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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利用基于宏观经济的分行业

需水预测模型, 对 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需水形势进行展望。进入 21 世纪以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 水资源紧缺仍然将困扰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供需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2030 年前

后预计将会出现缺水的高峰, 2030 年后供需缺口有望减缓, 到 21世纪中叶实现水资源总供给和总

需求的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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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

支撑条件 (或者说资源保障体系)。国家提出 “把水利摆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 昭示着中国

水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一定时期内, 社会经济各部门对水的需求量将

继续增加,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在下降。水污染使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减少, 加上新水源工程

开发难度增加, 水资源成为日益紧缺的资源。展望 21世纪, 水资源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水

问题将是关系我国 21世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战略问题。

1　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1949年以来, 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社会各部门用水量不断增加。就全国的总体情

况看, 农业及农村用水从 1950年的1 200亿 m
3
增长到 1993年的 4 000多亿 m

3
, 农业灌溉面积

从1 600万hm
2
增加到5 000万hm

2
, 农业和农村用水与灌溉面积发展相适应, 均增加了 3倍多。

水田与水浇地的面积约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 1/ 2, 提供了 2/ 3的粮食产量, 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工业用水从 50亿 m
3 (不包括火电厂用水, 下同) 增

加到 640亿 m3 , 工业产值从 140亿元左右增加到5万多亿元左右。工农业供水在国民经济发展

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随着人口的增加, 工农业生产持续高速发展, 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水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水

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突出, 缺水问题愈来愈严重。特别是 80年代以来, 供水的增长满足不了社会

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 1980～1993年期间全国供水年均增长率为 1. 27%, 同时期按可比价计算

的国民生产总值 ( GDP) 增长率为9. 53% , 供水对 GDP 的弹性系数仅为 0. 133, 明显低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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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同发展阶段的 0. 2～0. 3的指标, 反映了我国的供水增长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特别

是北方地区,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城市和工业不同程度的缺

水, 使城市功能和工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目前全国 600多座城市中, 有 300座城市缺水, 其

中严重缺水的 108座。北京、天津、西安、太原、大同、青岛、烟台、大连等大城市供水长期

处于紧张状态。全国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约2 300亿元, 减收粮食 200～300亿kg。由于严

重缺水, 不得不超采地下水, 由此引起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 大面积地面沉降甚至开裂, 沿海

地区出现海水入侵[ 1]。近年来, 黄河连年断流, 一年比一年严重。黄河利津站 1992年断流83 d,

1995年断流 122 d, 1997年断流长达 226 d, 断流河段最长达到 700 km , 时间之长、河段之长,

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沿海开发区的实践也说明, 如果缺乏淡水, 一切工商贸易、交通运输

和基本建设都将陷于困境。

21世纪正在大步向我们走来。展望21世纪, 我国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 到下世纪中叶, 我

国要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所有这些, 都要求水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因而水利

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除继续为农业上新台阶担当 “命脉”外, 还需满足工业和城市生

活迅猛增长的用水需求。这种需求与水资源短缺、供水能力不足形成了尖锐矛盾, 加之日益严

重的水污染问题, 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为严重, 水资源短缺将是 21世纪面临的突出问题。

2　需水态势展望

未来社会经济增长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是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未来

需水发展趋势预测中, 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 其中主要因素为人口和城市化、经济技

术的发展和环境要求等。

( 1) 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人口持续增长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据有关研究成果表明
[ 1]
, 我国

人口在 2000年将达到 13亿、城市人口 4亿左右, 2010年达到 14亿、城市人口 5. 5亿左右, 21

世纪中叶达到 15～16亿, 而后逐步下降, 届时, 城镇人口达到 7～8亿, 城市化率达 50%～60%。

根据国家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方针[ 2] : 在 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产值 800美元, 人民生活达到

小康水平; 2010年实现 GDP 在 2000年基础上翻一翻; 到 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均GDP 达到 4 000～6 000美元[ 3]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应长期保持

在 3. 6%以上。

考虑到 1997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74 772亿人民币
[ 4]

(约合 9 040亿美元) , 并且近

几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 10%左右的增长速度, 根据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要求, 估计 2000年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 1. 1～1. 3万亿美元 (人均 GDP 约为 850～920美元)。根据上述战

略目标, 2010年 GDP 总值将达到 2. 1～2. 5万亿美元, 2050年将达到 6. 0～9. 6万亿美元。各

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展望见表 1。

1980年, 全国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44. 7% , 到 1990年降至 38. 8%, 1995

年全国工业增加值达 24 354亿元人民币,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 3%。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提高, 产业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 以后再从工业转向服务业, 参考世界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

家的产业结构
[ 5]
, 利用回归分析模型, 预计 2000年工业占GDP 的比重在 44%左右, 2030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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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0%, 2050年为 43%左右。
表 1　21 世纪中叶社会经济目标展望

Table 1. Object vista of society economy by mid 21th century

指　　标 2000年 2010年 2030年 2050年

人口 (亿) 13 14 15～15. 5 15. 5～16

人均 GDP (美元) 850～1 000 1 500～1 800 2 700～3 000 4 000～6 000

GDP (万亿美元) 1. 1～1. 3 2. 1～2. 5 4. 0～4. 7 6. 0～9. 6

图 1　需水预测模型框架示意图

F ig . 1. Sket ch map o f model fr ame o f w ater demand

for eca st ing

( 2) 需水预测　需水除受人口、经济等因

素影响之外, 还与水资源条件和需水特性、节

水水平和节水潜力、需水管理方式等密切相关。

此外, 在市场经济作用下, 水价因素也会影响

需水的发展趋势。

充分考虑到上述影响需水的因素, 利用多

元回归分析模型和基于宏观经济预测的各部门

需水预测模型, 预测 2030年及 2050年中国社

会各部门的需水要求。需水预测模型包括生活

需水预测模型、工业需水预测模型、农业需水

预测模型和环境需水预测模型 (图 1)。

21世纪中叶水资源需水展望如表 2。

表 2　21 世纪中叶需水展望 亿 m 3

Table 2. Vista of water demand by mid 21th century

需水量 1993年实际 2000年 2010年 2030年 2050年

生活需水 475 650～700 950～1 000 1 200～1 300 1 400～1 500

工业需水 906 1 000～1 100 1 450～1 550 2 100～2 200 2 200～2 300

农业需水 3 817 3 950～4 050 4 050～4 150 4 200～4 300 4 300～4 400

环境需水 100～150 150～200 300～400 600～800

合　　计 5 198 5 700～6 000 6 600～6 900 7 800～8 200 8 500～9 000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需水还将进一步增加。由于受生活习惯

和水资源条件等的影响, 我国人均生活需水量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预计生活需水占总

需水的比例将由 2000年的 11%～12%提高到 2050年的 18%～19%。

在我国逐步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目标迈进的过程中, 工业化趋势将会加快, 工业需水量也

将会继续增长, 但增长趋势将变缓。2010年到 2030年的 20年间, 预计工业需水年均增长率不

到 2% , 2030年全国工业需水量达 2 100～2 200亿 m
3
; 2050年在 2030年基础上, 将新增 100

亿m
3 , 达 2 200～2 300亿 m

3 , 增长明显趋缓。这种增长趋势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吻合,

也为我国工业较发达地区所证明。在区域上看, 由于各地工业发展的不平衡, 产业结构和用水

水平的差异, 对于不同的地区, 工业需水量增长也不同步。预计 2050年以后, 我国工业需水量

有可能出现零增长现象。

农业在我国总用水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但我国水资源比较紧缺, 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

和人口继续增加的情况表明, 我国农业的发展应注重于优质、高效和节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的迅猛发展, 特别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有可能产生重大突破, 新型的耗水较少的农作物将可能

192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0卷



使农业需水发生革命性变化, 这将降低农业对灌溉水的要求, 减少灌溉需水量; 另一方面, 加

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 推广农业节水技术, 提高灌溉用水的利用率, 也将促使农业单位用水量

下降。基于这些认识, 预计 2030年我国农业总需水量为 4 200～4 300 m3 , 2050年为 4 300～4

400亿 m
3
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在中国面向 2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 环境问题是影响全面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改善生态环

境是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叶的中国, 将是国民经济中等发达, 人民相对富裕, 也

是生态环境良好的中国。因而, 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 充分考虑生态环境需

水要求, 增加生态环境的供水保障, 以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在未来几十年中, 我国生

态环境需水量将会明显增加, 生态环境将和工业、农业和生活一样, 成为主要的用水部门。由

此估计, 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需水量将达到300～400亿m
3, 2050年可达600～800亿m

3。2050

年人均需水量约为 550m
3
, 扣除环境需水后, 人均需水量约 500m

3
。

从水资源供求分析的角度看, 本文所讨论的生态环境需水基本属于生态环境供水需求量的

范畴。另外, 还有一部分生态环境用水属于河道内用水, 如河道冲沙冲淤、冲淤保港及河道环

境用水等, 这部分水量大约在 600亿 m 3左右。

3　供需分析

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对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 21世纪我国所面临的

供水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因此, 必须在全面普及节约用水, 对现有供水设施进行配套挖潜改造

的基础上, 统筹考虑开发地表水、地下水、污水再生利用、跨流域调水以及海水利用, 优化配

置, 高效利用, 力争在 21世纪中叶实现供需水的基本平衡。

( 1) 建设新的水资源工程, 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根据国内外有关专家估计, 我国水资源

开发利用率可以达到 30%～40%, 而目前只有 19%左右, 水资源开发利用尚有一定潜力。如若

2030年我国水资源利用率达到 25%, 则 2030年我国水源工程供水量可望达到 7 100～7 300亿

m
3左右; 2050年按 30%考虑, 则水资源工程总供水量将预计达到 8 000～8 300亿 m

3。

( 2) 污水、海水等资源化工程建设　污水和海水的资源化工程建设, 也是解决水资源供需矛

盾的有效措施之一。随着工业和生活用水的大量增加, 污废水的排放量将也会有较大的增长, 对

日益增多的污废水进行处理, 不仅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要求, 也可以将处理后的污废

水, 作为再生水资源用于农业灌溉、城市绿化等; 在我国沿海缺水地区和部分沿海岛屿, 淡水

资源较为短缺, 利用海水可以补充当地淡水资源的不足。

据初步分析, 2000年、2010年、2030年和 2050年我国总供水量将分别达到 5 600～5 800

亿 m3、6 300～6 600亿 m 3、7 300～7 700亿 m3和 8 400～8 900亿 m 3。

然而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加大, 供水增长对资金、技术等投入的需求也会增多, 单

位供水量的边际投资和边际成本将会成倍增长, 供水增长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而在 21世纪

中叶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供需矛盾仍然将困扰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 2030年以前,

供需水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2030年前后估计将出现 400～500亿 m3的缺水高峰。2030年以

后,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国家将会加大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投资力度, 供需缺口有望

减缓, 到 21世纪中叶, 我国将迈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有望实现水资源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

本平衡, 届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的缺水现象将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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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the Water Demand of China

by the Mid 21th Century

Yao jianw en, Xu Zikai, and Wang jiansheng

(N anj ing ins titute of hyd rologic w ater r esources, MW R . N anj ing 210024)

Abstract: With the incr ease of population and fast development o f economy, the

sho rtag e o f w ater r esourc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this paper, the

w ater demand of China by the mid 21th centur y has been fo recasted based on the

macroeconom ic model o f sectoral w ater demand project ion. The sho rtag e of w ater

resources w ill st ill baff le the so cial econom ical development o f China and the

contradict ion between w ater supply and w ater demand may deteriorate in a

considerable long t ime period in the 21th century. T he w ater shortage peak is

predicted to emerge around 2030. T he gap between w ater supply and water demand

is hopeful to be slowed down af ter 2030 and the relat ive balance betw een total w ater

supply and to tal w ater resources demand w ill be reached in the mid 21th century .

Key words : the 21th Century ; w ater demand; prospect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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