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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数字流域研究现状 ,以流域的基本含义为基础 ,探讨了数字流域的内涵和框架结构 ,论

述了数字流域的建设内容和功能 、规范标准体系和构建技术 ,说明多元海量数据的存储管理和数据

的基础分析计算是数字流域的核心 ,数据接入和通用服务平台功能是数字流域的主要构成部分 ,数

字流域工程是对象流域实体数据及其数据采集与传输 、应用模型或系统与数字流域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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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流域研究现状

随着 1998年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 ,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数字革命 ,数字城市 、数字省份 、数字水

利 、数字交通等名词蜂拥而出 ,数字流域的概念也相应诞生.数字流域是数字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水利等领域

对流域数字化的需求 ,是数字流域诞生的基础.

国内外数字流域的研究和建设速度非常迅速 ,与数字流域主题相关的内容比比皆是 ,如数字黄河 、数字

黑河 、数字海河流域 、数字长江 、清江数字流域等.但这些项目或工程并非是完全的数字流域 ,只是其建设内

容中有些部分与数字流域或数字流域工程紧密相关.

关于数字流域 ,李纪人等[ 1]系统论述了数字流域的基本概念 、发展状况 、框架和业务应用系统 ,以及数字

流域涉及的关键技术 、流域模拟模型和常用专业软件 ,并对部分成功案例进行了剖析.王光谦等
[ 2]
介绍了数

字流域模型的框架结构 、关键技术以及模型建立和运行等方面的成果.以黄河流域为例 ,给出了模型在流域

水资源量计算 、洪水模拟 、侵蚀产沙 、淤地坝规划等领域的初步应用成果.国内有关文献[ 3-11]还对数字流域的

概念 、功能 、构建方法 、应用领域等进行了讨论 ,尤其是基于数字流域概念的流域水文模拟研究论文众多.但

现有的文献对数字流域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 ,大多文献也只是对数字流域的若干组成部分进行了讨论 ,

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相对于国内来说 ,国外对数字流域的概念不是很明确 ,有关数字流域的文献也较少见.但国外一些与 3S

相关的商业软件公司已将数字流域的一些功能开发成相应的模块 ,集成到商业软件中.如 HydroEarth ,ArcHy-

dro就是典型的例子.HydroEarth的核心是数字流域模型 ,模型主要是对河流水沙过程中的数据分析和数据处

理行为进行抽象或模拟.鉴于流域过程的复杂性 ,HydroEarth的模型系统包括庞大的模型体系 ,目前重点开发

了降雨空间分布 、河网自动提取 、流域产流产沙 、河道汇流 、河道演进 、水沙平衡分析等模型.

数字流域的英文名词不是非常明确 ,digital river basin在国外文献中很少见.2002年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

定委员会公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名词》[ 12]中没有收录数字流域一词 ,也没有给出相对应的权威英文名词.

由此可以看出 ,数字流域在认识上差异较大 ,归纳起来可将其分成几种类型:(a)数据库及查询系统;

(b)数字化三维虚拟演示系统;(c)集成了局部应用模型的封闭系统;(d)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系统(包括信息传

输部分);(e)更多的是包罗众多应用在内的集成系统.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数字流域至今还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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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定义 ,含义也不明确.

数字流域研究中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或界定.如:数字流域的内涵是什么 ?数字地球框架下的数

字国家 、数字省份 、数字城市 、数字水利 、数字交通 、数字流域 、数字水文等相互间是什么关系? 数字流域与信

息化或数字化的关系是什么? 数字流域应该具有哪些功能 ?数字流域应用于哪些领域? 数字流域应该建立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数字流域是指整个流域 ,还是河流 ?等.

因此 ,有必要对数字流域的内涵和外延等基本概念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讨论数字流域的框架结构 、技

术标准 、功能 、应用领域等.基于目前数字流域的研究现状 ,本文探讨了数字流域的内涵 ,以及数字流域的总

体框架结构和基本功能等 ,旨在引起人们对数字流域研究更大的关注.

2　数字流域的内涵

流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自然界的一切及一切的人类活动都在不同的流域上 ,与流域密切相关.数

字流域的核心应该是流域本身 ,数字流域内涵的讨论应该以流域本身的内涵为基础.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对流域的特征给出了明确的界定 ,包括流域的几何特征 、自然地理特征及人类活动

的影响.几何特征包括流域的形状 、面积 、长度 、平均宽度 、平均比降和平均高度等;自然地理特征包括地理位

置 、气候条件 ,以及土壤 、地质 、地貌 、植被 、河流 、湖泊 、沼泽等;人类活动影响包括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活动 、水利

工程建设 、水土保持 、城市化等.从哲学上看 ,数字流域应该是对真实物质流域的几何特征 、自然地理特征及人

类活动影响的再现和反映 ,这种再现和反映 ,不是机械的 、低水平的再现和反映 ,是与信息查询系统有区别的.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 ,流域具有2种特征 ,自然特征(几何与自然地理特征)和人类活动影响特征.数字

流域不应只是一种概念 ,应该是一个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体 ,最终应该是在计算机软硬件环境下展现的一个

“系统” .如果数字流域将流域本身的2种特征都包含在内 ,则数字流域将变成一个“无界巨系统” .

流域的自然特征相对来说“少变” ,是一个“有界的实体” ,但其特征有静态和动态 2种.流域的地质特性 、

流域面积 、流域地形等基本上是不随时间而变的 ,是静态的;土地利用 、河网分布 、道路分布 、水利工程分布等

是随时间渐变的 ,也是静态的;而另外一些特征是时变的 ,是动态的 ,如降雨和径流过程 、水土流失过程等.对

于不变和渐变的自然特征 ,可采用各种专题分布图来描述.而那些时变的自然特征 ,是一个多变的时间过程 ,

需要相应领域专门的数学物理模型 、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等来描述 ,如降雨预报模型 、流域水文模型 、水土流失

模型等.这些模型相对比较复杂 ,具有多重性 ,且随着科学水平的发展需要不断研究.因此 ,笔者认为 ,数字流

域应界定在自然特征中相对静态的范围内.

由此可见 ,数据是数字流域的核心 ,必须对数字流域包含的数据内容 、标量数据表结构 、矢量数据结构

等 ,制定出一系列规范和标准 ,并制定出数据处理 、分析 、融合的标准方法和流程等.数据的体系和组织结构

可分为数据汇聚层 、数据存储和管理层 、数据访问和交换层 、应用服务层 、用户访问层和管理层.总之 ,数据的

处理与管理是数字流域的内核.

从技术上看 ,数字流域是在计算机平台(广义)的数据管理系统 ,该系统包括对这些数据的存储 、处理 、检

索 、决策分析和表达的所有相关理论和技术 ,是采用数字化方式对一个流域特征的描述.“分析处理”是“再现和

反映”的扩充 ,是围绕自然特征的基本分析模型 ,如HydroEarth包括降雨空间分布 、河网自动提取等模型.

数字流域应具有的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首先必须具备数据的输入功能 ,即多元数据的接入功能 ,包括各种类型的实时和历史数据.

b.数字流域不能仅仅是一个数据的存储和管理系统 ,还应该是一个信息(特别是空间信息)的服务体

系 ,能为应用模型的拓展提供数字化支撑平台.因此 ,数字流域应该具有对最原始数据处理加工的功能 ,能提

供相应的数据产品.除地理信息系统常用的数据管理和分析功能以外 ,数字流域还应包含较通用的数据分析

模型.如基于DEM的地形分析模型 ,包括:(a)流域流水网的推求 ,模拟河网和分水岭的生成 ,地形峰谷和鞍

点的生成 ,流域地理单元解构与拓扑关系的生成 ,各地形特征值(如流域坡面的坡度和粗糙度 、河流路径长

度 、流域面积等)的定量计算等;(b)子流域与河网分级模型;(c)标准的三维地形仿真模型与展示;(d)水文时

间系列分析模型;(e)流域降雨量空间分布特征值统计分析模型;(f)流域下垫面特征值的遥感分析模型等.

c.可实现数据的共享 ,避免对数据处理的低水平重复 ,提高数据处理和管理的水平 ,便于数据的广泛应

用 ,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流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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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软件集成方面 ,具有软件的二次开发功能 ,便于专业应用模型在计算机平台上的集成.针对二次开

发与集成 ,需制定相应的标准 ,包括数据输出接口和标准 、软件平台的标准接口等.标准是全方位的 ,应具有

普遍性与通用性.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数字流域是在现代计算机软硬件平台上对流域静态自然特征的数字化再现和反应.

它具有多元数据的处理与存储管理 、信息查询 、基本自然特征分析等功能 ,为其他应用领域提供数字化基础

支撑平台.

图 1　数字流域工程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project of

digital river basin

3　数字流域工程

笔者认为 ,在数字流域平台上 ,利用数字流域的数据接入和服

务功能 ,集成了对象流域的具体数据和相应的专门应用模型 ,即构

成了数字流域工程.其框架体系应如图 1所示.

3.1　数据

根据流域的含义 ,数字流域的信息源是多种多样的 ,数据种类

繁多 、格式多样.按特征来说有地形 、地质 、植被 、水文等自然特征数

据 ,还有水利工程 、城市化等人类活动影响数据;按类型分有径流 、

降雨等实测的标量数据 ,也有地形 、地质等空间分布(矢量)数据 ,还

有报表 、文本 、图像 、影像等数据;按时间序列来分有历史数据和实

时数据.

数字流域的数据接入模块中 ,数据接入的标准 ,包括数据本身的标准和数据接入方法的标准 、数据加工

处理和存储管理标准 、为应用提供服务的标准等非常重要.

3.2　应用

人类活动包罗万象 ,不但丰富 ,而且复杂多变 ,可以说是一个“无界的对象” .人类活动除了对社会经济产

生影响以外 ,对流域的自然特征也产生深刻的影响 ,如用水过程对流域天然径流过程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描

述需开发和研制各种专业的模型 ,不应该包含在数字流域的内涵中 ,应以数字流域为平台进行开发和研制 ,

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提高模型的开发效率 ,因而可将流域水文模型归属于数字流域的服务对象范畴中.数字

流域的服务对象包括交通 、通讯 、城建 、环境等 ,涵盖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故服务是不可穷尽的 ,集成的

应用模型可多可少 ,以满足特定的专业应用需要为准则.HydroEarth中流域产流产沙 、河道汇流 、河道演进 、水

沙平衡分析等模型应属于数字流域工程中应用的范畴.

3.3　数字流域工程

数字流域工程涉及的领域广泛 ,如数字防汛指挥系统 、数字实时洪水预报与调度系统 、数字水土保持系

统 、数字水资源管理系统 、数字节水系统 、数字水环境保护系统 、数字交通系统 、数字航运系统等.现有的数字

黄河 、数字黑河等 ,都应归属于数字流域工程.工程化的业务运行系统是数字流域工程最显著的特征.

河海大学拟在新安江流域水文模型的发源地 ———新安江流域 ,建设一个原型观测系统.针对大气 、地表 、

地下和土壤中“四水”的循环 、转换 、均衡等水文要素 ,在新安江流域建设天地一体化水文数据管理和监测体

系.具体的建设计划包括以气象遥感为中心的大气水多平台监测系统 、以水文站网为核心的地表水多平台监

测系统 、监测站网与遥感结合的土壤水多平台监测系统 、地下水测井监测网络系统 、生态水多平台监测系统 、

水利工程圈监测系统等.原型观测系统建成后 ,基于现代水文信息技术体系 ,建立面向新安江流域水文模型

深入研究和发展需要 ,以及其他水量水质模型深入研究需要的数字流域.在数字流域平台上 ,接入水雨情实

时监测数据和历史数据 ,流域下垫面基础地理 、地质等数据 ,集成新安江流域水文模型研究需要的相关模型 ,

即构成了以满足新安江模型研究需要的数字流域工程.在此平台上 ,还可集成其他领域研究所需要的模型 ,

不断扩充该工程的应用领域.

4　结　　语

数字地球是一种概念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软件平台 ,数字流域是一个看得见 、模得着的实体.对数字流

域的定义 、含义 、内容 、建设的标准与规范 、软硬件平台等应给出严格的定义.数字流域不单是一个简单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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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和信息查询平台 ,还应该是一个具有对流域静态自然特征进行分析的功能 、可为其他领域的应用提供

数字化支撑的平台.这个平台必须是标准化的 、开放的.将对象流域的实体数据 ,及其相应数据的采集与传

输 、应用模型或系统等与数字流域相集成 ,便构成了数字流域工程.

类似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历程 ,数字流域的发展也需要走产品化 、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数字流域的概

念 、构架等基础理论问题需要研究 ,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尽快制定一套完整的规范和标准 ,推出可市场化运作

的产品 ,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数字流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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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framework of digital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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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s Efficient Utilization and Engineering Safety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2.Colleg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on digital river basin , the connotation and framework of the

digital river basin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content of a river basin.The content , function , criteria and

standard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of the digital river basin were addressed.The storage and management of

multiple massive data and the basic algorithms to extract the data characteristics were the core to the digital river basin.

The data input strategy and service platformw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digital river basin.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project of the digital river basin is integrated by the digital river basin with the individual data of a basin , the

instruments of the data acquisition and transmission , and the applied models and systems.

Key words:digital river basin;project of digital river basin;dig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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