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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文水质模型构建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对流域水文水质模型构建和测试，参数率定和模型验证，模型分析、应用及维护，成果编制

以及模型验收等做出了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流域水文水质模型构建及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35221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CH/T 1015.2-2007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1:10 000 1:50 000生产技术规程 第2部分:数字高程模

型(DEM)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724 环境基础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经验模型

基于观测数据之间相关关系建立的、可用于预测模拟对象行为的模型，但这些相关关系不一定反映

模拟对象的内在机理。

3.2

机理模型

基于对模拟对象物理、化学、生物等过程的认识建立的模型，可定量表征模拟对象行为与内在机理

之间的因果关系。

3.3

流域水文水质模型

模拟流域内降雨径流的形成和污染物随降雨径流迁移转化过程，可定量表征流域内径流和水质变化

过程的机理模型。

4 模型构建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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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模型选择

4.1.1 根据模拟区域特征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模型工具：

a) 滇池流域模型工具需具备城市区域模拟和非城市区域模拟的能力，或采用两种及以上的建模工

具分别构建；

b) 滇池流域以外的普渡河、牛栏江、南盘江等流域需采用非城市区域模拟能力较强的模型工具。

4.1.2 选用的模型工具应满足下列条件：

a) 流域水文水质模拟输入、输出数据的编辑；

b) 流域水文过程模拟和污染负荷迁移模拟的计算模块；

c) 流域水文水质模型参数率定、验证和评价功能。

4.2 数据收集

4.2.1 地形数据

宜收集符合CH/T 1015.2-2007要求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流域模型使用的数字高程模型空间分辨率

不低于30 m；若无法直接获取时，可通过地理空间数据云获取。

4.2.2 土地利用数据

宜收集最新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流域模型使用的土地利用数据精度不低于1:250 000；若无法直

接获取时，可采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解译获取，土地利用分类需结合GB/T 21010和模型数据要求开

展。

4.2.3 土壤数据

宜收集中国土壤数据库中涉及建模区域的土壤类型及其相关参数，现阶段土壤数据空间精度以实际

获取的数据精度为准；若无法直接获取时，需开展相关野外抽样调查获取。

4.2.4 气象数据

应收集符合GB/T 35221要求的数据，气象数据时间精度宜不低于日尺度；流域内降雨空间分布存在

较大差异且有多个气象站点时，宜将所有气象站点观测数据纳入数据收集范围。

4.2.5 水文、水质数据

宜收集流域内已有监测站点历史数据，河流流量数据应符合GB 50179的要求，水质监测数据应符合

HJ/T 91的要求；流量数据时间精度不宜低于日尺度，水质数据时间精度不宜低于月尺度。

4.2.6 污染源数据

宜收集流域内已有的污染源普查数据、环境统计数据或历史监测数据；若无法直接获取时，可查阅

相关资料或开展现场调查获取。

4.2.7 其他数据

建模区域内存在对自然径流有显著影响的水利水电工程时，还需收集工程相关基础数据。

4.3 数据核查与优化

4.3.1 对原始数据进行核查，对数据缺失和可疑情况，通过走访相关部门增补和修正数据，确保数据

代表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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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空间数据采用统一的平面坐标和高程基准，平面坐标系统采用WG S84或 CGCS 2000，高程基

准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空间数据处理参考 HJ 724 的要求。

4.4 数据日志

建立数据日志，载明数据来源，以及修改、增补、删减的信息，便于进行数据追溯。

4.5 模型构建

4.5.1 模型构建包含以下内容：

a) 子流域划分；

b) 模型响应单元确定；

c) 数据录入；

d) 模型编辑；

e) 模型测试；

f) 参数选择；

g) 模型参数率定与验证。

4.5.2 模型构建基本程序见图 1。

注：图1中“*”为必选项，“#”为可选项。

图 1 模型构建基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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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模型测试

根据模型应用目的，选择合适的测试时间段进行模型测试，模型测试时间段至少包含1个完整的水

文年。

5 参数率定和验证

5.1 时间要求

模型参数率定和验证应采用独立的实测数据，用于模型参数率定数据时间至少为3年，用于模型验

证的数据时间至少为1年。

5.2 一般步骤

参数率定和模型验证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对获得的实测数据资料适用性进行评估，选取可用作模型率定的实测数据；

b) 采用一套或多套独立的实测数据集进行参数率定，比较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合理调整模

型中参数，使模型结果与实测数据满足参数率定标准；

c) 采用另外一套或多套独立的实测数据集进行模型验证，评估实测数据与模型计算结果的拟合程

度是否满足模型验证标准；

d) 出具报告说明评估结果及所有的模型修改。

5.3 评价标准

5.3.1 利用实测数据进行参数率定和模型验证时，模拟结果应能反映实际水文水质状况，一般选取纳

什系数（NSE）作为模型率定的评价指标。

式中：

n：为观测数据的总数；

i：为观测数据的次序；

Qo,i：为第i次观测值；

Qs,i：为第i次模拟值；

：为观测值的平均值。

5.3.2 模型率定和验证需符合纳什系数（NSE）指标要求：

——NSE 取值范围为负无穷至 1，接近于 1表示模拟效果越好，模型可信度高；

——NSE 系数接近于 0 表示模型模拟结果接近于观测值的平均值水平，总体结果可信，但模拟

过程存在较大误差；

——NSE 值远远小于 0，则模型结果是不可信的，宜将 NSE≥0.5 作为模型率定和验证效果的最低

要求。

6 模型分析、应用及维护

6.1 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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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用于分析和应用的模型，应通过模型参数率定和验证。

6.1.2 模型分析内容包括对河道、子流域的分析，具体内容根据模型应用目的确定。

6.1.3 模型分析结果可采用专题图、时间序列图、纵断面图、散点图、统计表格、统计报告等方式表

达。

6.2 模型应用

6.2.1 模型应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3个方面：

a) 流域内径流及污染物变化过程模拟和水文水质状况评估；

b) 对流域内不同位置产生的污染物对受纳水体污染负荷的贡献进行定量化，指导流域污染物总量

控制，提高流域污染治理效率；

c) 对流域污染物通量和总量进行动态模拟、水污染预测预报和水质目标管理。

6.2.2 当模型应用于流域污染物通量和总量动态模拟、水污染预测预报和水质目标管理时，可与智慧

环境管理系统相结合。

6.3 模型维护

6.3.1 建立流域水文水质模型的动态更新机制，更新周期一般不少于 1个完整的水文年。

6.3.2 模型数据更新后，应及时进行数据备份。

7 成果编制与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成果编制应包括专题报告和模型附件。

7.1.2 模型成果须通过专家论证，并提供明确的验收意见和验收报告。

7.2 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包括项目概况、资料收集、模型构建和测试、参数率定和模型验证、模型分析和应用等内

容。专题报告篇章安排，参见附录A。

7.3 模型附件

模型附件包括模型说明文件和模型工程文件，可根据需要附加模型数据记录、实测数据记录和模型

过程数据。模型附件内容，参见附录B。

7.4 验收内容

7.4.1 模型验收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基础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

——边界条件的合理性、科学性；

——参数的合理性、科学性；

——结果表达的准确性。

7.4.2 模型基础数据审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地形数据的合理性，土地利用数据的合理性，土壤数据

的合理性，气象数据的合理性，流域划分合理性等。

7.4.3 模型参数审查主要对模型结构和参数的选择合理性进行审查。

7.4.4 模拟结果表达应直观、准确，并满足项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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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专题报告篇章安排

A.1 项目概况

A.1.1 项目背景和模型目标。

A.1.2 模型类型和模型适用条件。

A.1.3 流域概况、汇水区划分、地形地貌、流域污染现状等情况描述。

A.1.4 技术路线图。

A.2 资料收集

A.2.1 数据收集，包括数据清单、各项数据来源和收集日期、数据库字段说明及数据对照表。

A.2.2 数据核查与优化。

A.3 模型构建和测试

A.3.1 模型结构确定。

A.3.2 数据检查、数据标签设置、缺失数据推断。

A.3.3 模型简化说明。

A.3.4 模型参数设置。

A.3.5 模型稳定性测试。

A.3.6 参数率定和模型验证。

A.3.7 模型率定和验证标准说明。

A.3.8 结果比较及模型调整说明。

A.4 模型分析和应用

A.4.1 模型分析。

A.4.2 模型应用。

A.4.3 模型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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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模型附件内容

B.1 模型说明文件

模型说明文件包括数据成果说明及清单索引，水文、水质模型及参数取值说明，模拟方案说明等。

B.2 模型工程文件

模型工程文件包括模型网络、时间序列数据、模型运行结果、其他模型文件等。

B.3 模型数据记录

模型数据记录包括系统原始数据记录、修改增补数据记录、模型参数设置表、时间序列数据表、其

他数据记录等。

B.4 实测数据记录（可选）

实测数据记录包含评估或研究的水体水文观测数据记录、水体水质监测数据记录、其他实测数据记

录等。

B.5 模型过程与结果数据（可选）

模型过程与结果数据包括率定过程和结果数据、验证过程和结果数据、分析过程和结果数据等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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