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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简述生态需水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结合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生态经济理论, 提出了基于生态经济思想的

生态需水概念, 并进行了理论分析。根据生态经济领域中的生态价值理论, 确定不同生态需水量条件下的生态价

值, 进而通过水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合适的生态需水量, 并通过实例对该方法的具体

步骤进行了说明, 认为由该法所确定的生态需水量符合客观实际, 可以作为生态建设过程中生态需水研究的方法

之一。该法通过水资源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 对于研究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水资源利用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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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稳定的生态系统就是指系统中输入的能量、水以及其它营养物质之间能够达成的一种平衡状态, 当它

们之间的比例相差悬殊的时候, 生态系统就成为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 一旦打破某一个平衡, 生态系统的功能

就会退化, 在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由于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 改变了水资源的天然分布状况, 进而引

起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即 水多 、 水少 、 水脏 等, 也引发了专家学者们对生态需水广泛而深入的

研究。本文结合生态经济的生态价值理论, 提出了计算生态需水的一种新方法, 该法通过水资源将生态系统和

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 对于研究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水资源利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生态需水的研究现状

由水资源利用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关于生态需水理论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学者们提出了广义和

狭义生态需水的概念, 广义地讲, 生态环境需水可以被认为是维持全球生物地理生态系统水分平衡所需的用

水, 包括水热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用水等。狭义地讲, 生态环境需水可以被视作为维护生态环境不再恶

化并有所改善所需的水资源总量, 包括为保护和恢复内陆河流下游天然植被及生态环境的用水、水土保持及水

保范围之外的林草植被建设用水、维持河流水沙平衡及湿地和水域等生态环境的基流、回补区域地下水的水量

等方面
[ 1]

, 并对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需水问题进行了研究, 得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结论
[ 2~ 5]

。丰华丽等

从整体性理论、物种多样性理论、物种耐性理论和景观生态学的河流廊道理论等方面探讨了生态需水的理论基

础, 同时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需水的影响[ 6]。目前对生态需水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1 水文学

针对目前的生态水文问题, 出现了一个新学科 ! ! ! 生态水文学。主要集中从流域水文循环的角度来研究生

态需水, 分析生态植被的变化对河川径流的影响。通过对海南[ 7]、华中[ 8]、黄土高原(黄河流域) [ 9]、秦岭[ 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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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10]等不同地区不同森林类型的森林植被变化或对比流域森林覆盖度差异对径流和蒸散发影响的分析可知,

森林植被破坏引起森林覆盖度降低一般会导致径流量增加, 蒸散发降低[ 11]。但同时对四川省西部米亚罗高山

林区、岷江上游冷杉林小集水区等地的研究表明, 有林流域年径流量较无林或少林流域大[ 12~ 14]。这说明在不

同的气候地理条件下, 生态需水的特点完全不同。目前对生态需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方干旱缺水地区, 生态

植被的增加通常会减少径流量。

1 2 农学

农学方面的研究通常是根据目前农学领域中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的作物需水理论进行分析。主要集中研究陆

地生态系统的生态需水, 常用的方法主要是面积定额法或植株定额法, 即先确定单位面积或单株植物的用水

量, 通过尺度转换求得整个研究范围的生态需水量。赵文智等通过测定黑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典型单株胡杨、怪

柳等植物茎流量来确定单株植物的需水量, 进而推求生态需水[ 15]。这种方法对于分析人工生态系统或植物分

类相对比较单一且空间变异性不大的生态系统时较为合适。另外也可以利用灌溉定额求取人工生态系统的生态

需水量。

1 3 气象学

气象学方面对生态需水的研究主要与农学结合在一起, 通过对气象因子的分析, 确定某种气候条件下的生

态耗水量, 其中比较常用的方法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彭曼公式和积温法, 这些方法通常通过添加作物系数

和土壤水分系数等因子反映不同植被的需水量[ 16]。该方法可以与目前的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结合起来反映植

被覆盖变化状况, 以提高计算的精度。

1 4 生态学

目前对于西北干旱地区来讲, 生态系统受损的主要原因除了自然气候条件的变化之外, 还有人为水资源的

开发合理利用。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水多, (通常发生在上游)在人工绿洲中,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各种政

策的鼓励,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从河道中的引水量也不断增加, 由于灌溉方式不是

十分合理, 导致了地下水位增高, 引起土壤盐碱化问题加重, 农作物的产量下降, 导致低产、弃耕等问题。

# 水少,由于上游引水量增加和径流量减少的双重作用, 下游水量明显减少, 甚至断流。导致下游的非地带性

植被不断退化, 抗荒漠化能力下降, 固定的沙丘开始复活, 进而吞噬人工绿洲。在这些地区, 由于天然降水量

很少, 植被的生存主要依靠地下水维持。根据上述特点, 很多学者提出了以 维持合理的地下生态水位 作为
生态恢复的主要途径。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需水的估算, 使用地下水动力学模拟的方法确定河道输水对周围的

地下水位的影响, 再与潜水蒸发理论相结合, 确定生态需水量。王会让等认为在干旱地区生态需水的确定, 生

态恢复过程中所使用的水量也应该计入生态需水量, 在这样的地区生态需水量应该包括生态系统稳定时的需水

量和生态恢复需水量
[ 17]
。

2 用生态经济的观点分析生态需水量

上述几种确定生态需水的方法主要是用于确定最小生态需水量, 其目的是保证生态系统功能不再退化。由

于生态系统功能与价值是统一的, 所以保护生态系统功能不再退化也是保护生态价值不再降低。另外在不同地

区, 生态系统的同种功能由于其表现出的重要程度不同, 而具有不同的生态价值, 因此, 根据生态价值所确定

的生态需水量可以更合理地反映出不同地区水资源对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性。目前, 关于生态价值的确定

方法, 已有众多学者研究, 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这就为从生态价值的角度研究生态需水提供了可能。但将生态

价值与生态需水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成果还很少。本文的目的就是将二者结合起来, 提出一种基于生态价值

理论计算生态需水的方法。

2 1 生态价值

首先要引入生态价值的概念, 即生态系统为我们提供的服务是有价值的。Constanza等 1997年提出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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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 将地球生物圈划分为 16个生态系统类型, 又提出了 17种价值类型, 对全球的生态服务

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结果认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年度价值为 16 ∃ 1012~ 54 ∃ 1012美元, 平均为 33 ∃ 1012美

元, 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1 8倍, 这说明了我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 会降低生态价值[ 18]。

2 2 生态环境价值的确定方法

对生态环境资产为人类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经济价值进行确定或定量评估是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经济学研

究的前沿和难点[ 19]。由于绝大多数环境物品或生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特征以及外部性, 使得对环境物品和生

态价值的估计不能用常规方法解决, 其价值的评价需要运用非市场的评估技术, 通常包括两类: 揭示偏好法

(利用个人在实际市场的行为来推导环境物品或服务的价值)和申明偏好法(采用调查技术直接从参与者的回答

来引出环境价值) [ 19]。

2 3 基于生态经济的生态需水量的确定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水资源开发过程中, 虽然创造了很大的经济价值,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

水平, 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使得生态系统的许多功能降低或消失, 生态价值也随之下降。从

保护生态功能方面确定生态需水和从生态价值方面确定生态需水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本文的基本思想是分别

确定生态需水量与生态价值的关系曲线和经济用水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曲线。在这两条曲线中寻求生态需

水的平衡点。

为了方便计算做如下假定:

( 1) 为使计算过程简单, 将总水资源量分为生态水量和经济水量, 同时不考虑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

Q = Q经济 + Q生态 (1)

式中 Q为总水量; Q经济为经济水量; Q生态为生态水量。

(2) 在一定范围内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需水量的关系单调递增, 表示为

B经济 = f ( Q经济) (2)

式中 B经济为经济水量产生的经济价值; f 为单调递增。

(3) 生态价值随生态需水量的减少单调递减。

B生态 = g ( Q生态) (3)

式中 B生态为生态水量为Q生态时所保证的生态价值; g 为单调递减, 然后分别对 f 和g 进行求导, 得到 f %和
g%, 如图 1、图 2所示。

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 当
 B经济
 Q =

 B生态
 Q 时, 效益最大。此时的河道流量 Q生态适宜水量可以确定为生态需水

量, 该水量通常大于最小生态需水量, 与社会发展(指伴随产出的增加, 政治体制、文化法律、消费模式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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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变化, 甚至观念习俗的变革)相适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经济生活对水资

源的需求量减小, 而人们对周围的生存环境健康状况的要求增加, 这样就会使得相同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提高

(因为它本身带有一定的主观特性) , 相应生态需水量增加, 而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的时候, 相应生态价值就

低, 通常水资源利用效率也低, 从而最终导致生态需水量下降。

2 4 实例分析

以西北某干旱荒漠中的绿洲区为例进行分析, 由于该地区是典型的干旱大陆性气候, 降水稀少, 蒸发强烈。

表 1 不同水资源利用条件下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对照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ecological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under different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condition

年代 经济用水量/亿m3 经济价值/亿元 生态价值/亿元

50 2 30 14 40 25 36

60 3 05 20 21 23 74

70 4 15 25 54 20 29

80 5 46 27 41 16 55

90 6 23 ! 14 10

降雨多集中在每年的 6~ 9月,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 80%。大气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作用十分微

弱, 河道来水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有直接影

响, 这也使得河道水量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该地

区年平均河道来水量为 8 53亿m
3
, 现将水资源开

发和生态价值评估以 10年为单位划分, 基本数据

如表 1所示。拟合得到的生态价值与生态水量之间

的函数关系为

B生态 = f ( Q生态) = 11 41ln( Q生态) + 4 12 (4)

经济价值与河道引用水量(经济水量) 的关系为

B经济 = f ( Q经济) = 15 32ln( Q经济) + 2 48 (5)

按照本文提出的生态需水量的确定方法, 可以得到该地区的生态需水量为

Q生态需水量 = 3 64亿 m
3

(6)

该值介于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10年平均生态需水量之间,占年平均来水量的42 6%,说明70年代中期的水

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达到了基于生态经济角度的水资源最佳利用比例,如果再增加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势必

会影响生态环境质量,造成总效益的减少。因此, 建议改变目前的水资源利用状况, 尽可能增加生态水资源量,使

其恢复到接近 70年代中期的水平。

该实例的结果说明,基于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需水确定方法不但有它本身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具有现实意

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应用于生态环境建设。

3 结 语

本文提出的计算生态需水的方法是以 水量 为主要考虑因素的,而没有考虑水质。实际上水质问题在生态

需水的计算中也很重要, 目前许多文献中也指出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如何在计算生态需水时将水量和水质很好耦

合,还没有得到比较实际可行的方法,在这方面依然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在生态价值的确定方法方面的研

究也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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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method for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based on theory of ecological economy

QIAO Yun fe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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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Li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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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China;

2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 Beij 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irstly, introduce the present research situat ions about ecological water deman, develop and ana

lyze theoret ically, a new method for calculat ing the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combining the ecological economy theory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value theory, the ecological values for different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are confi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value and the economic value of water resources is used to confirm the eco

logical water demand A case is used to show the concrete steps of this method The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confirmed by this

method fit with actual conditions, and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theory during environment construc

tion In this method, the ecological system and the economy system are combined together by water resources And this method

has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the water resources ut ilization in the condit 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ecological economy; ecolog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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