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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南水北调的思考
Ξ

刘 国 纬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 指出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不仅是一项水资源配置工程, 而且也是一项生态环境工程; 向华北

平原调水是属于相机补水性质, 而向西北调水是持续供水性质的; 建议采用最小风险概念作为南

水北调工程项目的决策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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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宏伟而复杂, 本文仅就工程规划、运行和决策中的几个问题, 浅议一二。

1　关于中国南水北调的性质

中国南水北调 (以下简称南水北调) 是一项什么性质的工程? 这是指导该项工程规划和决

策的重大问题。

(1) 南水北调是一项水资源配置工程, 这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基本目标是从根本上缓

解我国华北和西北水资源短缺、实现工程涉及范围内水资源最佳时空配置。我国水资源的地理

分布与耕地、能源、人口的地理分布十分不协调, “三北”地区 (东北、西北、华北) 的土地和

耕地面积分别占全国土地、耕地面积的 63 % 和 64 % , 煤炭和石油储量分别占全国储量的 52 %

和 38 % , 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45 % , 而水资源量却只占全国水资源量的 19 % ; 长江流域及其以

南地区土地面积和耕地面积均占全国的 36 % , 煤炭和石油储量分别占全国的 11 % 和 1 % , 人

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55 % , 而水资源量却占全国的 81 %。因此, 南水北调是实现国家水土资源

合理配置的重大战略措施。

然而, 仅从水资源配置角度认识和确立南水北调的性质和任务, 似欠全面和准确。首先, 它

未能全面、充分阐述南水北调的功能和必要性。一种意见认为, 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可以通过

多种途径缓解, 例如: 充分优化当地水资源配置; 建设节水形社会; 建立符合当地水资源条件

的产业结构, 限制甚至迁出耗水产业等。持这种意见者还举证说: 华北水资源条件不比以色列

差, 说明华北地区的水资源至少可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以色列今天的水平, 因此,

仅从水资源配置而言南水北调并非十分必要和迫切。几十年来, 关于南水北调必要性的讨论,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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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花去了我们不少精力和时间, 其原因之一即出自于此。第二, 它难免束缚南水北调的规划思

想。至今为止, 南水北调的规划和可行性研究主要考虑是否满足受水区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

需求, 较少考虑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纳入规划目标。对于受水区, 虽然在水资源供需平衡分

析中注意到了生态和环境用水, 但实际的考虑是不够的; 对于供水区, 虽然规划中考虑到了调

水带来的环境影响, 但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经济的环境影响方面。偏重资源配置, 轻生态环境, 这

似乎是当前南水北调规划思想的一个缺陷。第三, 它可能影响对南水北调工程的科学、果断决

策。由于只把南水北调工程视为一项水资源工程, 而投资如此巨大, 因此每当北方严重干旱时,

南水北调便受到重视, 几度跃跃欲试, 而当出现几个丰水年或平水年时, 便又冷清下来。历时

数十载, 南水北调几度冷热, 不能说与对南水北调性质的认识的局限性不无关系。

(2) 南水北调是一项生态环境工程, 这也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华北和西北是我国生态环

境最脆弱的地区,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实现这些地区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条件, 增加水源是

保护和改善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最基本措施。

华北和西北地区正呈现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华北地区, 森林覆盖率已降至 9 % , 居

全国七大区倒数第二位; 草地面积和质量正由于畜牧量普遍超过载畜能力而不断缩小和退化; 部

分地区荒漠化和沙漠化趋势加剧; 河道呈萎缩趋势使宣泄洪水能力锐减; 地下水超采面积持续

扩大, 水文地质环境问题突出; 干旱发生频次增加, 连续干旱时间增长等等。在西北地区 (本

文主要指陕、甘、青、宁及内蒙古西部等南水北调西线涉及地区) , 目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是:

土地荒漠化趋势加剧, 沙漠化面积逐年扩大; 河湖萎缩干涸; 地下水过量超采; 植被萎缩, 草

地严重退化; 水土流失严重。

引起华北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并呈严重趋势的原因, 既来自自然因素, 也来自人为因

素。自然因素主要表现为 20 世纪以来气候的暖干化进程, 气温升高、蒸发加大、降水和大气中

水汽含量减少。人为因素则归咎于人口高速增长和对水土及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例如, 陕、

甘、宁、青人口增长速度达到 20‰, 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出 6 个千分点; 宁夏人口 1950 年为 126

万, 1995 年达到 512 万, 人口密度由 1950 年的 24 人ökm 2增加到 1995 年的 100 人ökm 2, 45 年

间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均增加达 410 倍。在人口迅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的同时, 对

水土及生物资源不合理且剧烈的开发行为更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例如: 上中游过量

引水导致中下游生态系统破坏; 盲目扩大开荒, 垦后又因缺水而撂荒导致大片土地沙漠化; 过

度柴樵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等等。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比较中,

自然因素较为缓慢而人为因素较为剧烈并起主要作用。例如流经宁夏、甘肃、陕西三省的泾河,

据其张家山水文站实测流量计算, 自 1970 年至 1989 年间, 减少的总径流量中, 人类活动减少

量占总减少量的 68 % , 因降水比基准期 (1952～ 1969 年) 平均值减少 818 % 而引起的减少量占

总减少量的 32 % , 可见人为因素的影响占主要地位①。

人为因素对华北和西北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根本原因, 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夺占了原

来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那一部分水源并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条件, 使生态系统难以维系并遭到

越来越严重的破坏, 尤其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西北地区, 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 很难恢复

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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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保护和改善华北、西北生态环境的基本途径是逐步偿还已被人类夺占而本该属

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那一部分水源, 恢复其原来生态环境条件。实施南水北调显然是实现这一目

标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因此, 从这一意义上讲, 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生态环境工程, 其基本精

神是,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应占用当地维系生态环境所需的水量, 倘若已经占用, 则需从区域

外调水偿还, 实现当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3) 南水北调是国土规划的重大战略部署。综上所述, 南水北调不仅是一项水资源配置工

程, 也是一项生态环境工程[1 ]。它从水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两个方面, 并联系社会和经济等诸多

方面, 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才能从国家可持

续发展战略高度更深刻认识南水北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高屋建瓴地确立南水北调的规划思想,

更有效的促进南水北调的科学决策。

2　关于南水北调的特点

这里并不讨论南水北调工程诸方面的特点, 仅就该项工程的功能及由此引起的在运行调度

方面的特点做初步探讨。根据现有的规划, 南水北调分别向西北地区 (陕、甘、宁及内蒙古部

分地区) 和华北平原调水。西北地区和华北平原的气候特点、地貌特征和需水要求不同。因此

对调水系统的功能和运行调度的要求也不相同, 各具特点。

211　 向华北调水的特点

(1) 华北气候及地貌特点　华北属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该地区与调水紧密相关的气候与

地貌特征是: ①年降水量 548 mm (以海河流域为代表) , 是我国东部年降水量最小的地区; ②

降水年际变化大, 是我国东部降水量年际变化最大的地区, 其年降水量年际变差系数 (CV 值)

达 01 54, 丰水年降水量比平均值偏多 40 %～ 50 % , 枯水年降水量比平均值偏少 30 %～ 40 % ,

最多雨年与最少雨年年降水量比值达 2～ 3 倍; ③降水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匀, 多年平均汛期降水

量 (6～ 9 月) 占全年 75 %～ 85 %。一些大雨年份降水量更加集中, 例如 1963 年獐犭么站最大

7 d 降水量 2050 mm , 占当年降水量的 801 5 % , 为多年平均降水量的 3 倍; ④降水量和蒸发量

与农作物需水期很不匹配, 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7～ 8 月, 最大蒸发量出现在 5～ 6 月 (占年蒸发

量 30 % ) , 大田农作物需水主要集中在 5～ 6 月, 可见农作物最需水的月份并非降水量最大月份,

却恰逢蒸发量最大月份[2 ]; ⑤全区降水同步性强, 无论丰水年 (如 1956 年、1963 年、1964 年)

或枯水年 (如 1965 年、1972 年、1980 年、1981 年、1983 年、1984 年) 皆为全区域同丰同枯,

因此很难利用降雨时间差进行区内各河系之间水量调剂; ⑥区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由山

区陡然向平原过渡, 山区和平原几乎是直接衔接, 其间丘陵过渡区甚窄, 使各河几乎没有中游

段, 下游平原面积广大而平缓 (地面坡度 01 1‰～ 11 0‰)。因此, 全区蓄水场所缺乏, 水量空

间调节能力较小。

(2) 对运行调度的要求　上述气候和地貌特点, 使华北逢雨易涝、无雨则旱, 农业经济和

生态环境对气候震荡 (主要指干湿变化) 的响应极为敏感。例如在丰水年或降雨偏多月份, 区

内受洪涝威胁, 而在枯水年或降水偏少月份, 区内因水量短缺而干旱成灾。由此可见, 向华北

调水是属于相机补水性质的, 即在降水多的月或旬, 无需向华北调水或只需调少量的水, 否则

将加重当地的洪涝; 在降水少或无雨的月或旬, 则需视当地需水情况及时补充所缺水量。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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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调水工程系统在运行调度时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做到需水时能及时调入, 需多少

水就能调入多少水, 不需水时能及时停止调水, 可根据华北的需水情况随时调节。

(3) 对调水工程的要求　基于向华北调水的上述特点, 对调水工程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①调水工程系统中必须具有足够水量调节场所, 调节场所的最小可调节库容可根据模拟调度结

果分析得出; ②调节场所的数量不宜太少且沿输水线路宜尽量较均匀的分布, 以克服调水流达

时间太长对调水灵活性的影响; ③调水调节系统必须满足调度操作的灵便性和可靠性。在调水

工程系统基本满足上述要求的基础上, 制定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调度运行方案和与之配

套的水情、工情监测系统。

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工程都是向华北地区调水的工程。因此, 在对这些工程进行规划设计

和运行调度研究时, 均应当充分考虑向华北调水的这一基本特点和由此提出的对调水工程系统

和运行调度的基本要求。

212　 向西北调水的特点

向西北调水与向华北调水在调水系统功能和运行调度方面有很大区别。

(1) 西北大部分属干旱地区, 全区年平均降雨量小于 300 mm , 多数地区干旱指数大于 20,

无论当地丰水年或枯水年、丰水季或枯水季, 水资源均十分短缺, 而不是如华北平原那样仅在

枯水年和旱季缺水, 丰水年或丰水季基本不缺水。因此, 向西北地区调水不是像向华北调水那

样属相机补水性质, 而是需持续补水。

(2) 规划中的西线调水工程, 均从黄河上游的贾曲以上汇入黄河, 在流经青海、宁夏、甘

肃、陕西和内蒙古西部地区时, 沿黄河已修建了龙羊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三

盛公等梯级水库, 且已经规划了大柳树、碛口、龙门等大型水库, 这些梯级水库对西线调入的

水量已具有良好的调节能力, 因此无需像向华北地区调水那样需要再建设充分的调节库容。

(3)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以荒漠背景下的绿洲生态为基本特征。西北地区的经济以绿洲经

济为支撑, 绿洲经济产值占西北地区 GD P 的 70 % 以上。自然绿洲逐渐萎缩, 人工绿洲逐渐扩

大, 沿河流的绿洲逐渐向上游迁移, 是当前绿洲变化的基本趋势。人工绿洲完全是靠灌溉建立

和维持的, 合理灌溉是维系绿洲生态和发展绿洲经济的基本保证。灌溉系统规划建设不合理和

以大水漫灌为主要特征的落后灌溉方式, 已造成西北水资源严重浪费和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蔓

延。因此, 建立沿黄河提水灌溉规划和建立科学合理灌溉制度, 是西线南水北调运行调度的关

键问题, 它应当列为西线调水工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处理好调入水量和黄河流域 580 亿m 3 来水的关系, 实现两者时空优化配置, 是向西北

地区调水运行调度带根本性的重大课题。

3　关于南水北调的决策

南水北调西、中、东线建设程序的决策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其决策主体、决策对象、决

策环境 (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 和决策工具 (如决策信息、决策思维、决策方法与决策程

序等)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决策系统。本文仅就决策系统中的决策思维与决策方法作初步讨论。

南水北调西线因为尚需继续深入进行规划和可行性研究, 将迟于中线和东线进行建设, 但

其开始建设的时间将会比以往预计的时间提前, 这已成为共识。关于中线和东线工程的建设, 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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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孰后? 或有其他方案? 目前尚未作出决策, 其原因之一, 是在决策思想和决策方法上尚待取

得共识。

90 年代以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 要把中线和东线的可行性研究做到相同的深度, 并把所有

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透彻, 然后才在相同研究水平下进行比较和决策。这一决策思想和方法在

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 但对南水北调工程的决策是否完全合适?

(1) 南水北调是非常复杂的工程, 有许多未知领域, 要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均研究透彻

和准确预见是很难做到的。例如, 每年向华北平原调水逾百亿m 3, 经使用后成为污水, 如此大

量污水对华北平原环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无论从汉江调水或从长江下游调水, 都会对调出区

生态环境产生多种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一些影响是不可逆的, 如何评价其后果呢? 怎

样评价大流量远距离输水的风险 (水文风险、地质风险、工程风险, 投资风险等) 及失事后果?

显然, 这些问题是很难说得十分清楚的。那么, 怎样把握研究的深度呢?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公

平原则, 重要的是审视我们今天的决策是否会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即不损害后代人

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资源条件。当然, 公平和高效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则是已经在现有规划中

考虑到了的[3 ]。因此, 对问题的研究深度和预见程度也宜以此为度。对问题的更深入了解和更精

确的预见, 则有赖于进一步的研究。

把中线和东线可行性研究做到相同的深度, 这一提法也值得商榷。首先, 用怎样的尺度来

衡量和比较两项大型调水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深度?尤其对那些尚未认知和难以说清楚的问题, 更

难进行比较。其次, 南水北调工程的决策主体是由中央和有关省市领导组成的决策群体, 决策

群体中各成员对南水北调的认识和利益与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 对比较尺度的把握也

会产生差异。

(2) 并非必需等南水北调中东线所有问题均研究透彻才能进行决策。南水北调的决策既是

一个结果, 也是一个过程, 结果是指南水北调最终应达到的目标和各阶段目标, 过程则是为达

到最终目标所进行的若干阶段性决策, 它形成若干阶段性决策结果, 这些结果彼此串连, 不断

递进而达到最终目标——最终结果。可见结果与过程是彼此相关, 互为一体的[4 ]。

通常, 对于简单决策对象而言, 我们可以一步到位做出决策结果, 例如那些程序化的单项

决策项目。而对于复杂的决策对象, 则往往属于风险型决策和序贯决策。南水北调工程是如此

复杂, 难以对其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决策后果有足够把握的预见, 我们只能逐步加深对它的

认识, 逐步接近真理, 这是人类的认识规律所决定了的。因此, 应当把南水北调的决策视为一

个决策过程, 逐步做出阶段决策, 通过运行实践, 逐步修正阶段决策结果, 达到最终正确决策

的彼岸。这正是邓小平同志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所倡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的

决策思想和方法。

(3) 南水北调宜采用最小决策风险原则。根据上述的决策思想和方法, 结合南水北调中线

和东线的实际, 本文建议采用最小风险 (包括工程风险、运行风险和投资风险等) 原则进行南

水北调中线和东线建设的决策。首先, 根据中线和东线现有可行性研究成果, 挑选出已有足够

研究深度、实施效果显著、风险最小的项目, 作为首批决策上马的项目; 第二步, 基于继续进

行可行性研究的成果和对首批上马项目的运行结果评价, 按风险最小原则, 挑选出第二批上马

项目。如此类推, 不断推进决策过程。这样进行决策的优点是: ①它不是排它性的, 而是视中、

东线为一个整体, 首批决策 (或以后各批决策) 的项目中, 既可以有中线的项目, 也可以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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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项目, 而且不排除在发展过程中对现有中东线规划进行较大修改, 甚至派生出的新项目; ②

确保新作出的决策是效益最好、风险最小的决策, 并保证各阶段决策过程都沿最小风险路径进

行; ③可以减少决策中的争论, 协调各方利益, 推进工程进展。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在中、东线已进行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 选择效益显著和风险最

小的工程项目, 作为首批决策建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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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ink ing of South- to-North W ater Tran sfer of Ch ina

L IU Guo2w ei

(N anj ing Institu te of H y d rology and W ater R esou rces, N anj ing 210024, Ch ina)

Abstract: Fo llow ing po in ts have been po in ted ou t: (1) Sou th2to2N o rth W ater T ran sfer P ro ject

in Ch ina (SNW T P) is no t on ly a w ater resou rces p ro ject, bu t a lso a eco2environm en t p ro ject.

( 2 ) T he featu re of w ater t ran sfer in N o rth Ch ina is d iscon t inuou s supp lem en t of w ater

acco rd ing to situa t ion of w ater sho rtage, and is con t inuou s supp lem en t of w ater fo r the annual

in N o rth2W est Ch ina. (3) A m in im um risk ideal is suggested fo r decision of SNW T P.

Key words: Sou th2to2N o rth W ater T ran sfer; risk; eco2environm en t; w ater resou rces;

decisio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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