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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申报项目

公示材料 

 

一、项目名称 

气候变化下青藏高原水文循环过程模拟预测关键技术

及适应性对策 

二、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单位：河海大学 

合作单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水

文水资源勘测局、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 

三、推荐单位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 

四、推荐意见 

项目依托 20 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结合青藏高

原寒区水文科学问题与行业科技需求，开展了“气候变化下

青藏高原水文循环过程模拟预测关键技术及适应性对策”研

究。成果揭示了冻土水热变化下产流机理，探明了地表/地下

交互的汇流/溶质运移机制，发展完善了寒区水文产汇流理论；

提出了基于集合粒子滤波卫星反演同化新方法，阐明了气候

变化对水文要素的影响机制；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

气-陆面水文过程耦合模型，创新了多尺度水文多要素耦合理

论，提高了模拟精度，增长了预见期；辨识了环境变化下的

区域水资源与水环境时空格局，为区域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与

生态安全屏障对策提供重要科学判据。该成果理论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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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新性强，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引领了高寒区

流域水文机理与响应研究，推动了水文水资源学科发展和水

利行业科技进步。 

10 篇代表性论文总他引 844 次，其中 SCI 总他引 402

次，1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授权发明专利/软著 10 项，成

果入选“世界大气科学百科全书”，项目完成人入选国家级人

才计划 4 人次，获美国国家地下水协会杰出贡献奖，担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水文计划副主席和亚太地区指导委

员会主席。成果在水利部水文司、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

数十家行业单位的水文预报、水环境评价和水资源管理等方

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五、项目简介 

气候变化加剧了青藏高原冰川、冻土退化，导致极端水

文事件和水资源时空变异加剧，威胁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青藏高原环境恶劣、资料匮乏，基于现有的数据

分析和水文理论方法不能精细刻画高原寒区复杂水文过程

和满足水文预测预报需求。项目围绕寒区水文机理实验、水

文循环演变规律、模型预测预报技术和适应性对策开展原创

性研究，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 

高原寒区水文过程机理：建立了站点、坡面、流域嵌套

的水文、生态、环境综合观测体系，开展了大气、植被、土

壤、地表、地下各水源水热溶质连续监测，解析了典型河湖

水量平衡与水体同位素耦合变化，揭示了冻土水热变化下产

流机理，探明了地表/地下交互的汇流/溶质运移机制，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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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寒区水文产汇流理论。 

气象水文要素演变规律：提出了基于集合粒子滤波卫星

反演/模拟/实测土壤水热四维变分同化新方法，探明了气候

变化下流域水文循环多相态多要素间水汽通量输移与转换

机制，辨析了区域“蒸发悖论”现象的驱动因子，揭示了青

藏高原水汽来源及变化规律，阐明了气候变化对水文要素的

影响机制。 

流域水文模型模拟技术：建立了寒区地表、土壤和地下

水热耦合方法，发展了包气带厚度动态变化的地表-地下水量

交互和河道水沙运移计算技术，改进了冰水相变的未冻水、

冰动态转化算法，创建了水热多相耦合分布式水文模型系统，

建立了大气-陆面水文过程双向反馈的耦合模式，提高了模拟

精度，增长了预见期。 

水文与水资源响应评估：探明了藏北西风带雨量增加、

南部季风带雨量减少的趋势特征，揭示了不同气候区/生态区

的径流响应机制，模拟分析了气候变化下径流减少与内陆湖

区扩张及水沙时空变化，确定了环境变化下的区域水资源与

水环境时空格局，为区域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与生态安全屏障

对策提供重要科学判据。 

发表 SCI 论文 68 篇，出版专著 2 部，获授权发明专利/

软著 10 项，编制水利行业标准 1 项。完成人入选国家级人

才计划 4 人次，获美国国家地下水协会杰出贡献奖，担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水文计划副主席和亚太地区指导委

员会主席，HESS、WRR、WSE 等国际刊物主编/副主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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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集大型国际会议 7 次，做特邀报告 30 余次。研究成果

已在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流域水文预报、水资源利用、应

对气候变化和防洪抗旱等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

应用和检验，推动了水利行业科技进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社会效益。 

六、客观评价 

项目共发表 SCI 论文 68 篇，出版专著 2 部，获授权发

明专利/软著 10 项，编制水利行业标准 1 项。其中 10 篇代表

性论文发表在 J. Hydrol.、Hydrol. Process.和 Global Planet. 

Change 等权威期刊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引

用，总他引 844 次，其中 SCI 总他引 402 次，1 篇论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附件 3）。他引论文来自美、英、加、

德、澳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包括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加拿大国家科学研究院 INRS、

德国弗赖堡大学、澳大利亚 CSIRO 等）。 

项目完成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 4 人次，获美国国家地

下水协会 John Hem 科学与工程杰出贡献奖（附件 9.8），担

任了 HESS、WRR、WSE 等国际刊物主编/副主编（附件 9.9、

9.10、9.11）。完成人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水文计划

（UNESCO-IHP）副主席和亚太地区指导委员会主席（附件

9.12、9.13），主持召集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7 次，做大会特邀

报告 30 余次。项目培养 41 名研究生，2011 年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提名奖 1 人（附件 9.14）。 

1. 论文引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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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1 的评价：(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知名学者 J. 

Neilsen 等评价代表性论文 4 提出的分数阶导数溶质扩散模

式阐明了水流次扩散和超扩散等非线性随机过程机制，是水

流溶质反常扩散研究的重要创新（附件 2.4）。(2) 挪威皇家

科学院 C.-Y. Xu 院士等高度评价了代表性论文 8 对积融雪影

响下产流过程的优化描述方法，发展了水热变化下寒区水文

产流机理（附件 2.8）。(3) 德国哥廷根大学 Y. Kuzyakov 教授

等评价代表性论文 9 开展的青藏高原土壤-植被水热溶质监

测分析工作，揭示了高原草甸退化过程的形成机理及其对汇

流过程中土壤水分和溶质传输的影响机制（附件 2.9）。成果

丰富完善了产汇流机理理论，相关理论入选美国科学研究会

主席 G.R. North 教授主编的世界大气科学百科全书（附件

9.3）。 

创新点 2 的评价：(1) 姚檀栋院士等评价代表性论文 7

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实时反演同化方法，揭示了青藏高原气

象要素演变规律，对科学认识区域生态环境变化和冰川冻土

水热过程至关重要（附件 2.7）。(2) 四川大学王根绪研究员

等充分肯定了代表性论文 5 对于区域“蒸发悖论”驱动因子

的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青藏高原蒸散发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为气候变化下的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附件 2.5）。(3)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苏凤阁研究员等引用代表性论

文 6，探明了气候因子对蒸散发的影响机制，揭示了青藏高

原水汽主要来源及变化规律（附件 2.6）。 

创新点 3 的评价：(1)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J. Shulme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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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等评价代表性论文 2，认为基于流域多要素耦合水文模

型的模拟分析为定量研究气象水文多因子叠加影响下的青

藏高原河湖演变规律提供了有效方法（附件 2.2）。(2) 北京

师范大学蒋卫国教授等充分肯定了代表性论文 10 的研究成

果，认为余钟波教授团队开展的水热多相耦合的分布式水文

模型系统的研发以及在流域洪水模拟的应用工作，成果提升

了我国防洪抗旱减灾科技水平（附件 2.10）。(3) 曾庆存院士

等评价了项目组提出的多要素水文耦合理论，将 HMS 选作

地球系统模式的陆面水文模型，指出“HMS 综合考虑了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水和河流-地下水相互作用等水循环过程…

提出的 ZB 算法有效减缓了高程、坡度等地貌参数信息量的

衰减速度…建成了适合于中国区域的大尺度水文模型”（附

件 9.7）。该项目创建的分布式水文模型系统 HMS 被收入著

名水文学家 V. P. Singh 院士编著的国际水文模型集，成为全

球水文模型指南（附件 9.6）。 

创新点 4 的评价：(1) 南洋理工大学 D. Zhang 教授等评

价代表性论文 1 开展的未来气候情景下水文循环要素时空演

变分析，认为其在研究气候变化下的区域水资源与水环境时

空格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中具有重要意义（附件

2.1）。(2)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郑循华研究员等充分肯

定了代表性论文 3 中对河川径流响应及生态伴生效应的研究，

为定量辨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文过程影响提供了基

础（附件 2.3）。(3) 德国阿尔弗里德·魏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

所 U. Herzschuh 教授等撰文充分肯定了代表性论文 9 对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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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甸下的水文过程响应研究，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导致了青藏高原草甸的退化，对高原土壤特性及河湖生态与

水文过程具有巨大影响（附件 9.15）。鉴于在变化环境下多要

素水文过程循环的机理模型、理论体系和响应机制等诸多方

面做出的成绩，第一完成人被美国国家地下水协会授予 2015

年 John Hem 科学与工程杰出贡献奖（附件 9.8）。 

2. 学术机构评价 

中国水利学会报道完成人获美国地下水协会杰出贡献

奖时指出：创建的反映大气-陆面-水文相互作用机理的分布

式水文模型系统…解决了大尺度水文模拟问题…在大流域

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运动机理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附件

9.16）。中国水利部报道完成人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

水文计划副主席和亚太地区指导委员会主席。…推动了国际

水文技术合作…提升了我国水文的国际影响力（附件 9.12、

9.13）。 

七、推广应用情况 

河海大学等单位完成的“气候变化下青藏高原水文循环

过程模拟预测关键技术及适应性对策”科技成果，建立了站

点、坡面、流域嵌套的水文、生态、环境综合观测体系，提

出了不同气候、生态区的下垫面水文特征参数化方案，创建

了水热多相耦合的分布式水文模型系统，定量评估了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区域水资源时空格局，提高了气候情

景下水文循环要素时空演变模拟预测的精度。提出了未来区

域极端洪旱灾害和水资源时空变异的应对措施，为区域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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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适应性与生态安全屏障对策提供重要科学判据。 

自 2015 年开始，项目完成的科技成果已应用到长江水

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西藏

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水利部水文司等数十家行业单位

的水文预报、水环境评价和水资源管理中，为各大流域洪水

实时预报、防汛抗旱、水资源规划利用与评价和水量水质联

合优化调度等提供了基础理论和技术支撑。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把该项目的部分成果应

用于流域水文气象业务预报系统中，定量判别了模型误差在

洪水预报中的传播特性及其对径流模拟的影响，有效延长了

洪水预见期，提高了预报精度（附件 8.1）。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充分肯定该研究水热冰

多相耦合的分布式水文模型系统及大气-陆面-水文过程耦合

模型等相关成果，并应用于黄河源区径流预报与水资源预测

评估、中游三花间洪水预报以及中下游干流主要控制站洪水

预报等业务工作和课题研究中（附件 8.2）。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充分发挥该科技成果在信息处

理、分析和预测等功能，应用于西藏自治区水资源、水环境

和水生态管理工作，提出了未来区域极端洪旱灾害和水资源

时空变异的应对措施，为区域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生态安全

屏障保护与建设对策提供重要科学判据（附件 8.3）。 

西藏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把该项目构建的水热多

相耦合分布式水文模型技术方法应用于雅鲁藏布江防洪预

报调度与管理（耦合）系统，把数值天气预报、洪水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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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调度和指挥调度等耦合在一个应用平台上，提高了效益

（附件 8.4）。 

水利部水文司在全国大江大河的流域水文预报预测预

警的实践应用中，验证了该项目在气陆耦合模拟技术和水资

源响应评估等方面研究成果的科学性、适用性及可靠性。该

项目的科技成果被广泛应用于流域防汛抗旱工作，显著提高

了流域水文过程模拟精度，推动了水利行业科技进步（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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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论文专著目录 

 

序号 论文专著名称/刊名/作者 年卷页码（xx 年 xx

卷 xx页） 

发表时间 通讯作者 第一作者 国内作者  

1 Effect of projected climate change on the hydrological 

regime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Yu, Z., 

Gu, H., Wang, J., Xia, J., Lu, B. 

2018 年 32 卷 1-16 页 2018-1-1 谷黄河 余钟波 余钟波，谷黄河，王济

干，夏军，陆宝宏 

2 Hydrologic response of a high altitude glacierized basin 

in the central Tibetan Plateau/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Li, B., Yu, Z., Liang, Z., Acharya, K. 

2014 年 118 卷 69-84

页 

2014-7-1 余钟波 李彬权 李彬权，余钟波，梁忠

民 

3 Effects of Climate Variations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Runoff in the Zoige Alpine Wetland in the Eastern Edg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Li, B., Yu, Z., Liang, Z., Song, K., Li, H., 

Wang, Y., Zhang, W., Acharya, K. 

2014 年 19 卷 1026-

1035 页 

2014-5-1 余钟波 李彬权 李彬权，余钟波，梁忠

民，宋克超，李红霞，王

艳，张文江 

4 Anomalous diffusion modeling by fractal and fractional 

derivatives/ Computers &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 Chen, W., Sun, H., Zhang, X., Korošak, D. 

2010 年 59 卷 1754-

1758 页 

2010-3-1 孙洪广 陈文 陈文，孙洪广，张晓棣 

5 Periodic fluctuation of reference evapotranspiration 

during the past five decades: Does Evaporation Paradox 

really exist i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Xing, W., 

Wang, W., Shao, Q., Yu, Z., Yang, T., Fu, J.  

2016 年 6 卷 39503 页 2016-12-19 王卫光 邢万秋 邢万秋, 王卫光, 余钟

波, 杨涛, 傅健宇 

6 Satellite retrieval of actu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components partitioning, multidecadal 

trends and dominated factors identifying/ Journal of 

Hydrology/ Wang, W., Li, J., Yu, Z., Ding, Y., Xing, W., 

Lu, W. 

2018年559卷471-485

页 

2018-4-1 王卫光 王卫光 王卫光, 李进兴, 余钟

波 , 丁一民 , 邢万秋 , 

陆文君 



11 

 

7 Estimating daily air temperatures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by dynamically integrating MODIS LST data/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Atmospheres/ Zhang, H., Zhang, 

F., Ye, M., Che, T., Zhang, G. 

2016 年 121 卷 11425-

11441 页 

2016-10-1 张凡 张宏波 张宏波，张凡，叶明，车

涛，张国庆 

8 Snow cover and runoff modelling in a high mountain 

catchment with scarce data: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parameters/ Hydrological Processes/ Zhang, 

F., Zhang, H., Hagen, S.C., Ye, M., Wang, D., Gui, D., 

Zeng, C., Tian, L., Liu, J. 

2015 年 29 卷 52-65 页 2015-1-1 张凡 张凡 张凡，张宏波，叶明，桂

东伟，曾辰，田立德，刘

景时 

9 Impact of alpine meadow degradation on soil hydraulic 

properties ove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Hydrology/ Zeng, C., Zhang, F., Wang, Q., Chen, Y., 

Joswiak, D.R. 

2013年478卷148-156

页 

2013-1-25 曾辰 曾辰 曾辰，张凡，王全九，陈

莹莹 

10 水文模型系统在峨嵋河流域洪水模拟中的应用. 水科

学进展/ 余钟波, 潘峰, 梁川, 梁忠民, 林朝晖, 任立

良 

2006 年 17 卷 645-652

页 

2006-9-1 余钟波 余钟波 余钟波 , 潘峰 , 梁川 , 

梁忠民, 林朝晖, 任立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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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序

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项目排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科研合作 

论文合著 

余钟波（1）、 

周伟（2）、 

陈孝兵（6）、 

燕文明（12） 

 

2006-2021 共同发表论文： 

1. Using the 
SPEI to assess 
recent climate 
change in the 
Yarlungzangbo 
river basin, 
south Tibet 

2. Modeling the 
hydro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ain channel 
and the 
floodplain at 
McCarran ranch 
in the lower 
Truckee river, 
Nevada 

3.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ammonia-
oxidizing and 
their role in the 
nitrogen circle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shallow lakes 
with different 
pollutant 
sources 

附件 9.19 

附件 9.20 

附件 9.21 

同 属 河

海 大 学

水 文 水

资 源 与

水 利 工

程 科 学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研 究

团队 

2 论文合著 

共同立项 

余钟波（1）、 

谷黄河（3）、 

邢万秋（7）、 

王卫光（14） 

2006-2021 代表性论文 1、

2、3、5、6 

项目：2016 年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多尺度水

文水资源预报

预测预警关键

技术及应用研

究” 

附件 1.1、

1.2、1.3、

1.5、1.6 

附件 9.22 

同上 

3 共同知识 余钟波（1）、 2006-2021 专利：地下冰同 附件 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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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 

论文指导 

江鹏（5）、 

陈学高（10）、 

沈华东（11）、 

孙洪广（13） 

位素分馏过程

的室内模拟及

监测方法 

余钟波为江鹏、

陈学高、孙洪广

的博士导师，为

沈华东的博士

后导师 

附件 9.23 

 

4 论文合著 张凡（4）、 

曾辰（15）、 

史晓楠（16） 

2010-2021 代表性论文 7、

8、9  

附件 1.7、

1.8、1.9 

同 属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藏

高 原 研

究所 

5 论文合著 余钟波（1）、 

张凡（4）、 

曾辰（15）、 

史晓楠（16） 

2010-2021 共同发表论文： 

青藏高原河流

输沙量变化与

趋势及影响 

附件 9.24  

6 项目合作 

成果应用 

余钟波（1）、 

周伟（2）、 

王昌佐（8）、 

魏海娟（18）、 

宋国富（20） 

2010-2021 应用情况和效

益佐证材料 

附件 8.3  

7 项目合作 

成果应用 

余钟波（1）、 

周伟（2）、 

阳辉（9）、 

达 娃 顿 珠

（17）、 

汪银奎（19） 

2010-2021 应用情况和效

益佐证材料 

附件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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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河海大学 

排    名 1 法人代表 徐辉 所 在 地 江苏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传    真 025-83717749 邮政编码 210098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 1 号 

联 系 人 施学哲 单位电话 025-83787062 移动电话 13913397271 

电子邮箱 kjccg@hhu.edu.cn 

对该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该项目由河海大学作为牵头单位，揭示了冻土水热变化下产流机理，探明了地表/地下交互

的汇流/溶质运移机制；辨析了区域“蒸发悖论”现象的驱动因子，阐明了气候变化对水文要素

的影响机制；创建了水热多相耦合分布式水文模型系统，提高了模拟精度，增长了预见期；阐明

了青藏高原环境变化下的水文与水资源响应机制，为区域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与生态安全屏障对策

提供重要科学判据。10 篇代表性论文总他引 844 次，其中 SCI 总他引 402 次，1 篇论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出版专著 2 部，授权发明专利/软著 10 项，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

高度评价。 

作为依托单位，河海大学对该项目的贡献主要有：1. 提出了项目研究的科学问题、研究的

整体思路与研究技术路线。2. 作为牵头单位，河海大学对项目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学科方面的支

撑，对项目的立项、执行、成果总结凝练提供了人力、物力的保证。3.对项目的总体实施和研究

工作的完成给予了后勤保障；为该项目提供了试验场所、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条件，并在研究生

培养和对外学术交流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声明：  

本单位遵守《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提供

的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将积极调查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

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按规定接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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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项目由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

究团队余钟波、周伟、谷黄河、陈孝兵、江鹏、邢万秋、陈学高、沈

华东、燕文明、孙洪广、王卫光，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张凡、

曾辰、史晓楠，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王昌佐、魏海娟、

宋国富，以及西藏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阳辉、达娃顿珠、汪银奎

20 位人员共同完成。 

第一完成人余钟波是项目负责人。 

第二完成人周伟、第六完成人陈孝兵、第十二完成人燕文明为第

一完成人余钟波团队的核心成员，与第一完成人长期合作，共同科研

合作与论文合著。 

第三完成人谷黄河、第七完成人邢万秋、第十四完成人王卫光为

第一完成人余钟波团队的核心成员，共同合作项目与发表论文。 

第五完成人江鹏、第十完成人陈学高、第十三完成人孙洪广为第

一完成人指导的博士生，第十一完成人沈华东为第一完成人指导的博

士后，共同合作发表论文和授权专利。 

第四完成人张凡、第十五完成人曾辰、第十六完成人史晓楠与第

一完成人长期合作，共同合作发表论文。 

第八完成人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王昌佐、第十八完

成人魏海娟、第二十完成人宋国富与第一完成人长期合作，共同合作

项目并开展成果应用。 

第九完成人西藏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阳辉、第十七完成人达

娃顿珠、第十九完成人汪银奎与第一完成人长期合作，共同合作项目

并开展成果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