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 卷 第 4期

　1998 年 12月　

水 科 学 进 展
ADVANCES IN WA TER SCIENCE

　 Vol. 9, No. 4　

　　 Dec. , 1998 　

山西水资源衰减的质疑

梁 述杰

(山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太原 030001)

摘　要　从水资源的定义、数量确定、评价方法等方面分析, 说明水资源衰减的说法不能成立。水

资源始终维持动态平衡, 当样本系列长度不一样时, 均值将发生变化。现实中径流量减少的问题,

应从降水和人类活动影响因素等成因作客观、具体的分析, 而不能简单地判断为水资源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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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缺乏的省份, 70年代后, 全省处于降水连续偏枯时期, 加之人

类活动对天然径流的影响, 使得各河道断面实际来水量 (包括地下径流、地表径流) 显著减

少, 人们普遍认为山西省水资源量严重衰减
**
。一部分专业人士和领导也持相同观点

***
, 为此,

笔者对此问题提出质疑和分析。

1　关于水资源的定义

目前, 关于水资源的出版物或专业论著较多, 由于研究重点和认识角度不同, 因而关于

水资源的定义也有差异。《中国水利百科全书》对水资源的定义为: “地球上所有汽态、液态

或固态的天然水。人类可以利用的水资源, 主要指某一地区逐年可以恢复和更新的淡水资源。

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永久储量, 它的更替周期很长, 更新极缓慢, 如深

层地下水; 另一类是年内可恢复储量, 它积极参与全球水循环, 逐年得到更新, 在较长时间

内保持动态平衡, 即通常说的可利用水资源。”显然, 通常所提及的水资源, 是指储量能够得

到恢复的可利用水资源。尽管地球上汽态、液态或固态的水很多, 但与人类生活和生产密切

相关、而且可以直接开发利用的水资源却非常有限。所谓 “在较长时间内能够保持动态平

衡”, 笔者认为应该有一个衡量标准, 而这个标准似应是在气候条件不发生明显改变的这样一

个时间范畴内。当气候条件不一致时, 降水量和降水分布将发生较大变化, 水资源的动态平

衡随即打破。现在所述及的水资源, 应该明确地表述为: 在当代气候条件下, 降水量不发生

较大变化, 储量可在年内恢复, 因而逐年得到更新的水资源并保持多年动态平衡, 人们的合

理开发利用不致于对水环境形成破坏。据此, 水资源在当代气候条件下, 将保持动态平衡, 因

而是不应该也不会衰减的。

1996年 11 月 14 日 《山西日报》一版。

1996年 3月 27 日 《山西日报》二版。

收稿日期: 1996-09-12; 修改稿日期: 1997-01-08。



2　关于水资源量的确定

水资源总量 (此处仅指数量) 是地表水与地下水之和。但是, 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存在

互相补给和互相转化, 河川径流中包括了一部分地下水排泄量, 如泉水等; 而地下水又有一

部分是由地表水补给的, 如河道渗漏等。所以还应该扣除两者之间的重复计算量。

W = W s + W g - W 0

式中　W 为水资源总量; W s为地表水资源量 (即河川径流水资源量) ; W g 为地下水资源量;

W 0为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

水资源数量的变化, 具有随机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不同年份的水资源量总会有差异, 长

期观察, 在数量上终究维持动态平衡。在确定某一区域的水资源量时, 应将其较长时期的多

年平均水资源量视为当地的水资源量。但是, 这个较长时期的多年平均值是未知值。目前观

测值系列较短, 于是, 只能用已知的观测系列均值来代替未知的总体均值。经常提及到的水

资源量, 实际上就是所获取到的样本的多年平均值。随着气候的变迁, 无论是降水, 还是径

流, 其过程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还具周期性。据陈家其先生对黄河流域 1500年旱涝记载的研

究
[ 1]
, 黄河中游地区 (包括山西大部) 水旱变化的主要周期为 130～140年, 其次是 60～70年

及 10～11年; 地质学家则把黄河的侵蚀过程与冰期、间冰及海进海退联系起来, 变化周期长

达几十万年、几万年、几千年。而我们在确定水资源量 (即水资源评价) 时, 所获取到的样

本系列相对来说比较短, 可能包含有较多的偏枯水年份, 这时的样本均值就会偏小; 如包含

有较多的偏丰水年份, 这时的样本均值就偏大。检验的办法, 只能是用比之更长的观测资料

系列来对照分析。比如山西省计算水量时, 分别使用了 24年 ( 1956～1979年) 系列、29年

( 1956～1984年) 系列和 38年 ( 1956～1994年) 系列, 得出的多年均值有较大差异, 经与 75

年 ( 1919～1993年) 系列的雨量观测资料对比分析时, 发现 38年系列值与之最为接近, 但相

对来说, 仍然稍偏丰。

所以从水资源量的确定方法分析, 只是样本长度不同, 而导致平均值有所不同。在使用

水资源数量的数据时, 应该给出样本时段或系列年份, 以免混淆。而某个具体年份的水资源,

则仅仅是样本中 (或者还没有包括在样本中) 的一个个例。

3　山西水资源评价概况

山西省的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基本与全国同步, 历次评价水资源量如表 1所示。

应该指出: 1982年提出的成果是按照全国统一部署, 使用同步资料系列, 同一技术标准,

经统一审核, 汇编出版, 具有很强的横向可比性和一定的权威性。1988年提出的 138亿 m
3
,

比前仅少 2. 7% , 是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数据略有差异, 实质上是前者的补充修正, 相对

稳定, 在使用时应当注明代表时段, 以免混淆。

可见, 上述前后多次工作终因样本系列不同而导致结果不同, 不能轻率地认为水资源是

衰减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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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山西历次水资源评价

Table 1. Various water recoures evalu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评价
时间

资料系列
河川径流量
(亿 m3)

地下水量
(亿 m3)

总资源量
(亿 m3)

资　　料　　来　　源

50年代末 1958年前 109. 0 省水文手册与水文图集

70年代初 1972年前 117. 0 省水文手册与水文图集修订本

1980年 1951～1977年 116. 8 《山西省地表水资源》

1982年 1956～1979年 114. 0 27. 75 141. 75 《山西省第一次水资源评价成果》

1988年 1956～1984年 108. 6 93. 1 138. 1 《华北地区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研究》

1994年 1956～1993年 97. 9 129. 0 水中长期供求计划

4　径流量减少的简要分析

对内陆某一闭合流域, 多年平均降水量减去蒸发量, 应等于径流量 (包括地表、地下两

方面)。但是,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使流域出口处 (断面) 的径流量减少了, 给人们造成

“水资源减少”的错觉。实际上, 就该闭合流域来讲, 降水状况并未发生改变 (或变化不大) ,

一般水资源量也不应该发生大的变化, 至于流域出口处径流量减少, 应在流域中的有关水资

源开发活动中, 去找变化原因。

4. 1　降水量减少分析

在山西, 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源是大气降水, 因而, 来水量减少应该首先从降水情况来查

究。根据统计结果分析, 山西省 70年代以后的降水量, 与 50年代、60年代相比较, 呈现明

显的偏枯趋势。1956～1979年系列, 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34mm , 当统计时段延长至1956

～1984年时, 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降为 523. 7mm , 较前减少了 1. 9%; 再延长到 1956～1993

年, 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515. 7mm, 又减少了 1. 6%。虽然两次降幅不大, 但对径流来说, 降

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降水与径流呈现为非线性关系, 当降水量减少某一幅度时, 径流

量要大于降水量的减少幅度。

4. 2　地表径流开发影响

河道实测径流量减少, 最重要的一项人类活动影响因素就是水利工程取用水量 (蓄、引、

提河道来水) , 导致河道实测径流量越来越小。如晋中盆地的出口控制站义棠水文站, 流域面

积为 23 945km
2
, 其汇水范围内, 除包括太原、榆次等一些较大城市外, 还有汾河水库、文峪

河水库、一坝、二坝、三坝灌区等许多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据调查, 该区段 1954～1969年期

间的多年平均河道取用水量占还原后总径流量的 36. 8%; 1970～1979年期间增至54. 3% ; 到

1980～1993年期间达到 70. 4%; 说明了水利工程蓄引提水量对河道来水量的削减, 起到重要

的作用。山西省的河川径流开发利用率已由 1956～1969年的 14. 4%增至 1980～1993年的

32. 1%。

4. 3　水土保持措施和土地开发利用

山西是全国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之一, 为了保持水土, 各级政府对水保措施非常重视, 特

别是 1982年以后, 多方面采取措施, 加大力度, 加快步伐。到 1987年底, 累计完成初步治

理面积 71. 6万 hm
2。以汾河上游静乐水文站为例, 该站流域面积 2 799 km

2 , 用 1956～1972

年的降雨径流关系率定参数后, 输入 1980～1993年逐年降水资料, 发现该站的同期年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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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平均模拟数值相对减少了 20. 2%。经流域考察分析后认为: 该流域河道取用水量不大, 而

水土保持和土地开发利用措施十分强烈, 从1987～1993年, 累计完成初步治理面积达14. 9万

hm
2 , 导致的结果是: 本来就属于季节性河流的河道, 汛期洪水锐减, 非汛期基本干涸。从某

种意义上来讲, 水土保持的影响在水文情势上表现为: 改变径流汇集, 增加有效蒸发, 减少

河川径流量。

另外, 水土保持和土地利用在减少地表径流量的同时也增加了蒸散发量, 1949年以来山

西的林地面积增加了 23. 3万 hm
2, 农作物的增产也是如此, 1949年时山西产粮 26. 9亿 kg ,

1995年增至 91. 7亿 kg, 林地和农作物的耗水和蒸散发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水文情势变化

因素。

4. 4　地下水超采影响

地下水超采不仅会改变地下水本身的水动力场, 破坏动态平衡, 形成区域性的地下水位

降落漏斗, 且袭夺地表径流, 如泉水流量减少, 改变河道补排关系, 扩大渗漏等。山西省从

70年代起, 大量开采地下水, 80年代, 在大同、太原、介休、运城等地出现大面积地下水位

降落漏斗。90年代初, 已经有局部地区出现了浅层水疏干和第二含水岩组深层水临近疏干状

态, 泉水流量也大为减少。太原兰村泉50年代时平均流量为4. 2 m
3
/ s , 1957年在泉口附近建

成水厂, 日开采量为 12万 m
3
, 到 1986年达到 22万 m

3
时, 终于导致泉水断流。至 1993年,

该水厂日采量仍达 31. 37万 m
3。很明显, 这些泉水原来都是汇入汾河河道的, 地下水开采不

仅使这些应该汇入河道的泉水流量化为乌有, 而且汾河水有相当数量渗漏补充给兰村泉。太

原盆地 80年代初的地下水日开采量为 195万 m
3
, 到 1992年增至260万m

3
, 因此汾河中游的

出口控制站, 义堂水文站实测径流量大为减少。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地下水超采而引起的基

流量减少要比径流量减少大得多。仍以义棠水文站为例, 1980～1993年的基流量比 1956～

1969年期间减少了 46. 8%, 其中属于地下水超采使基流量减少的百分比为 28. 1%, 占基流量

减少总量的 23. 1%。超采地下水使河道基流减少, 而且由于区域上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改

变了下垫面条件, 从而影响到地表产流量, 最终也导致了河川径流量减少。

4. 5　采煤漏水的影响

1995年山西煤炭开采量达 3. 4亿 t。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 不仅范围广

阔, 而且时间久远, 往往长达数十年。煤炭开采首先疏干了浅中层地下水, 使地下水位大幅

度下降, 当采煤矿井高程低于附近河底高程 (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低于的) 时, 基流向矿井

汇集, 而不再排入河道, 使河道枯季径流锐减。当采空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 地面出现裂缝

或产生大面积塌陷区, 于是地表径流在塌陷区由于出流困难而漏失给矿坑, 致使地表径流大

幅度减少。所以, 在不同采煤时段, 其对水资源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采煤不仅破坏了地

下水的补排条件, 而且使地表径流的产汇流规律发生变化, 使原有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不

断恶化, 在数量上减少, 在质量上遭污染。

大同市十里河上的观音堂水文站, 设立于 1951年, 流域面积 1 185 km
2, 上游左云县有

为数众多的地方小煤窑, 下游有大同矿务局所属 4个大煤矿, 分析该站观测资料, 降雨径流

关系以 1970年为界出现明显转折, 1956～1969年, 流域平均径流深为 39. 9mm; 1970～1972

年, 平均降水量比 1956～1969年增加 14mm ; 而径流深反而减少为 32mm, 到 1980～1993年,

平均径流深降为 16mm, 还不到 1956～1969年平均年径流深的一半。径流减少的原因当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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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笼统地全部归结到煤炭开采一个方面, 但是就山西全省而言, 该站的确是煤炭开采对

径流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一个区域代表站。

5　结　　语

( 1) “衰减”一词有随时间逐渐减弱之意, 而水资源是能够得到恢复和更新的天然淡水量,

无论从定义, 还是从评价方法等各个方面, 都没有随时间减少这一含意。

( 2) 水资源在一定气候条件和地域上, 一般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某一地域的水资源数量

发生较大变化, 往往是因为水资源评价所采用的样本 (资料系列年数) 发生了变化, 故而水

资源量也会随着样本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变化不能称为衰减或增长。

( 3)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 一定区域上的水资源量可能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而减少 (或增

加) 了某一断面的来水量, 但是, 这些增加或减少的水量并不等于该区域上的水资源发生了

衰减或增加, 它与区域上的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在水资源评价时应考虑还原, 以保

持资料基础的一致性。至于能够还原到什么程度, 与未经取用水量时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

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与衰减一说无关。

( 4) 近年来, 水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在第一次水资源评

价中未予考虑, 或是考虑较少, 如大规模煤炭开采、水土保持、土地开垦率、地下水超采影

响等,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这类问题有可能继续发展, 因而对此类的研究分析应予以足

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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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ater Resources Decline in Shanxi Province

Liang Shujie

( Shanx i Hydrological & Water Recources B ur eau Taiyuan 030001)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f init ion, the quantity and the evaluat ing meth-

ods o f the w ater resourc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view of w ater resources decline

is untenable. T he w ater resources keep constant ly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When

the series length in the sample is not same, the average value should be dif fereent

too. Actually , the problem for runof f decline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rainfall and human act ions, and not simply decided.

Key words : w ater recources; decline; w ater recources evaluat ion; 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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