”的界面上ꎬ 导致水文循环系统发生偏离常态的变化ꎮ 事实上ꎬ
剧烈的人类活动已无处不在地渗透并深刻干扰了水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界面上的自然过程ꎮ 在水文循环的陆面

过程中ꎬ 人类活动的影响尤为显著ꎮ 例如: 城市化和大规模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ꎬ 使产汇流现象和机制与之

前的天然情况下迥然不同ꎻ 作为水文统计分析基础的江河水文要素系列已失去了其原有的代表性和一致性ꎻ
自然水系已大多变为人工控制的水网ꎬ 等等ꎮ 这些变化使得在未被人类活动干扰的天然情况下获得的水文知

识已难以解释今天的水文现象与过程ꎬ 而面临需重新认识的挑战ꎮ 因此ꎬ 把人类活动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加入

到新时期的水文科学研究中ꎬ 揭示在剧烈人类活动影响下ꎬ 水文现象的新特点、 新机制、 新规律ꎬ 构建基于

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共同影响下的水文科学知识ꎬ 应当是当代水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ꎮ
２. ４　 基于人工智能的水文分析技术

无论在水文科学研究中和实际水文工作中ꎬ 通常要构建复杂的水文模型ꎬ 进行海量数据处理和快速的分

析计算ꎮ 例如ꎬ 在对长江上游干流 ３０ 余座大型水库实行联合实时优化调度时ꎬ 就需要构建包含由数十个重

要目标组成的目标集和同样庞大约束集的复杂数学模型ꎬ 并需在很短时间内对模型进行解析和运算ꎬ 实时优

选出安全和效益最佳的实时调度方案ꎬ 这显然是现有水文分析技术难以实现的ꎮ 有幸的是ꎬ 我们从围棋阿尔

法￣狗(Ａｌｐｈａ Ｇｏ)的胜利得到了启示: 围棋高手李世石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判断力ꎬ 在预判了十余种落子可

能出现的棋局后ꎬ 选择出了他认为最优的落子位置ꎻ 而阿尔法￣狗凭借其每秒上亿次的运算速度和学习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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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ꎬ 在枚举了上千种落子的棋局中选择出了最优落子位置ꎬ 棋手终因其计算分析的能力远不如阿尔法￣狗
的运算速度和学习记忆力而败北ꎬ 而继后的 Ａｌｐｈａ Ｚｅｒｏ 更为出色ꎮ 显然ꎬ 人工智能这种极高的运算速度和处

理海量数据的能力ꎬ 正是水文分析寻优计算与预报中所需要的ꎮ 毫无疑问ꎬ 开拓人工智能在水文科学研究和

实际工作中的应用ꎬ 将带来水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ꎬ 水文科学家们必须把握这一当代技术前沿ꎮ

３　 结　 　 语

水文科学有着众多的分支学科ꎬ 各分支学科大多是基于某些领域或事业对水文知识的需求、 或某种研究

方法而形成的ꎮ 水文科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ꎬ 是因为其有一个客观存在ꎬ 而且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

研究对象———地球水圈及其水文循环ꎮ 水文循环是联系水圈与大气圈、 岩石圈、 生物圈的纽带ꎬ 水文循环的

各个环节与过程就发生在水圈与这些圈层的界面上ꎬ 因此ꎬ 水圈与这些地球圈层界面上的水文现象与过程ꎬ
应当作为划分水文科学分支学科的科学依据ꎮ 据此ꎬ 笔者建议将水文科学划分为以下分支学科: 普通水文

学———研究地球水圈的形成与演化、 地球上水的分布、 水文观测与水文学方法论等一般性问题ꎻ 水文气象

学———研究水文循环在水圈与大气圈界面的现象与过程ꎻ 陆地水文学———研究水文循环在水圈与岩石圈界面

的现象与过程ꎻ 生态水文学———研究水文循环在水圈与生物圈界面的现象与过程ꎻ 应用水文学———为各类水

工程建设、 水资源开发利用、 水环境保护与改善、 江河治理和水旱灾害防治等提供水文科学支持ꎬ 发展先进

水文分析技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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