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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方法用于南水北调运营管理的可行性, 阐述了南水北调供应链可以帕累托整体最

优为管理目标。结合南水北调东线水资源系统的实际, 定义了南水北调供应链契约, 构建了南水北调供应链委托

代理契约关系模型, 提出并定义了南水北调供应链中 信息变换效应 的概念, 初步分析信息变换效应的存在、量

化和控制。论文表明, 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方法在水资源复杂大系统水资源配置和调度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层面上具

有开拓性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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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 水资源开发、配置和调度管理的理念、体制和技术方法由过去的 以需定供 、 技术经

济寻优 向 以供控需, 统一管理 、 沟通与协调 过渡和发展[ 1, 2]。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 欧美发达国家

已认识到, 要适应水资源开发、配置与管理的新时期特征, 必须更新观念, 突破原有思想定式, 以更加广阔的

眼界来考察水资源开发、配置与管理问题。对我国水资源系统运行管理现实状态的分析表明[ 3, 4] , 我国水资源

开发、配置和管理也正在经历着欧美发达国家已出现的变化。

南水北调东线水资源系统是一个多流域、多水源、多目标的复杂水资源大系统, 供水、防洪、排涝、航运

并举, 涉及五个省市和众多用水部门利益。该系统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 如此复杂的系统在市场

经济环境中运行, 是我国水资源配置与运行调度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 国外也未见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

本文将探讨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南水北调管理的可行性, 并对其中关键问题进行分析。

1 南水北调供应链运营管理的合理性

供应链是指由原材料的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顾客等成员, 通过上、下游成员的连接组成的

链状结构或网络结构。在供应链中, 每个环节不同的生产过程与生产活动都创造了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同时增

加了产品或服务的成本, 在其结束时形成中间产品或服务, 是通过最终产品一齐转移到顾客手中。顾客购买产

品或服务是对整个供应链的认可(不仅是最终产品)。供应链的首尾是 供 与 需 两方面, 故亦可称为供需

链, 实质包含从 供 到 需 全过程的所有环节。

供应链管理强调用系统的观点, 寻求使供应链帕累托整体最优, 而不是局部最优。对其物流、信息流进行

规划、设计和控制, 对成本流(即资金流)进行分解与控制, 使供应链中成员获得相应利益的一种管理理念。

本文基于以下方面的分析, 论述将供应链引入到南水北调运营管理是可行的[ 5] , 并且能够解决传统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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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难以处理的问题:

( 1) 南水北调水资源系统通过上、下游子系统连接, 形成一条串型的供需链状结构的供应链。对这条供应

链的管理包括从 供 到 需 全过程中的所有环节的管理, 这样就避免了传统的水资源配置与调度仅仅侧重

供水和需水两端点, 对于中间环节, 一般只是从技术角度研究(如输水管线的规模尺寸, 工程设施, 调度方法

等) , 而在用户需求、效益成本比、服务质量等方面考虑较少。

( 2) 在水资源系统供应链中, 物流涉及有关水的安全及时输送和输水过程中水质的保护等; 信息流涉及有

关水的需求预测、供需信息的传递、对水质水量的监控及预警等, 信息不完全和信息畸变往往是困扰水资源复

杂大系统运营的重要因素之一; 资金流涉及有关水市场的研究、水价的制定以及收入分配问题等。特别是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 不确定性有可能误导决策。通过对水资源系统供应链中物流、信息流进行设计规划和控制, 对

资金流进行分解与控制, 使水资源系统中物流、信息流等合理有序, 以及改进运营管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 3) 在水资源系统成员的供需关系中, 供方和需方也可以定义为卖方和买方, 只有当买、卖双方组成的结

点间产生正常的交易时, 才发生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动或交换。表达这种流动或交换的方式之一就是契

约关系, 供应链上的成员通过建立契约关系来协调买方(需方)和卖方(供方)的利益。

( 4) 供应链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采用供应链研究南水北调水资源配置与调度问题, 能够适应市场经

济下的管理体制。在南水北调供应链中不以组织机构和行政隶属关系作为支撑, 而以强调合作和签定契约作为

管理职能实施的基础。通过供需 协议 , 实现 沟通与协调 。

2 南水北调供应链运营管理的目标 帕累托最优( Pareto Optimum)

根据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划 ,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将分三期进行建设。根据 规划 中制定的管理体制及运

作方式, 一期工程划分为三个子系统, 即江苏水资源系统、南四湖水资源系统和山东水资源系统, 各系统之间

以协议规定的供水过程图(供水负荷图或称供水网络图)相连接(见图 1)。

一期工程三个子系统之间通过上、下游供需各方联结而成串行链状结构。各子系统是南水北调东线供应链

中的成员。每个子系统内部, 又可分为若干个子成员, 且又构成水资源子系统供应链。一期工程从扬州市的江

都抽引长江水, 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送, 并连接在输路线中起调蓄作用的洪泽湖、骆

马湖、南四湖、东平湖, 向山东等地送水。在供应链的主链结构上, 以调水线路上的各个调蓄湖泊作为节点地

区, 每一个节点湖泊周围都存在一个网状的供水系统, 所以在每一个节点湖泊周围又都存在一个子供应链。

南水北调供应链上的节点成员通过建立契约关系协调需方和供方的利益, 并以实现帕累托整体最优作为管

理目标。即使供应链达不到最佳, 也可能存在帕累托最优解(任何形式的资源重新配置, 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

人受益而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损害的资源配置状态) , 以保证每一方的利益至少不比原来差。

帕累托最优[ 6, 7]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 V Pareto)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 即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

状态, 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 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而这个 最优的状态 , 就

被人们称为 帕累托最优 。通俗的解释就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 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不但没有任何一方受

到损害, 而且社会福利要尽可能实现最大化, 社会发展要达到最佳状态。

南水北调供应链帕累托最优原则, 是有利于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合理配置, 使南水北调供应链的整体效率

达到最优。如果南水北调供应链上的某个节点成员为了自身利益制定了供需水计划, 可能得到了局部最优解,

但损害了供应链的整体利益, 其结果会由于整体供应链运作绩效的下降, 而导致该节点成员的自身利益也实际

下降。供应链管理强调的是帕累托最优, 即整体最优, 而不是局部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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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资源系统构成图

Fig 1 Structure of water resource system on easterm route project of south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3 南水北调供应链运营管理中的契约

3 1 南水北调供应链契约的定义

定义南水北调供应链契约如下:

南水北调供应链契约是指通过提供合适的信息和激励措施, 保证水资源的买卖双方协调, 优化水资源配置

效率的有关条款, 即使供应链达不到最好的协调, 也可能存在帕累托最优解, 以保证每一方的利益至少不比原

来差或者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南水北调供应链各个节点地区之间订立的契约条款的基本内容包括: 用水定价, 水质要求, 水量

的时间分配, 最少输水量限制, 随机需求, 水量损失, 输水提前期的确定, 违规行为约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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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南水北调供应链委托 代理契约关系模型

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 代理理论主要研究在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中, 委托人确保代理人按委托人意志行

事的能力问题。本文引入委托 代理理论构建南水北调供应链契约关系模型。

在南水北调供应链中供水和需水方进行博弈, 供水方占主导地位, 一般由它来对所属的整个节点子网进行

组织、协调和控制。供水方拥有对水商品的信息优势, 而需水方对水商品的信息拥有处于劣势。供水方出于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来最大化节点子网或整个供应链的利益时, 需要需水方的配合与协作。而需水方只能通过

契约来约束供水方的行为。供、需双方在设计激励和约束契约条款时, 必须兼顾双方的利益。

根据信息经济学, 给出关于南水北调供应链委托 代理契约以下定义:

非对称信息: 在博弈中, 南水北调供应链中的供需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 对水资源商品来说, 供水

方拥有需水方所不拥有的信息。

委托方: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 需水方对水商品的成本、水质等信息不了解, 处于信息劣势, 因此需水

方是委托方。

代理方: 相应于委托方而言, 供水方了解水商品的成本、水质等信息, 具有信息优势, 因此, 供水方是代

理方。

南水北调供应链中的成员一方面是其下游的供水方, 同时又是上游的用水方, 这就承担了对上是委托方,

对下是代理方的多重角色。例如, 在东线一期工程供应链中的主链和子链上分别构成了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

主链上的南四湖, 对其上一级湖泊骆马湖是委托方, 对下级东平湖是代理方, 本身承担了代理 委托的双重身

份。同理在子链上, 南四湖对水商品处于信息优势, 是代理方, 用水地区处于信息劣势, 是委托方。

南水北调东线供应链委托 代理契约关系模型中的参数符号的意义表示如下:

A 表示代理(供)方所有可选择的行动的组合, 这里的行动主要是指水质和价格的选择; a A 表示代理方

的一个特定行动; 为不受代理(供)方和委托(需)方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自然状态 ) ; G( )和 g ( )为假设委托

方认为 在 上的分布函数和分布密度, 是 的取值范围; F( )和 f ( )为代理方认为 在 上的分布函数

和分布密度; ( a, )为 a 和 共同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 在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直接用 ( a, )来表示委托

方的用水支出; ( - s( x ) )和 u( s ( ) ) - c( a)分别为委托方和代理方的效用函数; s ( )为委托方为使代理方提

高水质或降低价格而设计的激励合同; c( a )为代理方合作提高水质或降低价格的货币化成本。

不失一般性, 我们认为 是 a 的严格递增的凹函数, 是 的严格增函数, 其中: > 0, 0; u > 0, u
n

0; c > 0; c > 0。即委托方和代理方都是风险厌恶者或风险中性者, 代理方的提高水质和降低价格的负效用

和边际负效用是递增的。

委托(需水)方的问题就是选择 a 和 s ( )以最大化其期望效用, 数学表示为

max
a. s (x)

v( ( a, ) - s ( x ( a, ) ) ) g( )d (1)

但是契约中必须要考虑代理(供水)方的利益, 所以委托(需水)方要面临来自代理方的两个约束, 即个人理

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个人理性约束( IR)是指代理方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

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 这一最大期望效用是由代理方面临的其它市场机会选择, 在东线一期工程主链上, 面临

是供给下一级节点湖泊, 还是其子供应链的供水系统; 在子链上, 面临的是多个用水单位之间的选择, 可以称

为保留效用, 用 u 表示 。

个人理性约束( IR)可以表示为

u( s( x ( a, ) ) ) g ( )d - c( a) u (2)

委托(需水)方的激励约束( IC)是指任何委托方希望的行动都只能通过理性的代理(供水)方的效用最大化行

为实现。表示如下:

867第 6期 王慧敏、胡震云: 南水北调供应链运营管理的若干问题探讨



u( s ( x ( a , ) ) ) g ( )d - c( a) u ( s( x ( a , ) ) ) g ( )d - c( a ) , a A (3)

显然委托 代理模型就可以化为一个最优化问题, 式( 1)为目标函数, 式( 2)和式( 3)代表约束条件, 满足

式( 1) ~ 式( 3)的解是稳定解。

委托(需水)方的期望效用 依赖于代理(供水)方的行动 a, 由于 a 的不同, 导致需水方效用值的不同。需

水方从自身利益出发, 在供水方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条件下, 达到代理(供)委托(需)双方的帕累托最优, 实现

水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参与约束的存在, 委托方必须对代理方提供足够的激励 s。代理方为最大化自身的效

用, 倾向于放松水质要求从而降低成本。作为委托方而言, 必须重视供方的变化, 设计合理的价格激励机制,

提高合作的积极性。代理和委托方的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实现水资源配置和调度的博弈过程。

4 南水北调供应链运营管理的信息变换效应

水资源复杂大系统的配置与调度, 不确定性的因素很多, 从本质上讲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需求预测信

息的准确度和决策信息的可获得性、透明性及可靠性。信息不完全往往是困扰水资源复杂大系统运营的重要因

素之一,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确定性有可能误导错误决策。

在供应链中, 下游节点需水量或供水量发生波动时, 这种波动信息在向上游节点地区和节点湖泊传递的过

程中, 会逐级发生扭曲和畸变。对于这种现象, 本文定义为 信息变换效应 。

与一般的供应链中的 牛鞭效应
[ 8]
不同, 在南水北调供应链中的这种信息变换效应不仅指链中传送的信

息会逐级发生扭曲放大现象, 而且存在链中传送的信息会逐级发生扭曲缩小现象。 信息变换效应 的存在可能

会使得调水系统的上游输出水量大于(小于)甚至是远大于(小于)下游节点的需(供)水量, 从而造成水资源的浪

费和成本的增加, 难以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控制或抑制信息变换效应的能力是南水北调供应链最为重

要的性能指标, 也是南水北调运营中最为重要的绩效指标。

以南水北调东线为例, 在供应链中, 信息变换效应 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用水部门和地区的需水量预测 以洪泽湖为例, 该湖泊向下游东平湖输送的水量主要是根据上游骆马

湖对它的输入量、洪泽湖周边地区的用水量以及下游湖泊各个用水部门和地区的需水量等作为输出水量预测的

依据。利用下游节点需水量来预测需求是导致该供应链中 信息变换效应 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 2) 输水线路长度 输水线路的长度直接影响到调水时间以及各个调蓄湖泊要相应地增加库存水量。在输

水线路较长的用水地区, 一旦出现用水部门水量需求的变动, 则要重新计算各种参数, 从而增加了整个系统的

不确定性。

( 3) 水价波动及当地降水情况 一般某一节点地区的水价不会经常发生变化, 但是如果水价进行调整, 则

许多用水部门的用水量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并且有时这种变化比较剧烈。同时, 该地区的降水情况也会影

响南水北调工程水量的需求情况。对于整个调水系统来说, 这些需水量的变化会加大系统的不确定性。

(4) 每一个节点地区运用优化行为的结果 在南水北调的每一个节点地区的运作都是由理性的成员所组

成, 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可能隐瞒一些相对比较敏感的信息, 同时为了能够尽量满足本地区用水

户的用水要求, 也可能夸大顾客的需水量, 这样就人为的导致了信息的失真, 造成供应链运行效率的下降。

( 5) 用水量短缺时的博弈 下游用水地区或用水户在预期水量的供应可能发生短缺, 而上游节点地区给下

游地区供应的水量只能是下游地区提出的供水量的一个百分比, 这时下游地区为了获得更多的供水量, 就会故

意夸大需水的预测值, 导致水量需求信息的扭曲和变动。

( 6) 供应链复杂的多层次结构 南水北调水资源供应链结构的层次比较多, 每一个节点地区为了避免水量

短缺都会设置自己的安全库容存量, 层次越多, 对用水户需求的变动反映越迟钝, 信息变换效应 就越显著。

在南水北调供应链管理中产生的信息风险是由于各个节点的理性管理成员运用的优化行为的结果。每一个

成员都是理性的, 为了保证自己节点地区的利益最大化, 都会隐藏一些敏感的信息, 而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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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就会夸大一些公用的信息, 使得信息失真, 造成信息风险, 从而影响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契约的有效执

行。因此, 如何减弱和控制 信息变换效应 是南水北调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借鉴一般供应链中

牛鞭效应 的研究成果, 南水北调供应链 信息变换效应 的减弱和控制策略可以设计有 3种方式, 即物流

渠道设计、信息方法设计和决策控制设计等。

5 结 论

南水北调供应链实际上是一种基于 竞争 合作 协调 机制的、以各个节点成员的作业协调和集成为保

证的一种新的水资源系统运营模式。南水北调供应链管理强调的是用系统的观点, 寻求使供应链帕累托整体最

优, 而不是局部节点地区最优, 以提高供应链上供需各方合作伙伴关系的整体运作绩效, 达到水资源配置与调

度的目的。南水北调供应链上的节点成员通过建立契约关系来协调需方和供方的利益。供应链契约是保障这种

竞争 合作 协调 机制运营的有效策略之一。信息变换效应是南水北调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理论研究和实

际应用问题, 进一步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信息变换效应的结构系统性问题、信息变换效应的存在、量化以及控制

等方面。本文提出的南水北调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方法仅是初步的, 尚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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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issues on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supply cha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WANG Hui min1, 2, HU Zhen yun1, 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 Water Resource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njing 210098,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 Hohai University , Nanj 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We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applic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o the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

ject ( SNWTP)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validate the Pareto Optimization as the objective of SNWTP supply chain man

agement Combining with real experience, the corresponding contracts a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agent model, which

are immediately implementable in the East Route water resources system of SNWTP In addition, the concept of Informat ion

Transformation Effect in the SNWTP supply chain is defined; the existence, quant 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Information Trans

formation Effect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it has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oten

tials to apply th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of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the complex water resources system and water

resources allocat ion and dispatching

Key word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operation; water resources dispatching across regions;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oper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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