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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近些年国际水文水资源学术会议及交流等信息, 综述近年来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水资

源系统管理提出的新的挑战及国际上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研究的若干特点等问题, 提出了几点

认识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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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

近40年来, 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一些国家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忽

视人口过快增长、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等问题, 使自然界支撑系统承受越

来越大的压力。人类大规模经济开发和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能源, 一旦超过自然系统可承受能

力, 开发将成为涉及地区和全球性损害, 并可能导致恶性循环。许多专家预言: 如果这种趋势

继续发展下去, 全球能源短缺, 人类文明的损害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 1]。

1987年, 挪威首相 Brundt land夫人等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上所作的题为 “我们共同

的未来”的报告中
[ 2]
, 明确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问题。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指人类在社会经济

发展和能源开发中,以确保它满足目前的需要而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它有三个基本要

求: 第一, 开发不允许破坏地球上基本的生命支撑系统, 即空气、水、土壤和生态系统; 第

二, 发展必须是在经济上可持续的, 即能从地球自然资源中不断地获得食物和维持生态系统

的必要条件与环境; 第三, 要求建立国际间、国家、地区、部落和家庭等各种尺度上的可持

续发展社会系统, 以确保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合理配置, 共同享受人类发展与文明, 减少贫

富差别 [ 3]。1992年6月,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由联合国召开的 “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通过了

“21世纪议程”文件, 可持续发展又一次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和高度。我国政府响应国际这

一重大举措, 并相应制定了中国的21世纪议程, 其中, 流域尺度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 是

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2　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研究特点

目前, 论及的流域尺度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是指: 在水资源规划、开发和管理中, 寻

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福利之间的最佳联系与协调, 亦即人们常说的探求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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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和管理的良性循环。水资源系统可持续性管理有三个基本目标
[ 9]
: 环境完整性, 经济

效率和衡平。可持续的水资源系统除了考虑水量的分配和管理外, 还要考虑水质, 使水量水质

并重, 保持环境的完整性, 并使水资源的利用具有长远的最佳经济效益, 达到经济效益与环

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因此,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要放到人类生存环境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的战

略中来加以研究。

为了推动国际和国家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的研究, 近十年来, 国际上召开了一系列专

题学术会议。例如, 1994年6月在德国的 Karlsr uhe召开了国际“变化世界中的水资源规划”学

术大会, 其中专门讨论了可持续开发管理的若干专题。1995年在美国 Colorado 州召开的第21

届国际大地测量及地球物理学联合大会 ( IU GG) 中, 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管理又是瞩目的交流

内容[ 7]。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 IAHS) 举办的H6学术讨论会主题就是流域尺度可持续水资源系

统的模拟和管理
[ 9]
。其中涉及到: 流域尺度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准则的定义; 可持续水质水

量管理的应用实例: 水的利用; 水库、监测水质水量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水质水量的可持续

模拟; 风险和不确定性; 模型的检验; 地理信息系统 ( GIS) 的应用; 专家系统和支持系统的

应用等。就国际上对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性研究而言,重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研

究和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水资源系统规划与管理研究是两个特点。

2. 1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研究

充分了解流域的水文信息、自然界变化与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变化对水文水资源量和质

的影响, 是可持续水资源评价管理的重要前提。重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研究, 包

括跨越不同时间空间尺度水文信息变化的相似性和变异性信息系统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对水资源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等。

1993年10月, 在德国召开的国际实验及网络资料水流情势 ( FRIEND) 第二届国际学术大

会上, 突出了不同时空尺度水信息变化的相似性和变异性问题的研究
[ 11]
。它的特点是打破地

区行政 (包括国家) 的界限, 以整个欧洲大陆为目标、自然流域为基础建立的有较高时空分

辨率的水档案、水资源信息。它们包括欧洲大陆水信息档案 (数据资料库, 信息网络系统) ; 枯

水径流 (区域枯水径流的统计, 土壤的水文学分类、水文地质和土地利用对枯水径流的影

响) ; 河川径流特征的大尺度变异性 (划分较高时空分辨率的水文网格, 定义水文区域和代表

性水流情势, 估计每个网络的径流和分析不同水流情势的时间变异性) ; 特大暴雨和洪水的估

计, 以及径流形成的物理过程等。西欧各国的水资源管理基础工作扎实, 水文信息丰富, 获取

水文信息的方法先进。例如, 水档案水资源信息全部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 区域水信息的

空间分辨率达 lkm×l km。水资源评价和管理依据的水文信息都是基于区域每个小网格的信

息获得,等值线图方法已被空间分布的各网格映象值所代替。其优点是便于空间变异性分析与

研究, 以及与气候变化影响模型、水资源评价管理模型耦合; 也便于水档案信息的更新和用

户使用。1995年出版的该会议专集
[ 11]
由六个部分组成: 水文数据库; 枯水径流的参数化和

流域及区域的模拟; 大尺度水文区域化的河川径流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降雨径流极值

估计的技术; 小流域的径流形成过程及其对氮循环和污染的影响; 水文区域化的目标、尺

度问题和方法论。国际实验及网络资料水流情势专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的重

要部分。它的完成将直接为区域水资源可持续问题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显然, 水文基础工作

做得扎实,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研究才有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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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研究, 还要求了解未来水文情势及环境的变化影响, 包括全球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对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影响。全球变化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大气中二氧

化碳 ( CO 2) 等微量气体和痕量气体浓度的增加, 已产生明显的温室效应。平均而言, 将进一

步引起地球表面和大气的增温, 它们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诸多的不利。但是, 这种

影响有很多不确定性。人们关心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将对水文情势和水资源分布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如降水径流的趋势变化是增加了还是减小了?时空分布是否更恶劣了?洪水和干旱发生

的频率是否加剧了?应当考虑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背景,水资源的地域分布脆弱带有什

么样的变化?如何更有效的保护水资源?等, 其中水文循环在地圈 -生物圈 -大气圈的相互作

用中占有的显著地位。目前, 直接与水文循环有关的国际研究计划有全球能量和水循环试验

( GEWEX)、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 IGBP) 中的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 ( BAHC ) 核心计划

等[ 12 ]。它们要求水文水资源学者放开视野, 积极与生态学者和大气动力学学者们合作, 共同研

究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及其对策。

BAHC 探索的主要问题是: 什么是改变陆面生态过程的直接影响原因?是大尺度人类活

动改变了陆面覆盖?还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缘故?这些影响变化带来的水文后果是什

么?BAHC 注重植被是如何作用于水文循环的物理过程的科学研究。同时, 它强调科学研究为

社会需求服务。通过对水文循环的生物控制和它们在气候、水文和环境中的相互作用, 认识对

陆面生态系统改变, 对水资源量和质影响的原因。目前, 已开展四个不同的方面的研究: 土

壤 -植被 -大气转化模型的研制和检验; 陆面性质和能量交换的区域尺度研究; 生物圈

～水圈交互作用的多样性: 时间和空间的变异性分析; 直接为水文水资源影响研究服务的

天气发生器, 并与它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宏观尺度的大气环流模式 ( GCM s) 与局部尺度的流

域水文模型之间联系中, 嵌入一个可聚解 ( Downscaling ) 的天气模型, 为局部尺度的水文水

资源模型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目前, 我国已成立 IGBP -BAHC 委员会, 参与该类专题的研究

与实践
[ 13]
。该项计划的开展, 对我国的洪水与干旱, 水资源分配及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将有积极

的推动作用。

除了气候变化影响研究外, 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也是十分注目的问题。例如, 在1995

年在美国举行的 IU GG水文科学会议中, 专题 H5侧重讨论了人类对淡水生态系统及水的影

响分析[ 10]。它们包括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水文系统模拟方法; 都市面源污染; 湿地和地下水的问

题; 水文学与生态学的联系及管理; 以及水利水电工程的环境影响效应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效

应比较广泛, 也不易准确量化, 往往采用定性的评估方法, 风险和不确定性业已受到重

视。　　　　　

因此, 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研究方面看, 区域水文信息的获取是十分重要

的。另外, 需要研究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的影响, 站在变化

的环境中来考虑可持续水资源管理问题。

2. 2　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水资源系统规划与管理研究

以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水资源系统规划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把可持续水

资源管理的基础, 如区域水信息档案, 水文系统模型, 气候变化影响模型, 水环境系统模型,

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模型, 工农业需水预测模型, 和多目标的水资源规划调度管理模型有机的

联系起来。同时需要考虑变化环境下的各种风险不确定性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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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召开了 “变化世界中的水资源规划”国际学术大会,

有四个专题: 可持续开发的实例与展望。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水资源的可

持续开发和利用: 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和我们为此能做些什么?”的讲座, 阐述了以可持续性

为目标的水资源系统规划与管理方向问题; 水资源开发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变化环境中

的水资源开发与决策过程中, 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 它们需要通过历史的经验并结

合预测对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概率的估算和量化, 研究不确定性问题将有利于提高整个水资

源系统管理的科学水平; 可持续开发的决策支持系统。大会报告了决策支持系统的实例研究

和计算机图形技术应用, 目的是利用水文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人的知识经验、计算机

人工智能及图形工具, 更有效的进行各种复杂情况下的多目标系统模拟, 获得不同条件下的

水资源管理决策信息, 使其成为可持续水资源系统规划与管理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

可持续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它要求水资源管理的目标不仅仅是向用户提供需求的水量,而

且必须提供有保证的水质, 水质水量统一管理的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当今国际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研究中, 还十分重视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的政策方针研

究, 亦即水资源立法和水政策问题。1995年7月, 美国向第21届 IU GG 提交的美国“水文学”国

家报告中, 有专门的一章总结了过去4年美国国家的水政策的变化
[ 7]
, 其中有些经验与做法值

得我国借鉴和参考。

美国对洪泛平原区水的管理政策的变化, 起因于1993年在美国 Mississippi河流域发生的

灾害性特大洪灾后, 1994年1月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次洪水的原因、水利工程的防

洪作用和洪灾后果。通过对灾害损失的调查与后评估, 得到的结论是: 传统的那种仅依赖大坝

和大堤进行防洪控制的做法是不恰当的。目前并不能依赖它们完全防御灾害尤其是特大洪水

灾害。国家应更多的注重非工程措施即管理问题, 做到尽量减缓灾害造成的损失。例如, 美国

强调在国家湿地内对敏感性财产的重新定位和对洪水保险制度的推广实施。因为对全国而言,

投保的范围仅为可保险总数的20%～30% , 1993年美国发生的特大洪水业已暴露出现行洪水

保险计划的一些问题。近些年, 美国的用水也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的是从农业用水转化到城

市用水。为了缓解各州之间的矛盾, 修建水库蓄水进行统一的调配和管理证明是有效的, 其中

包括对地下水的回灌。另一方面, 已在用水效率方面下功夫, 如制定了长期用水规划。1990年,

仅有7个州采用新的抽水规范, 到1994年, 则普及到全美国。

除了水量管理外, 水质管理是最为重要的方面。自1988年以来, 美国的许多水的政策都集

中在水质和其它与水环境有关的问题上。它们包括非点源污染、饮用水、湿地、地下水和海湾

水质变化。1992年, 美国国会再次审定了安全饮用水法规、清洁水法规、资源保护和恢复法规

等。但是, 目前在实施非点源污染控制和湿地水污染控制方面面临很多困难。为此, 美国正在

积极推广一种称作为 “最佳管理实践”的技术, 希望通过水质标准和科学的管理达到要求的

水质和水量。

美国在取水许可证制度的实施方面有丰富的经验。除了法制较健全外,水资源的所有权的

权限十分明确, 即水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水权的审批多半在州政府。在管理上水资源是作

为一种有价的资源, 实行有赏服务, 即使是大型水电站也交水的利息。对需水用户, 遵循经济

规律, 利用价格作用, 解决水资源短缺, 并遏制水资源浪费的问题。在美国的 Arizona 等州, 优

质的淡水已作为一种商品直接在超级市场和商店出售。水费通过经济手段直接获取。此外,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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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注重水资源效益的估算。国家水的政策是用两个关键性的消费指标反映:一是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的投入的资金;另一个是资助给州和地方政府用于建造废水处理的设备费用。为了反映水

的政策, 还必须进行改进水质效益的估算。目前, 在实施清洁水法后, 已经做了很多有关社会

公共健康经济发展和环境影响的益本分析
[ 17]
。

总之, 为达到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目的, 国外在水资源规划, 水质水量统一管理, 水的

政策方面的一些经验教训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3　我国水资源系统管理面临的挑战

我国地处中纬度, 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 水资源分配很不均匀且面临水源短缺、水质恶

化等问题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水资源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

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水资源面临的问题已引起国家政府和世

界的注目。联合国环境开发署 ( U NDP)、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和发达国家的水文水资源研究和

管理者们, 都积极支持和协助, 开展了有关项目的合作研究。如 UNDP 的华北水资源研究项

目, 黄河的水资源经济模型研究项目等。但是, 从整个国情看, 在流域尺度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和规划管理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 1)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亟需加强在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方面的研究, 尤

其是以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为目标、自然流域为基础, 具有较高时空分辨率的水档

案水资源信息系统的建立; 社会发展、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影响分析;

可直接为当地社会经济建设服务并具有权威性, 具有时空分布特性的水资源量与质评价信息

系统建立等。

( 2) 尽管我国在执行水法和实行用水取水许可证制度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但是在水资源

统一规划和管理, 如城市与农村的水资源统一管理, 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管理, 征收水资源

费及保障供水水质水量等方面, 还需要加强水资源管理体制和经济手段问题的研究。在一些地

方部门为各自的用水和经济发展, 和在防洪发生利益冲突时, 往往难以从水资源合理分配和

统一调度上实施。在一些地区, 一方面水资源短缺, 可另一方面又出现水资源浪费严重的

现象。　　　

( 3) 我国水资源系统的科学管理水平和效率还有待提高, 尤其利用现代新技术、新理论,

如遥感信息、地理信息、社会经济信息和水文信息, 建立以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开发和管

理为目标包括风险分析的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还需要大力发展。

我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问题研究, 既面临挑战, 又面临新的机遇。

4　几点建议

水资源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

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重视基础给以投入, 引进新技术新方法, 抓紧管理体制改革, 加速专

业队伍及人才培养是十分必要的。针对我国的水资源研究和管理现状, 提出几点参考建议:

( 1) 为了提高我国水资源研究和管理水平, 建议政府和主管部门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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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出发, 积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与生产部门合作, 开展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

基础研究。在水文水资源信息收集方面, 要给以必要的投资。要打破地方行政区划的界限, 以

流域为系统建立的有实用性的水文水资源信息数据档案和管理体制;

( 2) 在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中, 结合环境影响评价, 积极开展以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水

资源系统规划管理的研究。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调水工程和水利水电工程开展有一定科研水

平的全球变化影响、生态环境影响水环境问题和风险分析的研究。推动我国可持续水资源系统

规划、模拟和管理的研究;

( 3) 选择有代表性的若干典型流域, 开展即有科学技术先进性又可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

服务、有实用性的可持续水资源系统应用研究, 尤其在水资源用水许可证制度管理中, 要重

视水环境保护和供水水质水量统一管理问题。理顺水行政权限,把我国的水资源管理科学水平

提高一步。

( 4) 在水资源管理实施中, 要以水资源的经济作用为杠杆, 做到分等级论价, 增强水资

源管理的经济活力。同时, 要重视管理的体制和管理系统的改革。其中, 必须理顺水资源权属

管理与开发利用产业管理、水资源开发和水资源保护、水利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加强水政水

资源队伍的建设与现代化科学管理知识学习与培养。建立有法权、财权的专职队伍及对水资源

有效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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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Management of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 Systems

Xia Jun

( Wuhan Univer sity of Hydraulic & Electric Eng ineer ing,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advances in management of w ater resource systems

and sustainability over the last quadrennium in the l ight o f r ecent internat ional con-

ference′s info rmat ion, such as the XXI General Assembly of Internat ional U nion o f

Geodey and Geopysics that was hold in Boulder, Co lorade, USA, July 2-14. M ain

review involves three parts: ( 1)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 2) Recent interna-

tional advances in management o f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 ce sy stems such as the

hydr olog ical basis for w ater resour ces management , w ater resources planning in a

changing w orld, management of w ater quant ity and w ater quality, man′s inf luence

on freshw ater ecosystem, w 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 and so on. T he topic namely

bio sphere aspect of hydrolog ical cy cle was also addressed; ( 3)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model ing and management of w ater resource sy stems associated w ith

catchment scale in China. The purpose is to pr ovide an out look of recent advances in

w ater r esources system and suatainability , w hich relate to some of the scient if ic,

technolo gic, and policy aspects of the f ield of w ater science and management .

Key words : w 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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