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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是一种灵活构造多变量联合分布和处理多变量问题的有效工具ꎬ 在水文水资源领域应用广泛ꎻ 随

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推进ꎬ 显示出其良好的适用性和不可替代的优越性ꎮ 重点综述了近 １０ 年来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

水文事件多变量频率分析、 水文事件遭遇组合分析、 水文随机模拟、 水文模型与预报以及其他问题中的最新应用

研究进展与不足ꎮ 从应用条件、 参数估计、 不对称性、 拟合优选、 尾部特性、 多变量重现期选取、 成果抽样误差等

方面阐述了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应用需要注意的问题ꎮ 展望了未来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水资源领域应用中的研究重点和发展

方向ꎬ 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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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普遍存在于水文事件内部属性间ꎬ 例如暴雨的历时和强度、 洪水的洪峰和洪量、 干旱的历时和烈

度等ꎮ 此外ꎬ 还存在由于外部原因(如空间联系、 因果关系等)引起的相关性ꎬ 如洪水的遭遇和地区组成、
降雨和径流的关系等[１]ꎮ 深入了解和研究水文现象中的这些相关性规律ꎬ 对于提高水文分析计算成果的精

度和可靠性大有裨益ꎮ
早期的多变量水文分析计算研究主要采用边缘分布相同的多变量分布模型(如多变量正态分布、 多变量

对数正态分布和多变量 Ｇｕｍｂｅｌ 等)和 Ｍｅｔａ￣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分布模型[２]ꎮ 这些传统模型通常基于变量之间的线性相

关关系而建立ꎬ 对于非线性、 非对称的随机变量难以很好地描述ꎻ 另外部分模型假定变量服从相同边缘分

布ꎬ 同时对相关性大小也存在一定的限制ꎬ 影响了其适用性和成果准确性ꎮ 实际上ꎬ 水文变量的相关性非常

复杂ꎬ 包括线性相关和非线性相关ꎻ 水文变量边缘分布既可能服从正态分布ꎬ 也可能服从偏态分布ꎮ 因此ꎬ
如何构建非线性、 非正态条件下的多变量联合概率分布无疑具有很大的挑战性ꎮ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是多变量联合分

布构建理论与方法的重大突破ꎬ 可以将边缘分布和相关性结构分开来研究ꎬ 且对边缘分布类型没有任何限

制ꎬ 形式灵活多样ꎬ 可以描述变量间非线性、 非对称的相关关系[３]ꎮ １９５９ 年 Ｓｋｌａｒ 在统计学中提出 Ｓｋｌａｒ 定
理ꎬ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才开始广泛应用于金融、 财经、 保险、 精算和风险分析等领域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意大

利水文学者 ｄｅ Ｍｉｃｈｅｌｅ[４]将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引入水文水资源领域ꎬ 首次建立了边缘分布为广义 Ｐａｒｅｔｏ 分布的降雨

强度和降雨历时的联合概率分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熊立华和郭生练[５]采用 Ｇｕｍｂｅｌ￣Ｈｏｕｇａａｒ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了长江

流域某站点洪峰和洪量的联合分布ꎮ 近十几年来ꎬ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引起了国内外水文水资源界的高度关注和兴

趣ꎬ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推进ꎮ 大量的研究和应用实践表明ꎬ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作为构造多变量联合分布的一种

有效工具ꎬ 完整地保留了变量间相关性信息ꎬ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良好的适用性[６]ꎮ
本文重点综述近 １０ 年来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事件多变量频率分析、 水文事件遭遇组合分析、 水文随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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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 水文模型与预报以及其他问题中的最新研究进展ꎬ 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ꎬ 以期为继续开展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水资源中的应用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１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水资源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应用基本流程包括: ① 根据实际研究需要选定随机变量ꎻ ② 确定各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ꎻ
③ 计算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ꎻ ④ 确定各备选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参数ꎻ ⑤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拟合检验与优选ꎻ
⑥ 推求联合概率分布和条件概率分布ꎻ ⑦ 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相关后续研究ꎮ 各步骤相关具体方法可以参见

文献[２￣３]ꎮ 表 １ 列出了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水资源应用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及变量ꎮ
表 １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水资源应用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及相应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ｐｕｌ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研究方面 研究问题 研究变量

水文事件多变量频率分析

降雨事件 降雨强度、 降雨总量和降雨历时等

洪水事件 洪峰、 洪量和洪水历时等ꎻ 不同分期内的洪水ꎻ 发生时间和量级

干旱事件 干旱烈度、 干旱强度、 干旱历时、 干旱间隔时间等

水文事件遭遇组合分析

洪水遭遇 干支流不同站点的洪水

设计洪水地区组成 水库断面和区间洪水

复合洪涝事件 暴雨和外江水位ꎻ 暴雨、 河洪和潮位

丰枯遭遇 不同站点 / 地区的降水或径流

水文随机模拟

降雨随机模拟 降雨总量、 降雨历时、 降雨强度、 降雨间隔时间等

洪水随机模拟 洪峰、 洪量和洪水过程线形状

径流随机模拟 相邻时刻径流ꎻ 不同站点径流

水文模型与预报
水文预报不确定性评估 预报流量和实际流量

水文模型输入、 参数、 输出相关性模拟 水文模型输入、 参数、 输出

其他问题

水量水质组合 水量和水质指标

降雨—径流关系变异诊断 降雨和径流

水文气象站网优化设计 不同站点日降雨量

水库随机优化调度 相邻时段的水库入库径流

河流水沙关系 径流与泥沙

１. １　 水文事件多变量频率分析

降雨、 洪水、 干旱等很多水文事件往往具有多个特征属性ꎬ 考虑这些属性的相关性并进行多变量频率分

析可以更加科学合理、 全面地评估水文事件的整体特征ꎮ 水文事件多变量频率分析研究的是发生在同一个站

点 /区域的同一个水文事件的多个特征属性之间的相关性ꎮ

１. １. １　 降雨事件

降雨事件通常包括降雨强度、 降雨总量和降雨历时等特征属性ꎬ 分析这些特征属性变量的相关性ꎬ 并建

立联合概率分布ꎬ 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降雨事件的变化规律ꎮ Ｚｈａｎｇ 和 Ｓｉｎｇｈ[７]采用 ４ 种 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ａｎ Ｃｏｐ￣
ｕｌａ 函数分别对降雨强度和降雨总量、 降雨历时和降雨总量及降雨强度和降雨历时进行两变量联合分析ꎻ 许

月萍等[８]比较分析了 ４ 种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模拟不同历时降雨量的联合分布的差异及其对降雨频率分析的影响ꎻ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ｈｅ 等[９]基于比利时 １０５ ａ 的 １０ ｍｉｎ 降雨数据ꎬ 采用二维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拟合了暴雨特征量之间的相关

性结构ꎻ Ｂａｌｉｓｔｒｏｃｃｈｉ 和 Ｂａｃｃｈｉ[１０]采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分析了暴雨总量和暴雨历时之间的统计相关性ꎻ Ｊｕｎ 等[１１]

通过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立暴雨强度和暴雨历时的两变量联合分布来计算场次暴雨事件的发生概率ꎻ Ｌｉ 等[１２]分别

采用时变 ＧＥＶ 分布和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来模拟年最大降雨总量和降雨强度的边缘分布和联合分布ꎬ 进行非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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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两变量降雨频率分析ꎮ
工程实践中ꎬ 中小流域或城市排水暴雨洪水计算时常遇到流量资料不足情况ꎬ 采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暴

雨强度、 暴雨历时的联合分布ꎬ 分析确定当地雨量￣频率￣历时关系或暴雨强度公式ꎬ 是提高用暴雨资料推求

设计洪水精度的一条有效途径ꎮ 然而ꎬ 目前降雨事件多变量频率分析的系列抽样方法多采用年最大取样法ꎬ
可能会遗漏一些数值较大的暴雨ꎬ 造成小重现期部分明显偏小ꎬ 需要加强年多次取样法在降雨事件多变量频

率分析的应用研究ꎬ 以扩大暴雨信息量ꎬ 增强样本代表性ꎮ

１. １. ２　 洪水事件

洪水事件属性包括洪峰、 洪量和洪水历时等ꎬ 考虑这些属性的相关性并进行多变量频率分析可以更好地

掌握洪水事件特征ꎬ 并应用于设计洪水估算和和风险分析ꎮ 这方面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分析计算洪峰、 洪量和

洪水历时等特征属性的联合和条件概率分布、 联合和条件重现期ꎮ Ｚｈａｎｇ 和 Ｓｉｎｇｈ[１３]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立洪

峰、 洪量和历时的二维联合概率分布ꎬ 并对条件重现期和联合重现期进行了探讨ꎮ 在此基础上ꎬ 如何在多变

量框架下进行洪水联合设计值估算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ꎬ 核心是多变量重现期的定义和联合设计值的

选取[１４]ꎮ 多变量重现期以“或”(“ＯＲ”)、 “且”(“ＡＮＤ”)和 Ｋｅｎｄａｌｌ 重现期应用最为广泛[１５￣１８]ꎬ 最近兴起的

结构荷载重现期也逐步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ꎬ 联合设计值选取的常用方法是最可能组合法[１９￣２０]ꎮ 针对变化

环境导致的洪水非平稳性特征ꎬ 也有学者开展了非一致性多变量洪水频率分析ꎬ 包含洪峰、 洪量边缘分布的

非一致性ꎬ 以及洪峰、 洪量相关结构的非一致性[２１￣２４]ꎮ 同时ꎬ 多变量洪水分析计算的不确定性评估也是一

个前沿方向ꎬ 不仅涉及边缘分布的不确定性ꎬ 还要考虑相关性结构(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不确定性ꎮ 两者又均涉

及到样本抽样、 线型(类型)选取和参数估计不确定性ꎬ 评估综合不确定性非常复杂[２５￣２７]ꎮ 此外ꎬ 为了在水

库控制运用中充分考虑洪水的季节性变化规律ꎬ 提高防洪兴利综合效益ꎬ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分期设计洪水

和水库管运洪水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２８￣３０]ꎮ
目前洪水事件的多变量频率分析仍然面临一些挑战ꎮ 首先ꎬ 多变量重现期的概念比单变量情形复杂ꎬ 尚

无公认和通用的定义方法ꎬ 基本原则是要根据具体研究问题的物理背景而定ꎮ 其次ꎬ 对于同一防洪标准对应

无穷多种洪峰、 洪量组合ꎬ 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设计值已成为另一个关键问题ꎬ 当前应用最广泛的是最可能

组合法ꎮ 如何在多变量框架下进行洪水联合设计值估算及风险评估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ꎬ 需要进一步研

究完善ꎮ 最后ꎬ 由于洪水通常关心的是上尾部稀遇频率的设计值ꎬ 多变量洪水分析模型比单变量模型具有更

大的抽样不确定性ꎬ 导致模型成果不确定性很大ꎮ

１. １. ３　 干旱事件

描述干旱事件的特征属性主要有干旱烈度、 烈度峰值、 干旱强度、 干旱历时和干旱间隔时间等ꎬ 对多个

干旱特征属性进行多变量频率分析可以更加科学地评估干旱风险ꎮ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早期主要被应用在对干旱特征

值的二元分析上ꎬ 其中以干旱历时和干旱烈度的联合概率分布应用最广[３１￣３３]ꎮ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干旱事件

的多维特征ꎬ 多元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也被应用于干旱问题的多特征分析中[３４￣３６]ꎮ 近年来ꎬ 针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导致的干旱非一致性问题ꎬ 有学者开展了变化环境下的多变量干旱频率分析研究ꎬ 通常采用时变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 滑动窗口或全球气候模型(ＧＣＭｓ)气候情景分析等方法[３７￣３９]ꎮ

尽管目前采用的干旱指标很多ꎬ 但这些指标大多数只是从某一方面(降水亏缺或地表径流减少等)来评

估旱情严重程度ꎬ 未能全面地评估干旱风险ꎬ 难以反映旱情在地区间和季节上的差异ꎮ 因此ꎬ 通过融合多种

旱情指标ꎬ 构建能反映干旱发生机理和过程的综合指标仍然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ꎮ 此外ꎬ 受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的影响ꎬ 亟待开展基于非一致水文序列资料的水文干旱事件重现期和设计值估算及不确定性评估方法

研究ꎬ 以适应变化环境带来的影响ꎮ

１. ２　 水文事件遭遇组合分析

水文事件遭遇组合分析主要针对具有物理联系和相关性的不同时空水文事件变量之间ꎬ 包括洪水遭遇中

干支流不同站点的洪水遭遇、 设计洪水地区组成中水库断面和区间洪水的遭遇组合、 复合洪涝事件中多个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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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因子遭遇、 不同站点或地区的丰枯遭遇等ꎮ

１. ２. １　 洪水遭遇

洪水遭遇是指干流与支流或支流与支流的洪峰在相差较短的时间内到达同一河段的现象ꎮ 闫宝伟等[４０]

和陈璐等[４１]分别采用二维和四维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研究了最大洪水发生时间及发生量级遭遇的风险特征ꎻ Ｈｕａｎｇ
等[４２]提出了一种干支流洪水过程遭遇概率分析方法ꎻ Ｐｅｎｇ 等[４３] 研究了考虑历史洪水信息的洪水遭遇概率ꎻ
Ｆｅｎｇ 等[４４]采用时变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探讨了气候变化影响下的非一致性洪水遭遇风险ꎮ 此外ꎬ 河流交汇处的洪水

遭遇组合和工程水文设计问题也受到学界关注[４５￣４６]ꎮ
目前在洪水遭遇概率计算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ꎬ 但大多数研究仅分析了年最大洪水遭遇情况ꎬ 没有

考虑其他有可能危及保护目标安全的较大洪水遭遇情况ꎬ 导致计算的遭遇概率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ꎮ 另

外ꎬ 如何将洪水遭遇分析成果应用于干支流水库群防洪补偿调度、 错峰调度ꎬ 以发挥其实际价值ꎬ 也是值得

继续探讨的课题ꎮ

１. ２. ２　 设计洪水地区组成

设计洪水地区组成主要研究当防洪控制断面发生设计洪水时ꎬ 其上游水库断面、 区间流域等各分区来水

的分配及遭遇组合的形式ꎮ 闫宝伟等[４７]提出的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最可能地区组成法统计意义明确、 方案数

唯一ꎬ 应用前景良好[４８]ꎬ 也有学者提出了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改进离散求和法克服了传统离散求和法需要进

行变量独立性转换的问题[４９]ꎮ 郭生练等[５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计算理论和方法ꎬ 并在金

沙江下游梯级水库、 三峡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及汛控水位推求中得到了应用[５１￣５３]ꎮ
洪水的空间分布情况对水库群防洪系统设计与调度运用具有重要影响ꎬ 设计洪水地区组成分析是不可回

避的关键问题ꎮ 在水库群防洪联合调度中采用运行期设计洪水及汛控水位作为依据ꎬ 并与实时洪水预报结合

起来ꎬ 是一个具有潜力和实用价值的方向ꎮ 然而ꎬ 目前实际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是将设计断面设计洪量分配

给上游各分区以研究水库调洪影响ꎬ 这类方法假定水库调蓄后设计断面的洪水与天然情况同频率ꎬ 没有充分

考虑洪水地区组成的随机特性和水库调洪影响ꎬ 此外还隐含假设了设计断面洪水的洪峰、 洪量同频率ꎬ 其合

理性需要进一步探究ꎮ

１. ２. ３　 复合洪涝事件

洪涝灾害有时是由多个致灾因子遭遇组成的复合水文事件[５４]ꎮ 例如ꎬ 中国的许多沿江平原地区和三角

洲河网地区大多地势低平ꎬ 暴雨涝水能否顺利排除不仅取决于设计暴雨标准ꎬ 还受到外江水位的极大制约ꎬ
设计暴雨和外江水位的遭遇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两变量联合分布问题ꎮ 此外ꎬ 沿海地区城市的外江通常为感

潮河段ꎬ 其洪水位既受上游河道洪水的作用ꎬ 也受下游河口潮位的影响ꎬ 任一时刻的洪水位都是上游河道洪

水和下游河口潮位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因此ꎬ 可采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造区间暴雨与外江水位、 暴雨与潮位、 上

游洪水与河口潮位等多个致灾因子的联合概率分布进行组合风险分析[５５￣５８]ꎮ
多致灾因子影响下的复合洪涝事件分析最终目的是要研究多个荷载作用下的荷载效应变量的概率分布问

题ꎬ 而当前的大多数研究局限于多个荷载本身的联合概率ꎮ 例如ꎬ 感潮河段洪水位是上游河道洪水和下游河

口潮位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堤防工程结构破坏机制是河段洪水位超过了某一指定高程(如堤防设计洪水位)ꎮ
因此ꎬ 在今后复合洪涝事件研究中应试图建立荷载效应变量与荷载变量的功能函数ꎬ 基于随机变量函数的概

率分布理论推算出荷载效应变量的概率分布ꎬ 并据此进行工程设计和风险评估ꎮ

１. ２. ４　 丰枯遭遇

丰枯遭遇实质是气象水文变量的多区域组合问题ꎬ 通常涉及到调水工程水源区和受水区的降水或径流组

合、 多条河流的径流组合或枯水流量组合等形式ꎮ 分析水源区和受水区的丰枯遭遇对于跨流域水资源调配、
多水源联合调度等都具有重要意义ꎬ 康玲和何小聪[５９]、 Ｄｕ 等[６０] 分别采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研究了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和山东省沭河至付疃河调水工程的丰枯遭遇问题ꎮ 此外ꎬ 很多学者在多条河流的径流组合、 不同站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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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水流量组合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６１￣６２]ꎬ Ａｈｍａｄｉ 等[６３]还进行了基于时变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两变量非一致性枯

水频率联合分析ꎮ
目前丰枯遭遇研究采用时间尺度一般为全年、 汛期或非汛期ꎬ 对于降雨径流的变化描述不够精细ꎬ 后续

研究应尽可能细化到月尺度以增强实用性ꎮ 此外ꎬ 当前的丰枯遭遇研究通常采用天然径流量资料ꎬ 然而由于

人类活动(水库调蓄、 土地利用等)影响了天然径流的时空分布特征ꎬ 原有的天然丰枯遭遇规律可能已经发

生变化ꎬ 需要加强考虑人类活动影响的丰枯遭遇研究ꎬ 更加真实地反映遭遇情况ꎮ

１. ３　 水文随机模拟

单站随机模拟重点是描述水文事件多个特征属性间的相关性结构或水文时间序列的自相关特性ꎬ 核心是

如何构造有效的联合分布或条件分布ꎮ 多站随机模拟则要在此基础上考虑站点间的空间相关性ꎬ 同时模拟时

间、 空间 ２ 个相关结构ꎮ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是刻画变量相关性的有效工具ꎬ 近年来也应用于水文随机模拟研究中ꎮ
从随机模拟的对象来看ꎬ 主要可以分为降雨随机模拟、 洪水随机模拟和径流随机模拟ꎮ

１. ３. １　 降雨随机模拟

降雨事件随机模拟首先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模拟降雨特征属性ꎬ 如降雨总量、 降雨历时、 降雨强度、 降雨

间隔时间的相关性结构ꎬ 然后模拟降雨的时程分配模式ꎬ 最后对两者进行耦合ꎮ 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单站点

降雨事件随机模拟ꎬ 时间尺度上可以实现日、 小时和分钟[６４￣６７ꎮ Ｂáｒｄｏｓｓｙ 和 Ｐｅｇｒａｍ[６８] 利用多维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

同时模拟各站点间降雨量和降水发生的空间相关性ꎬ 开发了多站点降雨随机模拟模型ꎮ
近些年来ꎬ 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ꎬ 径流形成的条件发生显著的变化ꎬ 破坏了水文资料系列的一致

性ꎬ 过去的实测资料无法反映未来的变化规律ꎬ 在人类活动影响后新的径流形成条件下通过暴雨资料推求设

计洪水是一种可行途径ꎮ 因此ꎬ 很有必要将建立的能考虑暴雨特征量间内在相关性的随机降水模型与流域水

文模型进行有机耦合ꎬ 得到长系列的流量过程ꎬ 从中统计得到洪水频率曲线ꎬ 推求变化环境下的设计洪水ꎮ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ꎬ 尚未进入实用阶段ꎮ

１. ３. ２　 洪水随机模拟

洪水事件随机模拟一般分为 ２ 个模块ꎬ 即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洪峰、 洪量的联合随机模拟和洪水过程线

形状的模拟[６９]ꎮ ｄｅ Ｍｉｃｈｅｌｅ 等[７０]采用二维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随机模拟水库洪峰、 洪量进而生成大量入库洪水过程

线ꎬ Ｌｉｕ 等[７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坝洪水漫顶风险率计算模型ꎮ 也有学者直接采用三维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了

洪量、 洪峰和洪水历时的联合概率分布随机模拟洪水过程线[７２]ꎮ
目前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洪水随机模拟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站洪水过程模拟ꎬ 对于多站洪水同步模拟研究

较少ꎬ 而多站洪水随机模拟是水库群系统地区组成分析和运行期设计洪水及汛控水位计算的有力工具ꎬ 可以

较好地克服水库调蓄后设计断面的洪水与天然情况同频率假定的问题ꎬ 建议加强这方面的研究ꎮ

１. ３. ３　 径流随机模拟

径流随机模拟的核心是描述径流时间序列的自相关结构ꎬ 因此构造径流随机模拟模型的重点就转移到如

何构造有效的联合分布或条件分布ꎮ 闫宝伟等[７３]建立了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一阶非平稳时间序列季节性模型ꎻ
Ｃｈｅｎ 等[７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可以考虑二阶自相关的日流量随机模拟方法ꎻ Ｃｈｅｎ 等[７５] 将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径流随机模拟推广到多站点的月或日流量序列ꎮ

径流随机模拟技术的正确使用ꎬ 将有助于得到比传统方法更为可靠的结果ꎬ 但是目前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

的径流随机模拟研究大都局限于径流样本随机生成理论方法的研究ꎬ 应积极推动随机模拟生成径流系列在水

资源工程规划设计和管理运用实际中的应用ꎮ 另外ꎬ 由于在径流随机模拟中所使用的模型缺乏物理机制ꎬ 存

在较大的模型不确定性ꎬ 亟待加强模型与参数的不确定性研究工作ꎮ

１. ４　 水文模型与预报

水文模型与预报中大量存在变量相关性问题ꎬ 例如评估水文预报结果的不确定性时需要模拟预报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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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之间的相关性ꎬ 水文模型的输入、 参数和输出之间也存在相关性[７６]ꎮ 应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解决水文模型预

报相关问题主要包括水文预报不确定性评估和水文模型输入、 参数和输出之间相关性模拟等ꎮ

１. ４. １　 水文预报不确定性评估

采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预报流量和实际流量的联合概率分布ꎬ 然后基于给定预报流量时实际流量的条件

概率分布分析评估水文预报不确定性[７６]ꎬ 或用条件概率分布推导描述贝叶斯先验分布和似然函数ꎬ 再基于

得到的后验分布对水文预报不确定性进行评价[７７]ꎮ Ｍａｄａｄｇａｒ 和 Ｍｏｒａｄｋｈａｎｉ[７８]提出了耦合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贝叶

斯模式平均(ＢＭＡ)方法ꎻ 刘章君等[７７ꎬ ７９] 提出了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单变量和多变量水文不确定性处理器

(ＨＵＰ)ꎮ
近几年ꎬ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水文预报不确定性评估方法取得了快速发展ꎬ 应用非常灵活ꎬ 可以实现非

线性和非正态条件下的概率水文预报ꎮ 但仍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方面ꎬ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

概率水文预报应逐步实现从单站点、 单变量向多站点、 多变量转变ꎬ 以期考虑水文变量间的时空相关性并降

低预报不确定性ꎻ 另一方面ꎬ 要加强概率水文预报结果在洪水风险预警、 水库调度风险决策中的应用ꎬ 实现

预报与风险决策过程的有机结合ꎬ 真正体现概率水文预报的价值和效益ꎮ

１. ４. ２　 水文模型输入、 参数和输出之间相关性模拟

通过利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立水文模型各输入、 各参数或输入和参数之间的联合分布ꎬ 捕捉其相关性结构ꎬ
得到的结果比假定它们相互独立更加合理ꎮ Ｘｉｏｎｇ 等[８０]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和概率分布推导法得到了年径流的

概率分布ꎮ Ｆａｎ 等[８１]提出了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粒子滤波方法用于水文资料同化ꎮ Ｗａｎｇ 和 Ｆｕ[８２]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立了二元概率 Ｂｕｄｙｋｏ 方法框架ꎬ 并应用于全球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概率评估ꎮ 此外ꎬ 也有学者以洪水

或径流作为因变量ꎬ 采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直接建立因变量与自变量(影响因子)的联合分布ꎬ 基于条件概率分布

进行洪水或径流模拟预测[８３￣８４]ꎮ
不同水文模型各输入、 各参数或输入和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各具特点ꎬ 建模时采用能准确捕捉相关性特征

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极为重要ꎬ 如何有效地识别最优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仍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采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立洪水

(或径流)及其影响因子的条件概率分布涉及的主要影响因子通常有多个ꎬ 便于构建高维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藤

Ｃｏｐｕｌａ 模型得到普遍应用ꎬ 然而目前藤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结构和参数不确定性分析考虑较少ꎬ 有必要加强这方

面的研究ꎮ

１. ５　 其他问题中的应用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ꎬ 国内外学者还在降雨—径流关系变异诊断[８５]、 水文气象站网优化设计[８６]、 水库

随机优化调度[８７]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ꎬ 拓展了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水资源领域的应用范围ꎮ

２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应用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虽然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是描述变量间相关性结构和多变量水文分析的一种有效数学工具ꎬ 但要有一个客观的

认识ꎬ 既要认识到其优越性ꎬ 也不能不加分析判断盲目使用ꎬ 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ꎮ
(１)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应用条件ꎮ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不是一种万能工具ꎬ 并不是所有关于相关性和多元分布的问题

都可以套用ꎮ 应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前提条件是确保所分析的变量之间确实存有物理上的相关性ꎬ 否则会得到

错误的结论ꎮ
(２)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参数估计ꎮ 以水文领域中最常采用的阿基米德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族为例ꎬ 目前二维情形可

以采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 秩相关系数法ꎻ 对于三维及以上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ꎬ 大多采用极大似然法ꎮ 依据边缘分布估计方

法的不同ꎬ 极大似然方法又可分为全参数、 两阶段和半参数极大似然法ꎬ 其中半参数法不受边际分布的影

响ꎬ 稳健性较好ꎬ 推荐使用ꎮ 也有学者提出贝叶斯方法和非参数方法进行参数估计ꎬ 但目前实际中应用

较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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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称型和非对称型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ꎮ 对称型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要求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性结构相同或非常相

似ꎬ 要求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非常接近ꎬ 但多变量水文分析实际中两两变量的相关性结构往往并不相同ꎮ 对

于具有不对称相关性的高维随机变量ꎬ 单参数难以真实反映其复杂的不对称相关结构ꎮ 非对称型 Ｃｏｐｕｌａ 函

数具有更加灵活的参数和结构形式ꎬ 更适用于拟合高维的水文随机变量ꎬ 在水文多变量分析计算实际应用中

更加合适ꎮ
(４)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选择ꎮ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本身不具有水文物理基础ꎬ 不能从物理意义上确定各随机变量的理

论联合分布模型ꎮ 实际应用中采用不同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ꎬ 计算结果有较大差异ꎬ 因此选取合适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尤

其关键ꎮ 实际工作中一般选取与已有实测资料配合最优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ꎬ 常用的拟合优度准则有均方根误差

准则(ＲＭＳＥ 值最小)、 Ａｋａｉｋｅ 信息准则(ＡＩＣ 值最小)以及 Ｃｒａｍéｒ￣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检验法(Ｐ 值大于 ０. ０５ 通过拟合

检验ꎬ 统计量 Ｓｎ最小作为最优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ꎮ
(５)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尾部特性ꎮ 不同水文事件表现出的尾部相关特性差异较大ꎬ 不考虑尾部相关性可能会

高估或低估风险ꎮ 例如ꎬ 通常认为 Ｇｕｍｂｅｌ￣Ｈｏｕｇａａｒ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能够拟合洪水的上尾相关性ꎬ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可以拟合枯水的下尾相关性ꎬ 若没有考虑尾部相关性而误用了其他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ꎬ 对于洪水和枯水都

会造成高估或低估灾害事件的风险ꎮ 因此ꎬ 拟合优度只是选择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必要条件ꎬ 而不是充分条件ꎬ
应根据水文事件特点选择可以准确描述尾部相关特性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ꎮ

(６) 多变量重现期的选取ꎮ 单变量情况下ꎬ 重现期和设计值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ꎬ 计算方法清晰简单ꎮ
在多变量情况下ꎬ 由于涉及到各变量的多种组合ꎬ 目前对多变量重现期的定义也相应有很多种ꎬ 最常用的有

“或”(“ＯＲ”)、 “且”(“ＡＮＤ”)、 Ｋｅｎｄａｌｌ 和生存 Ｋｅｎｄａｌｌ 重现期以及最近兴起的结构荷载重现期ꎮ 这些多变

量重现期表征的物理意义和危险区域的划分方式不同ꎬ 实际应用中尚没有公认、 通用的选择方法ꎬ 基本原则

是要根据具体研究问题的物理背景而定ꎬ 选择能够正确表征水文失事机理的多变量重现期ꎬ 作为水文事件联

合设计和风险评估的依据ꎮ
(７)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模型成果的抽样误差ꎮ 相同样本容量下ꎬ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多变量水文分析计算模型

比单变量模型具有更大的抽样不确定性ꎬ 相同模型成果许可误差下需要的样本容量更大(如单变量模型需要

几十年资料ꎬ 相应多变量模型则可能需要几百年)ꎮ 因此ꎬ 虽然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理论上是构建多变量水文分析

计算模型的一种有效工具ꎬ 但在应用层面上ꎬ 仍然难以摆脱工程实践中样本容量较小的制约ꎬ 应该重视模型

成果不确定性分析ꎮ

３　 结论与展望

自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理论与方法引入水文水资源领域以来ꎬ 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ꎬ 在水文事件多变

量频率分析、 水文事件遭遇组合分析、 水文随机模拟、 水文模型与预报及其他问题中的应用研究迅速发展ꎮ
经过十几年在水文水资源领域中的应用ꎬ 已证实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是一种灵活构造多变量联合分布和处理多变量

问题的有效工具ꎬ 并显示出良好的适用性和不可替代的优越性ꎮ 鉴于水文现象的高度复杂性ꎬ 仍存在不少需

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ꎬ 建议进一步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ꎮ
(１) 继续完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理论和方法ꎮ 首先ꎬ 高维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构建及其参数估计方法仍是 Ｃｏｐｕｌａ

理论研究中的难点之一ꎬ 藤 Ｃｏｐｕｌａ 可以将高维 Ｃｏｐｕｌａ 分解为若干二元 Ｃｏｐｕｌａꎬ 在应用中降低计算量ꎬ 使得

高维问题得到简化ꎬ 是今后研究的重点ꎮ 其次ꎬ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阿基米德和椭圆类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都有其自

身的局限性ꎬ 后续研究可以拓展新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簇ꎬ 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水文现象ꎮ 最后ꎬ 与其他水文分析

计算方法相结合也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ꎬ 如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与熵理论、 贝叶斯理论、 马尔可夫链等结合ꎮ
(２) 深入开展非一致性条件下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模方法研究ꎮ 由于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水库调蓄、 土地

利用和植被变化)的影响ꎬ 应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模时单个水文变量的边缘分布和水文变量之间的相关结构都可

能发生变化ꎮ 时变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模型的求解难度增大ꎬ 仍需在实用化方面进一步研究ꎮ 因此ꎬ 建议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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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致性条件下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模方法研究ꎬ 以期得到更加科学实用的结论ꎮ
(３) 建立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多变量模型的不确定性分析框架ꎮ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立的多变量模型往往比单变

量模型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ꎬ 不仅涉及边缘分布的不确定性ꎬ 还要考虑相关性结构(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不确定

性ꎮ 两者又均涉及到样本抽样、 线型(类型)选取和参数估计不确定性ꎬ 评估综合不确定性非常复杂ꎬ 目前

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ꎬ 亟待建立一套多变量模型不确定性分析框架ꎮ
(４) 推进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水资源领域更深、 更广层次的应用研究ꎮ 深化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事件多变

量频率分析、 水文事件遭遇组合分析、 水文随机模拟、 水文模型与预报等现有领域的应用ꎬ 改进和完善当前

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ꎮ 此外ꎬ 进一步拓展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应用范围ꎬ 例如水文系列插补延长、 山洪灾害动

态临界雨量计算、 水位—流量关系、 相应水位(流量)预报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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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３(１１): ９８８３￣９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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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ｅ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 ５５(８): １２６４￣１２８０.

[３０] 覃光华ꎬ 曹泠然ꎬ 王文圣ꎬ 等. 以前期水量为条件的管运洪水推求[Ｊ]. 工程科学与技术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１(５): １７￣２４. (ＱＩ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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