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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在全球变化环境中水资源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提出水资源问题在全球

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应占有的重要位置。对在水资源的规划和管理中如何贯彻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原

则应注意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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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本文于1995年4月12日收到, 1995年10月16日收到修改稿。

全球变化的研究正在国际科学界展开, 集中表现在当前正在进行的几个全球性合作科研计划

如 IH P、IGBP、W CR P 等。在全球变化研究中水问题的地位虽已得到确认, 但还没有提到其应

有的高度。在这些计划中对水资源变化的研究常作为气候变化的一个响应, 从而处于整个研究

过程中接近末尾的一个环节, 只有当气候如何变化有了结果时才能进行。这些研究计划的完成

需要几个十年甚至更长, 因此, 水的研究成果需要很多的等待。但现实世界的水资源问题日益

突出, 出现水危机的地区不断扩大, 有的地方已形成对生存环境的威胁, 对水问题的研究刻不

容缓。在全球变化的总课题中, 人为影响导致的水资源直接变化研究应占有一定的比重, 并研

究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原则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中重要的一环, 在国际上

已经引起重视, 但迄今对如何具体执行尚缺少成熟意见。因此, 对水资源规划和管理中贯彻可

持续开发原则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十分必要。

2　全球变化研究中水的地位

从20世纪后半叶起, 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环境的不断恶化相互关联, 并且

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也越来越大。在1972

年民间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篇报告《限制增长》, 指出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可能导致社会

因受到大自然和人类体系的制约而遭受致命打击, 为人类的前途敲起警钟。同年在斯德哥尔摩

由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把环境问题提到国际舞台上以引起全世界的重视。此

后世界上一些国家纷纷探索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在1980年美国环境质量理事会发表的《2000

年的地球》,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等, 都是有关正确发展道

路的代表作, 后者并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 ]。但是以上活动都未能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中

　第7卷 第3期
　1996年9月　

水 科 学 进 展
ADVAN CES IN W A T ER SC IEN CE

　 V o l17, N o13　
　　 Sep 1, 1996　



摆正水在其中的地位。虽在1977年于阿根廷马德尔普拉塔召开的联合国水会议上对水问题进

行了全面讨论, 但在国际科技界仍未能把水与环境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直到为1992年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作准备工作时, 一些与水有关的国际组织在都柏林召开了“国际水与环境会议

——21世纪的发展问题, ”并在会议通过的《都柏林声明》和《会议报告》中, 比较系统地阐述了

水在环境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 ]。由于这次会议的推动和国际水界的努力, 在1992年6月于

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重要文献《21世纪议程》中, 第18章专门谈

了水的问题[3 ]。

从90年代初正式开始执行的全球变化研究“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 IGBP)”已经进行了4个

多年头, 其中各核心项目的研究内容已逐步具体化并不断提高其可操作性,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

展。其中与水有关的核心项目“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 (BA HC)”已制定出研究执行计划, 其最

终目标是估计未来水资源的变化①。由世界气象组织 (WM O ) 倡导进行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 CR P) 中设立了“全球能量与水循环试验项目 (GEW EX)”, 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补充并完善

与全球水文循环有关因素的全球观测系统, 以进一步认识物理水文过程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

在这个项目中还设立了子项目“GEW EX 大陆尺度国际项目 (GC IP)”, 主要为研制大尺度水文

模型和水文ö大气耦合模型, 以提供把未来气候变化转换为对一个区域或流域水资源的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 ESCO ) 主持进行的第4期国际水文计划 ( IH P2Ì , 1990～ 1995) 定名为

“在变化的环境中水文学与水资源可持续开发”, 重点研究大气、地面和水系统界面间的过程,

为建立大尺度水文ö气候耦合模型打好基础。为实现上述各项研究计划, 现有的各国水文气象

观测布置和技术设施难以胜任, 为此世界气象组织水文水资源司在1993年建议建立世界水文

循环观测系统 (W H YCO S) , 在充分利用各国现有水文站网基础上, 进行必要的加强、改造和补

充[4 ]。这一切都说明在全球变化研究中水的地位的变化和加强。

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目标, 是为进一步理解那些控制着整个地球系统并相互作用着的物

理、化学和生物过程, 为认识生命支持系统的整体以及在这个系统中发生的变化, 特别是人类

活动对以上这些过程和系统造成的影响。研究是为了尽可能减轻因人类活动造成对环境变化

化的不利影响, 避免威胁人类生存环境情况的出现。水是地球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最重要的物

质和环境组成中最活跃的因素,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因素。通过全球水文循

环, 使水这一重要的环境因素带有全球意义。

当前强调的全球变化研究, 是指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因地球自然环境受到额外干扰而引起

的附加变化。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 但也带来一些不利

因素。由于对水的需求日益增长, 首先在一些水资源条件脆弱地区出现用水危机, 而水环境的

不断恶化使生存环境受到危害。因此, 在全球变化研究中摆正水的位置实属刻不容缓。

3　水资源的全球变化研究

全球变化研究中 IGBP 的核心项目BA HC 的研究内容, 侧重于从研究地面和大气界面上

水分和能量的交换与植被的作用入手, 建立能表述土壤2植被2大气系统中水分和能量流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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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模型。其研究技术途径是从一个植被象素点上的土壤2植被2大气间水分和能量转换的小

尺度一维模型逐步过渡到一个区域以至全球大尺度模型, 以描述地面特性与水分和能量通量

时空变化的关系。由小尺度向大尺度模型的过渡, 目的就是为研究全球变化对生物圈和水资源

局部变化的影响, 对农业和水文特性的影响, 还包括水资源和生物圈的局部变化、农业和水文

的变化。把这些变化反馈到全球水文循环和气候系统中去, 并引起其相应的变化。反复这个过

程, 或可进一步认识气候、水文和生物圈系统间复杂的且多方面的相互作用, 以建立能对上述

变化作出定量估计的数学模型, 并对未来可能的变化进行估计。为配合上述研究, 在BA HC 计

划中还包括研制可提供区域变量的程序和算法 (或称人工天气生成器) , 以推估未来条件下由

于某些因素的变化而出现的气候信息, 用以推估水资源的变化。不难看出, 这些研究并不能期

望在短期内就可取得结论性成果, 需要在不断充实资料、改进观测设施和技术、并有待遥感技

术的进一步提高分辨率, 以及计算机性能的进一步提高等基础上, 逐步实现上述要求。特别是

迄今为止对气候将如何变化, 仍有争议, 这就使全球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研究处于被动, 不少

专家认为现行气候模型对预估因人为影响而引起的气候变化还需作较大的改进, 包括 IPCC

主席波林 (B 1Bo lin)也承认由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难以预见, 气候系统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难以预估的[5 ]。BA HC 计划中已经注意到气候模型的进一步完善化是要在模型中反映水

文循环的作用, 但水文循环中的地面过程是在水文循环全过程中研究的薄弱环节, 在这里地面

过程却又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强烈部分, 不但一些机理尚未完全弄清, 又缺少实测资料, 从而

对建立能完整表达水文循环全过程的数学模型尚有不少困难。这个模型涉及的尺度范围由植

被的象素元到全球大尺度, 对不同观测资料的同化技术处理和不同尺度模型参数的参数化处

理, 以及不同要求的观测技术、设备和体系的改进与计算机性能的提高, 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由大尺度模型向小尺度模型转化, 由小尺度模型向大尺度模型反馈, 经过多次耦

合、反馈、调整、平衡的反复运算, 得到既能反映全球变化, 又能比较切合实际地反映局部气候

变化的结果, 再据以估计当地的水资源变化。

根据对历史上已发生的现象所积累的资料和信息来推论今后可能变化的难点, 在于至今

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解释如气象、水文的历史信息中存在的长周期振荡或中短期变化的原因, 因

而不能对这些变化作出可靠的预估。因此, 即使说由于温度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可能导致气温的

升高, 也并不能说明从现在起今后几十年以至上百年这一具体时段里, 气温就一定会升高, 因

为这个导致“升高”的因人为影响引起的变化, 还要叠加在大自然中已存在的自然振荡之上, 后

者的振幅显然比目前所能估计的因人为影响而造成的变幅大得多。这样就对预估从现在起今

后一段具体时间内 (例如到2030年或2050年) 的气温变化预估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待研究。

因此, 因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水资源变化, 从定量上目前还未到能据以作出决策的程度。在当

前水资源问题决策中, 只能把这个问题作为不确定因素处理。

但除气候变化的因素外, 水资源却因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而变化, 如森林覆盖面积的锐

减、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城镇面积的扩大、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水工程的兴建等都会影响水文

规律的变化并因而影响不同地点水的供需关系, 引起水环境的变化。全球变化研究的基本目标

是探讨人类活动如何造成对环境的影响, 并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支持系统, 以便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治。因此, 对水资源的研究, 也应按照其本身的特点, 放在 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而引起的水环境可能恶化上, 并予以努力防止和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为维护人类的生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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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对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的研究也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

4　当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

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 各类用水量的增加超过了供应能力, 致使许多地区出现了用水危

机。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不断发出警告:“水资源正在取代石油而成为在全世界引起危机的主要

问题; ”[6 ]“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因国际河流和其他水源地的使用权, 可能成为两国间战争的导

火线; ”[7 ]“淡水紧张和使用不当, 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构成了严重而又不断增长的威

胁”[3 ]“由于世界上许多地区淡水资源普遍稀缺, 而且逐渐被破坏, 污染日益严重, 加之不相容

的人类活动泛滥, 因此必须对水资源实行统筹规划和管理, ”[8 ]等等。尽管如此, 全世界用水量

的增加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保持上升趋势。据俄国什克罗曼诺夫 ( I. A. Sh ik lom anov) 的

统计, 全世界用水量从1900年的每年约5790亿m 3, 到2000年将增加到51900亿m 3, 即在100年

中增长达9倍, 其中前50年用水量增长约2153倍, 而后50年则约增长318倍。①用水不断增长原

因之一是随人口增长相应地对工农业产品要求增加, 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用水随之增长; 其次是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这在发展中国家问题就更为突出。除人口压力外, 用水量不断增加, 但

资金不足, 供水能力建设跟不上, 保护环境的投资就更加困难。因此水的供需形势趋于紧张, 更

易导致水环境恶化。

到20世纪80年代, 发达国家人均日用水量约为发展中国家的10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

一般较小, 有的国家甚至接近零增长, 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则相对较高。如果以人均占有

年水量1000m 3作为区分水资源供需是否紧张的下限, 则根据国际人口行动组织 (Popu la t ion

A ct ion In ternat ional) 的一份报告中统计, 在全世界有关于水的统计资料的149个国家中, 在

1955年人均年占有水量不到1000m 3的国家有7个, 到1990年这样的国家就达到19个, 预计到

2025年将达到30个。[8 ]以中国为例, 在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不变的条件下 (按27115亿m 3计) , 在

1955年人均年占有水量为4452m 3, 到1990年降为2335m 3, 而到2025年则将降到1761m 3。因此,

人口的压力不容乐观, 如不下大力气控制人口增长, 将因各类用水增加导致过度开发水资源而

使水环境恶化, 形成灾难性后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 在一定阶段用水的增加是必然的,

供水能力的增加要适应用水增长的需要, 但供水能力的增加除受财力和物力的制约外, 还必须

注意自然条件的限制。如使自然条件受到损害而影响到天然的供水能力, 则后果是十分严重

的。怎么办?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寻找一条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的途径。

5　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水资源是一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 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应当注意开发强度不要超过其

自然更新的能力, 这是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的首要问题。水资源可持续开发主要是为了保障

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一原则已为国际公认, 但如何实施这个原则尚

缺少可供操作的具体技术方法。总的来说, 实施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原则, 要既能发挥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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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又能保护好环境, 合理有效地利用水资源, 又能使因水引起的自然

灾害减到最低, 并尽量杜绝人为引起的水灾害发生。为此, 应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511　关于河流水资源的科学分配

对沿河各主要河段或地点应按照其自然条件确定出可引到河道以外地点的最大可供水资

源量的分配方案, 作为进行供水工程规划的依据, 以防止因不合理开发引用而对工程下游地区

用水造成威胁。由于天然来水自然变化的随机性, 如由于来水的年际变化和出现连续多年少水

段等, 以及年径流量中洪水的大部和涝水都无法利用, 要求比较稳定可能利用的水资源只是全

部来水中的一部分, 为了顾及上下游的关系, 不能把这个工程所在地点上的全部径流都作为在

这个点可引向河道以外的水量。因此, 在持续开发的要求下, 应当适应变化中的社会要求, 不能

只按照现状条件下上下游的用水情况来分配其范围内的水资源, 而应考虑流域中不同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差异而带来用水的矛盾。对于来水变化中的不确定性, 一是远景的与上游

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应的用水量难以正确估计, 二是可能的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来水量的变

化。因此, 在分析河流中不同地点可供水量分配时, 要留有足够余地, 决不能满打满算。可行的

办法是按一定保证率来水进行分配, 且除社会用水外, 还需留足保护环境和生态要求用水。

512　关于工程的洪水安全保证率和供水保证率

工程的洪水安全保证率包括设计和校核洪水标准, 对供水工程则分别供水对象规定供水

保证率, 并均以法定形式规定于相应的规程或规范中。为执行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原则, 仍然

应当执行根据国家具体条件和安全与经济原则制订并经法定程序审定批准的各项标准, 但应

从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一出发点, 适当予以补充。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不要因人为影响造成巨大损害甚至灾难。对水工程而言, 虽然已经规定了洪水安全标准, 但也

要尽量避免因发生超标准洪水导致垮坝并造成对下游的毁灭性灾难。解决途径的关键在于要

在设计思想上认识任何一种洪水安全标准的背后, 还有发生超标准洪水的风险。不能只对设计

或校核标准负责, 而不考虑如果一旦发生超标准洪水的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应采取的非常措施,

努力把损失减到最小程度。这个思想在60年代曾由谢家泽提出, 但并未能在实践中推广。

对于工程的供水保证率, 也应在设计中考虑到如遇达不到设计供水保证率的特枯来水年

时, 应考虑和安排非常补救措施, 进行非常调度, 以求总体损失包括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损失降

到最小。

水库工程在运行一个阶段后, 会出现因工程老化和水库淤积等影响其原定的防洪和供水

标准, 如果供水区的发展使原定标准不能适应, 就要考虑后续工程包括扩建原有工程或新建工

程以适应新的用水要求, 但这种增加应限定在原定的水分配限额以内。也就是说, 在进行工程

的规划设计时, 虽然仍按规定要求考虑设计或规划水平年的供需情况, 但也要估计到在超过设

计 (规划)水平年后会出现的情况, 以及可能的补救措施, 以保证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

513　关于供水和水环境保护问题

水资源开发利用引起的水环境问题不容忽视, 这也是可持续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则。必须强

调在制定供水规划的同时, 制定因供水增加而相应增加的废污水治理规划; 并在兴建供水工程

的同时, 也要安排落实废污水治理工程的修建。这个问题虽提出多年, 但实施上常遇到困难, 这

主要是管理体制上的不适应, 即常因修建供水工程部门与治理废污水部门分属不同系统, 计划

上很难协调一致, 其结果就导致水环境的日趋恶化。若不能下大力量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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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响水资源的持续开发, 并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威协。

综上所述, 为维护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稳定而研究全球变化时, 对水资源的研究不应仅局

限于因气候变化导致水资源的变化, 而更为迫切的是人类活动直接对水资源变化的影响。全面

贯彻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原则, 并及时在水资源的规划、设计、管理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和

技术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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