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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我国干旱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介绍了抗旱工作要从被动抗旱向主动防旱、科学防旱

转变的趋势, 并从应急抗旱向常规抗旱和长期抗旱转变的科学管理理念出发, 提出我国的干旱管理方式应该从现

行的危机管理向风险管理转变, 并重点介绍了干旱风险管理的几个主要方面: 干旱期的水资源管理、干旱早期预警

和干旱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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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干旱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全社会对水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 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城市缺水、农业

缺水、生态缺水的问题日益突出, 干旱的威胁不断加剧。面对这样的态势, 迫切需要采用有效的干旱管理, 来

减小干旱灾害所带来的损失。

1 1 我国干旱管理现状

长期以来, 我国的干旱管理工作基本上处于被动抗旱的局面, 采用的是危机管理方式, 也就是在干旱发生

后, 才开始作出反应, 着手研究和确定采取临时应急措施和对策, 来减轻干旱的影响, 这种管理办法虽然能起

到一定的抗旱减灾作用, 但是由于缺少事先必要的准备, 没有预先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计划, 许多措施不能

有效实行, 无法立即进行人力和物力的调配, 也无法对可能的旱灾影响做出评价。这种管理的方式, 应对眼前

的多, 考虑长远的少; 着眼局部的多, 考虑全局的少; 立足抗的多, 考虑防的少。针对抗旱存在的问题, 为改

善我国干旱管理现状, 一种从被动抗旱向主动防旱、科学防旱转变, 从应急抗旱向常规抗旱和长期抗旱转变的

防旱减灾新思路、新理念正在逐步形成。

1 2 干旱管理的发展趋势

从当前世界干旱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 随着干旱在全球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 人们的注意力转向降低干旱

风险, 即通过采取各种减灾行动降低干旱事件的风险。干旱管理从干旱发生后的临时应急措施的危机管理, 开

始转为在干旱发生前制定干旱预案, 根据干旱发展的不同阶段, 采取不同的防旱减灾措施的风险管理。干旱风

险管理与现行的危机管理相比, 无疑是一种主动的、有备的, 周密和有效的防旱减灾管理模式。

开展对干旱风险管理的研究, 将促进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干旱方面的科学管理, 提高我国在干旱管理研究

领域的科学技术水平, 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应变, 从而大大提高抗旱减灾的效果。

1992年的都柏林国际水与环境会议文件和 1996年的亚太经社理事会文件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指南 中提

出了开展干旱规划、加强干旱管理的要求。在美国, 干旱管理经过 10年的发展已从注重危机管理转向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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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值得借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的日益关注, 开展

对干旱风险管理的研究, 势在必行。

2 干旱的风险管理

干旱风险管理是一种对干旱进行科学管理的模式, 它主要包括了对干旱期水资源的管理、干旱早期预警、

制定和实施干旱预案等内容。在充分了解和分析干旱及灾害形成的机理, 掌握干旱灾害的时空变化规律和发展

趋势的基础上, 采用多因子的干旱预警指标体系对干旱进行早期识别, 通过干旱预警的研究, 根据风险理论,

对潜在的干旱灾害影响做出评价。尽可能减轻干旱所带来的灾害损失; 使人们及早预知干旱事件的发生, 通过

制定干旱预案, 对于各种可能的不同程度干旱, 都有相应的防范措施, 对干旱期水资源进行管理。干旱风险管

理, 可以达到主动防旱, 减少干旱损失的作用。

2 1 干旱期水资源管理

干旱期水资源管理工作主要包括: 干旱发生之前制定抗旱计划, 进行干旱预案研究, 在干旱发生时根据具

体情况对计划加以适当调整, 而在干旱事件过后则对预案进行评价并加以改进。

由于供水系统主要由地方政府管理, 所以一个地区的干旱期水管理工作要由地方政府、各个用水部门以及

水资源管理部门协作完成。为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干旱期水资源管理协调工作组。成立协调工作组有两个目

的: 第一是由工作组监督和协调抗旱计划的制定; 第二是在制定计划后并在干旱期发挥作用时, 由工作组协调

实施减灾和抗旱计划的各项措施, 并向决策部门提出政策建议。

干旱计划的制定可分为两个部分实施, 即评估部分和抗旱部分。评估部分负责收集和评估各种数据并提供

有关信息, 抗旱部分则是要规定抗旱措施的顺序包括供水的优先次序、限制用水的标准, 以及协助政府各部门

实施所制定的抗旱预案。

干旱期的水资源管理应把降低水需求、增加供水和干旱影响评价作为工作重点。注重干旱发生前不同部

门、机构间的协调, 做好准备, 并采用相互达成共识的干旱程度指标作为开始实施干旱应急行动的临界指标。

抗旱行动的顺序与临界指标密切相关, 它是根据事先研究所确定的干旱预警指标来确定的, 参照特定临界指

标, 分析某一类型的水量指标, 据此来评估当前的水文和蓄水状况, 这种评估通常由政府和水资源资源管理部

门两者共同作出。根据评估结果来决定是否开始或结束某一干旱阶段的水资源管理。当所使用的指标表明区域

内任一主要地区的旱情可能会继续发展时, 就可实施干旱预案。

2 2 干旱期水资源分配

干旱期的水资源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 在干旱危机发生时, 政府和水管理机构必须依据旱情作

出在不同用水户间进行水的重新分配决策。必须制定和协调用水计划以及应采取的适用于不同干旱条件的抗旱

措施。干旱期的水资源分配思路和一般原则主要为:

( 1) 跨省的河流严格执行枯水年和特枯水年全河水量沿程额定分配制度。

( 2) 据各用水部门对社会安定、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干旱期的供水情况, 来确定供水的优先次序, 及其

配供水量。

( 3) 挖掘供水潜力, 增加旱期供水。扩大供水与蓄水管理紧密相关。干旱期的蓄水管理就是要在保证下一

年基本蓄水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增加供水。在干旱期蓄水工程的调度应按照事先制定的不同干旱期蓄、放

水标准来运行。根据旱情发展, 适时调整工程的供水方式, 动用水库的部分死库容, 缓解水资源紧缺状况, 满

足重点部门的需水要求。

( 4) 在控制地下水降深和不引起严重环境地质问题的前提下, 采用适当超采浅层地下水和适当动用深层地

下水, 以缓解该地区缺水的燃眉之急。深层地下水补给困难, 交替期长, 为难以恢复的水资源, 在旱年动用的

水量, 在偏丰水年时, 应予以回补, 以备以后遇到特旱年时补充供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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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跨流域或跨地区临时调水的应急措施。资料分析表明, 不同流域或不同地区之间, 同时发生特大干旱

的概率是较小的。在有一定工程设施的条件下, 跨流域(地区)向重灾区临时调水, 以应急需。

( 6) 人工影响天气 人工降雨。近年来, 应用雷达、高空探测、气象卫星和遥感等先进技术, 进一步提

高了人工降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我国自 1958年利用飞机播撒干冰进行人工降雨, 很多省(市、自治区)在应

用人工降雨改善土壤墒情、增加河川流量和增加水库蓄量, 在缓和和解除旱情方面, 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3 干旱早期预警

干旱早期预警是根据所在区域的干旱发生、发展规律, 应用由多种指标组成的干旱预警指标体系对干旱进

行早期识别, 发布干旱发生、发展和终止不同阶段的预警信息。干旱早期预警的目的是要使政府和用水部门以

及各有关部门, 在受到干旱灾害威胁之前, 有充足的时间来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方法来尽量降低干旱灾害给人民

生活、工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害, 保护最容易受到危害的环境。使干旱的发生成为预料之中的事, 人们可以在干

旱来临时心中有数, 有的放矢。

干旱的早期预警技术是应用遥感监测、中长期预报、过程模拟, 指标评价等多种技术手段, 并选择适用预

警指标的数据和信息, 对水文和气象因子变化, 以及来水和用水状况进行监测, 对干旱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早

期识别。由于旱灾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许多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 对干旱预警指标的选择, 要综合

考虑各类因素对干旱的影响, 如: 降水、气温、蒸发蒸腾、长期气象预报、墒情、河道流量、地下水水位、水

库和湖泊水位等, 尽可能反映水循环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 建立多指标的干旱预警评价

体系。

在确定干旱对经济、社会和环境部门造成的影响时, 可以将干旱发展的各阶段划分为 初期 , 警戒期 、

紧急期 、 灾害期 和 缓解期 等。通过干旱预警指标与干旱各个阶段相对应的临界值来对干旱的各个阶

段进行识别。

通过对干旱的预警, 能够了解有关干旱影响的信息及其原因, 这对于在干旱发生前降低干旱风险, 以及在

干旱期间采取适当的抗旱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干旱期的水资源管理和调度则是短期的、临时的应急措施,

应在对社会效益、经济价值和缺水危害调研的基础上, 根据各用水部门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程度的大

小, 统一协调, 明确重点供水部门, 制定在不同干旱阶段水资源的管理措施和水分配原则, 根据干旱预警体系

所提供的干旱信息, 确定将要采取的应急措施, 使干旱灾害造成的损失最小。

2 4 干旱预案研究

我国是干旱灾害严重的国家之一, 某种程度的区域性干旱几乎年年发生, 1949年以来, 多次出现严重干

旱, 特别是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出现了 1997、2000、2003年这样的全国性大旱。因此, 开展由水利部门主持

和有关部门及社会团体参与的干旱预案研究, 是一项对提高公众的防旱减灾意识和减轻受灾损失有重要意义的

举措。

目前, 在我国许多省市、自治区都相继开展了干旱预案编制, 但工作处于起步阶段, 付之实施的很少。由

于各地干旱发生的原因、发生时间和干旱的严重程度不同, 干旱预案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但是干旱预案编制的

过程和内容基本上一致。

干旱预案的编制, 首先是分析研究区历史上发生过的主要干旱事件, 对过去干旱灾害影响进行评价, 从中

选择资料条件较好的受旱严重、中等和轻度等不同程度的有代表性的干旱年份的雨情、水情及其时空间分布,

作为干旱预案研究的模式。在此基础上预估, 如在当前发生类似干旱, 将会对工农业生产、城市供水和生态环

境造成什么影响和损失。通过对潜在旱灾影响的评估, 来选择降低干旱灾害的途径和方法, 制定不同干旱阶段

应该执行的水资源配置原则、应采用的有效抗旱措施, 以及提高抗旱能力而进行的长期防旱减灾计划。在干旱

期预案被实行后, 要进行旱后评价, 评价干旱预案对减轻旱灾经济损失, 消除不利社会后果的作用和评价干旱

预案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和风险性。旱后评价应当包括对干旱的气候和环境条件、经济和社会影响、干旱预案

在减轻干旱影响、方便救济以及在干旱后的恢复期的作用等方面的分析。

297第 2期 顾 颖: 风险管理是干旱管理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干旱预案的定期评价和更新, 使干旱预案能够反映实际情况。旱后评价必须结合考虑新技术、新法

规等社会变化, 可能影响到干旱风险以及干旱预案执行方面的进展。可对干旱预案进行多次评价, 最好在干旱

计划实施前, 先在模拟干旱条件下进行评价干旱, 旱后进行定期评价。干旱后评价或检查将证实和分析有关部

门的评估和应对行动, 并为改进防旱、抗旱制度提供建议。如果不进行干旱后的评价就很难从过去的得失中受

到启示。旱后评价是改善干旱风险管理效能的重要步骤, 它既是对干旱预案研究成果实施运作效果的检验型评

价, 也是对干旱预案的充实和完善。

可以看出, 干旱预案研究是经历预案研究 旱后评价 预案研究的一个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 预案研究的

结果必须不断修正, 才能反映变化中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

3 结 论

综上所述, 从 危机管理 到 风险管理 是现代化抗旱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采用

风险管理的干旱管理模式, 是必要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选择。加强干旱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实

践, 就可能在减轻干旱灾害的实践中, 增加主动性, 减少盲目性,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进而保障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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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management: the trend of the drought management

GU Ying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drought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existent prob-

lem The working mode to copewith drought is being changed, which varies from the passive ant-i drought toward actively mit-i

gated drought, it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rought management To put forward the mode of the drought management the

crisis management should be changed into the risk management The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theways of

the drought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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