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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华北地区水分条件的讨论
α

张家诚, 张　沅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分析了把土壤水计算在内, 我国南北地区水分条件都能满足当地农业生产的需要, 北方缺

水远没有一些文献上所说的严重, 由于人口急增, 工业与城市化的发展, 北方水荒更为严重, 但

仍能通过生产的调整以及生态与工程措施就地解决, 不一定需要东、中线的南水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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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南北方水分条件的差异, 早在 1959 年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论南水北调》一文中

指出: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33% , 而径流却占全国径流总量的

70% ; 华北和西北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51% , 而径流却只占全国总径流量的 7% 左右, [1 ]”。因此,

他认为南水北调势在必行。我国水电部水文局主编的《中国水资源评价》(1987) [2 ]对我国水资源

的分布情况, 就南方四片 (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与西南地区) 和北方四片 (辽河、海滦河、黄

河、淮河四个流域) 作了比较 (表 1) :

表 1　南方四片与北方四片水资源 (占全国百分比) 与人均、亩均的比较

Table 11 A conparation of water condition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of Ch ina

地　区 面　积 耕地面积 人口 水资源总量 人均 亩均
南方四片 3615% 3610% 5414% 81% 4 180 m 3 4 130 m 3

北方四片 1817% 4512% 3814% 917% 430 m 3 251 m 3

　　由此可见, 北方人均与亩均占有水量只有南方的 1ö10 左右。由于上述工作的权威性, 南北

水分条件的巨大差异与南水北调的必要性似乎无庸置疑。但是, 以上结论都是根据水资源的统

计作出的, 问题在于当前所用水资源的定义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按传统水文学 (《中国水资源评价》代表中国情况) , 水资源是河川径流量与地下水补充量

的总和 (扣除重复计算量)。这就是当前我国水分南多北少估计有所夸大的思想来源。问题在于

这个定义不够完善。其中一个明显的不足在于水资源的统计值中没有包括土壤水, 而土壤水的

数量远大于径流量与地下水补给量的总和, 以致与实际情况有重大偏差[3, 4 ]。

据文献 [ 2 ] 的统计, 河北省年平均降水总量为 1 034 亿 t, 水资源总量 237 亿 t, 即水资源

只占降水量的 23% , 南方江西省的年降水总量为 2 660 亿 t, 水资源总量为 1 422 亿 t, 水资源

占降水量的 53%。由此可见, 北方水资源在降水量中的比重不到南方的一半, 也不到当地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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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1ö4, 但如果考虑土壤水, 上述情况就有很大变化。

降水量只有在经过植被与地面截留和土壤吸收后, 所余水量才能形成径流与地下水 (即水

资源)。土壤水无法调作城市与工业用水, 但它对自然生态系统与旱地农业生产却是唯一可以利

用的水资源, 因而是极其重要的, 在农学里的“有效降水”就是从降水中减去径流与地下水的

补给量后所得的余数, 即土壤水。由此可见, 水文学与农学对水资源的理解是截然相反, 然而

也是互相补充的。

如果同时考虑到这两种水资源 (两者之和就是降水) , 就可得到另一种结果 (表 2) :

表 2　考虑土壤水后江南与华北的亩均降水量

Table 21 The water condition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 ina

地　区 降水ömm 亩均öm 3 最少年降水量ömm 亩均öm 3

江　南 1 000～ 1 400 700～ 900 700～ 1 000 500～ 700
华　北 400～ 700 300～ 450 200～ 400 150～ 300

　　因此, 江南的亩均水量只为华北的 2～ 3 倍, 而不是上面所说的十倍。应当注意的是, 我国

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 而北方以种植小麦、玉米等旱作作物为主。在农学里把生产单位产量所

需的水量称作蒸腾系数。各种作物的蒸腾系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种农作物的蒸腾系数[5 ]

Table 31 The coeff ic ien t of evapotran sp iration for d ifferen t farm plan ts

作物种类 水　稻 棉　花 小　麦 玉　米 高　粱 谷　子 马铃薯
蒸腾系数 1 000 646 513 368 322 310 636

　　从表 3 可以看到, 水稻的蒸腾系数正好是小麦、玉米等旱作作物的 2～ 3 倍。因此, 从农业

生产的观点来说, 不论我国南方与北方水分基本都适应当地作物的需要, 这显然不同于上面所

提的观点, 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 北方水荒的严重性仍远超过南方, 这是由于以下原因所

致:

一个原因是人口的急增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都需要用更多的水和需要更多的农产品。增加

农产品最原始的想法就是大量引种耗水量高的南方的水稻等高产作物或扩大灌溉面积, 农业也

就迅速成为水资源的最大用户。据统计, 我国 1979 年灌溉用水量就为 1949 年的四倍多, 这对

径流量不多的北方是难以满足需要的。何况在最少年份的径流只有正常年份的一半, 甚至少于

正常年份的 1ö4。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发展与城市化。工业与城市用水只能取自径流或地下水, 也就

是上面所说的“水资源”。这又为水资源增加了一个新用户, 而且这个用户在迅速增长, 仅在 1952

～ 1979 年间我国工业用水就增加五倍以上。由于工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更使水荒严重, 成

为制约北方经济发展的重大因子。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就是旱灾。在干旱年份, 华北甚至可能不产生径流, 中

小河流断流是常见的现象。近年来, 甚至黄河下游也频频出现断流, 这就说明在华北人类对水

分的需要甚至在一般年份也超出自然界的承受能力, 同时也为社会经济增加了风险。

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水荒, 人们已经创造许多就地缓解干旱问题的有效经验。对此, 多水多

产和扩大灌溉就能发展农业是一种已过时的思想。生态农业与雨养农业是先进的思想。所谓生

态农业就是农林牧综合发展, 只有发达的林业才能保护农业所不可缺少的生态环境, 防止水土

流失, 提高水资源在降水量中的比例。生态农业可以提高产量与产品种类的丰富性, 达到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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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的目的。这在国内外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

雨养农业又称旱作农业, 即在无需灌溉的条件下有效地利用当地不多的降水量, 使农业得

到极大的增长。如陕西渭北旱塬的“以肥促水”, 即使小麦因合理施肥而增加根系的长度, 吸收

到更深土层较丰富的水分。这个措施使各县从缺粮县变成商品粮基地。晋中地区的“垄盖沟

种”不但减少了水分蒸发, 而且可使垄上雨水集中到沟里, 无异使作物多得 1 倍的降水量。甘

肃定西地区采用小水窖的方法蓄住雨水, 就能使农业显著增产。同类的原理与方法很多, 效果

并不低于引水灌溉。这就说明水分不足地区有可能创造适合当地气候的生产模式, 不一定需要

从外地引水, 也不应该套用多水地区的生产模式, 应当提出, 当前雨养农业的平均水平仍不如

灌溉农业, 但雨养农业的先进水平却早已超过灌溉农业的平均水平, 这就说明雨养农业尚有巨

大潜力, 有待于发挥。

节水是很有潜力的。在农业生产中的滴灌、渗灌等先进措施可以大幅度提高用水效率。节

水对工业与生活用水也是大有可为的。应当指出, 节水并不是因水分不足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

措施。节约意味着效率, 而效率正是发展追求的目标, 故节水是积极的发展观点。

此外海水淡化也是很有前景的。当前海水淡化已经在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取得

突出成绩。例如, 过去粮食无法自给的沙特阿拉伯, 现在已经变成世界的一个重要小麦出口国,

而以色列的农产品驰名国际市场, 其中, 海水淡化起了重要作用。我国许多水荒严重的大城市

都位于沿海, 如直接从海中取得水分, 自然是很理想的, 何况海水中含有丰富的矿产, 海水淡

化的另一面就是从海水中分离有用的矿物质, 因此还具有多种效益。

在特大旱年, 老天既不降水, 也无可从外地调进水, 这对完全依赖从外地调进径流以维持

社会活动的城市来说, 旱灾风险是极其严重的。但是, 人类如果充分发挥以下两方面的潜力, 同

样也是可以战胜干旱的。

第一方面就是充分调动自然生态环境与水利工程的潜力。首先, 土层有巨大的蓄水能力。据

估计, 1 m 深的土层至少能蓄 100 mm 的水量。另外, 各个层次的水利工程也能蓄住大量的径流。

鱼鳞坑、水平坑与水平梯田等微型工程, 以其巨大数量漫山遍野地分布在山坡上, 可以蓄 100

mm 以上的降水量。同时, 这些微型工程十分有利于植被的生长, 可以拦截水流和泥沙, 防止水

土流失, 保护各种水利工程长期运用, 是极其重要的环保工程。

此外, 在每 10 km 2 的土地面积内修建总容量达到 100 万m 3 的山间水库与塘坝, 又可拦蓄

100 mm 的降水量。在每 10 万 km 2 的土地上 (约略大于浙江省的面积) 修建总库容达到 100 亿

m 3 (约两个新安江水库) 的大型水库, 又可拦截 100 mm 的降水量。

以上各种生态与工程措施的拦洪能力的总和至少可以拦截 300 mm 以上的暴雨, 即使超过

300 mm 的暴雨也能大幅度削减洪峰, 减轻洪涝灾害, 取得巨大的蓄水效益, 而蓄下的雨水又能

回灌地下水, 以备抗旱之用。

另一方面是人工气候的潜力, 作为现代人工气候的代表是地膜、塑料大棚等保护性农业的

兴起, 所谓白色革命使农业生产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许多国家正在试验在太空条件下制造

适于生存的大气环境, 在那里有限的氧气与水分能够循环使用, 达到长期维持生命的目的。对

于地球任何地区气候来说, 远不需要宇航那样的密闭水平, 就足以成为人类征服干旱的有力武

器。

因此, 只有面对干旱, 才能最终征服干旱, 这也许就是战胜现代水荒的最好的战略, 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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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当地条件的开发, 着眼于从外地调水并不是最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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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d ition of W ater Resources in the North of Ch ina

and ItsM o isture Background

ZHAN G J ia2cheng, ZHAN G Yuan

(Ch inese A cad em y of M eteorolg ica l S cience,B eij ing 100081, Ch ina)

Abstract: T he art icle indica tes that if the so il w ater is con sidered, the agricu ltu re w ou ld be

co responden t w ith the mo istu re condit ion bo th in Sou th and N o rth of Ch ina, w ithou t the

u rgen t dem and of w ater t ran sfered from the Sou th to the N o rth of Ch ina, as the earlier

litera tu re show s1O n ly the fast grow th of popu la t ion and the developm en t of indu stry and

u rban iza t ion m ake the w ater deficiency in N o rth is becom ing seriou s mo re and mo re1How ever,

the w ater p rob lem m ay be reso lved on the spo t, no t necessarily to tran sfer w ater from ou tside1
Key words: w ater resou rce; w ater t ran sfering; Ch ina clim ate; territo ry exp lo it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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