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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把握和吸取科罗拉多河近百年来水权分配的规律及经验， 对科罗拉多河在美国境内及美国和墨西哥之间

的水权分配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归纳， 重点阐述了各条约及措施的背景、 目的、 内容及相互联系。 从科罗拉多

河水权分配历程可以看出， 流域水权的保障是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协同发展的结果， 同时应考虑自然条件、 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和国际环境等综合因素； 在水权条约的框架下， 灵活的市场机制能够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 是应对水资源供需变化的有效方式。 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历程对于中国国际河流水权维护及国内水资源优

化配置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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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倍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严重制约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大量研究和实践表明， 水权分配在激励用水者提高用水效率、 促进区域水资源配置趋于合理高效方面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１⁃２］。 在国内外水权分配实践中， 科罗拉多河是最为典型、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也是国内

外政府和科研机构水权研究的热点案例之一［３⁃４］。 自科罗拉多河 １９２２ 年首次制定水权分配法案至今近 １００ 年

的历程中， 流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多次巨变， 用水格局和水权分配也随之不断调整。 为了解决不断

增加的水资源需求和不规律的来水径流之间的矛盾， 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水权分配条约， 建设了大量水利

工程， 通过行政和市场等手段不断修正水权配置； 此外， 科罗拉多河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国际河流， 两国的水

权分配也极具代表性。
目前， 国内外相关机构和学者对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文献［４］回顾了科罗拉多河水

法的沿革历程； 文献［５］分析了科罗拉多河水法的形成与流域自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 文献［６］探讨了科

罗拉多河流域犹他州、 科罗拉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水权转让方式， 阐述了水权转让在巩固和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方面的作用； 文献［７⁃８］综述了美墨两国在科罗拉多河水生态方面的合作历程等。 在国内研究方面， 文

献［９］论述了国际河流水权的特点及其发挥的作用， 阐述了稳定的水权协议和有效监督机制对国际河流水权

分配的重要性； 文献［１０］对科罗拉多河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水权管理制度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中国水资源

管理应该选择自下而上的渐进改革路径的建议； 文献［１１］将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的借鉴意义归纳为完善的

法律基础、 渐进经验主义和利益集团的广泛参与等。
综上， 国内外研究从法学、 社会学和水文学等角度对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 但国外

期刊针对某一方面或某一条约的研究较多， 对河流水权分配历程的系统论述较少； 国内文献多为系统论述，
但大多侧重于经验总结和启示， 对流域水权划分历程的第一手资料归纳不够全面深入。 本文在对科罗拉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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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分配历程进行系统回顾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 分析水权分配中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对水资源配置的

作用和影响， 揭示水权分配各条约间的联系及规律， 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当前水资源配置的规范化和市场化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１　 科罗拉多河流域概况

科罗拉多河发源于美国西部的落基山脉， 流经美国 ７ 个州： 科罗拉多州、 怀俄明州、 犹他州、 亚利桑那

州、 内华达州、 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流域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 因此， 科罗拉多河素有 “美国西

部生命线” 之称。 自加利福尼亚州出境后， 科罗拉多河流入墨西哥东北部， 并从加利福尼亚湾汇入大西洋

（图 １）。 科罗拉多河全长约 ２ ３３０ ｋｍ， 其中， 美国境内长约 ２ １８５ ｋｍ， 墨西哥境内长约 １４５ ｋｍ［５］。 流域面积

为 ６４ ７ 万 ｋｍ２。 科罗拉多河水力资源蕴藏量极大， 落差达３ ５００ ｍ， 流域境内（尤其下游地区）经济、 农业、
旅游业均处于美国领先水平， 这些因素决定了科罗拉多河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图 １　 科罗拉多河流域概况

Ｆｉｇ １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科罗拉多河径流时空分布很不均衡。 河流上游支流众多， ９０％径流量产自上游， 其中落基山脉每年春夏

冰雪融水为科罗拉多河提供了约 ７５％的水资源补给， 上游年降雨量为 ４００ ～ ５００ ｍｍ， 水资源相对丰沛。 然

而， 径流年际变化很大， 据中部立佛里站（ Ｌｅｅ′ｓ Ｆｅｒｒ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水文资料显示， 该站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

１８５ ００亿 ｍ３， 最大年径流量（２９６ ００亿 ｍ３）是最小年径流量（６９ ００亿 ｍ３）的 ３ ６ 倍， 而汛期（４—５ 月）径流量

与枯水期径流量相差 ３０ 倍左右。 科罗拉多河下游大部分地区属于半干旱气候， 年降雨量不足 １００ ｍｍ， 产水

量少且蒸发旺盛、 渗漏损耗巨大， 下游枯水期平均流量仅为 ８５ ｍ３ ／ ｓ， 最小枯水流量仅 ２０ ｍ３ ／ ｓ。 但从流域用

水格局来看， 下游流域无论是人口密度、 城市规模、 农业规模还是外调水量均远高于上游区域， 这更加剧了

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 近百年来， 为了满足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科罗拉多河干支流上陆续修建了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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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座大坝和水电站， 总库容约为 ７４０ ００ 亿 ｍ３， 相当于科罗拉多河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４ 倍， 这些水利工程在

电力供应、 防洪、 灌溉、 供水和旅游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综合效益。 河流水电装机超过 ５２４ 万 ｋＷ， 每年旅

游创收约 ２６０ 亿美元［１２］。 此外， 流域内还修建了各种引水枢纽， 目前科罗拉多河 ３０％的用水量消耗于流域

外区域。

２　 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历程

自 １９ 世纪起， 科罗拉多河流域一直是美国的农业发达区域， ９０％以上的用水量被用于农业灌溉， 流域

中下游的亚利桑那州、 加利福尼亚州灌溉规模尤为庞大。 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农业区帝王谷灌区（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Ｖａｌｌｅｙ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兴起于 １８９０ 年， 每年从科罗拉多河引用灌溉水量约３７ ００ 亿 ｍ３ ［１３⁃１４］。 对于干旱的中

下游区域来说， 科罗拉多河是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在缺乏水利工程和水权制度的 １９ 世纪， 流域旱涝水患时

常发生， 用水矛盾由来已久。
２ １　 １９２２ 年科罗拉多河契约

１９２２ 年， 为解决科罗拉多河逐渐凸显的水资源冲突， 流域美国境内 ７ 个州签署了科罗拉多河契约（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ｍｐａｃｔ） ［３］， 标志着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的开端。 １９２２ 年契约有两方面成果：

（１） 将科罗拉多河流域分为上、 下游两部分（图 １）　 上游包括怀俄明州、 犹他州、 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

那州小部分地区， 下游包括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
（２） 对上、 下游流域水权进行了分配　 上、 下科罗拉多河流域各分得 ９２ ５０ 亿 ｍ３ 水量， 此外下游流域

还可额外得到至多 １２ ３０ 亿 ｍ３ 水量。 由于流域绝大多数水量产自上游， 这相当于对上游的下泄水量做了规

定， 下泄水量以立佛里站（图 １）为计量基准。 考虑到径流的年际丰枯差异， 契约规定水权分配量以 １０ 年为

一单元进行核准， 即上科罗拉多河流域 １０ 年内通过立佛里站的多年平均水量应达到 ９２ ５０ 亿 ｍ３。
１９２２ 年契约虽未将墨西哥纳入协议， 但规定今后如与墨西哥之间产生水权分配， 应由上、 下游流域共

同承担。 １９２２ 年契约是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的里程碑， 其效力一直贯穿此后的水权分配各条约中。
２ ２　 １９２８ 年博尔德峡谷工程行动

表 １　 １９２８ 年下科罗拉多河流域水权分配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２８

州名 分配方案 ／ 亿 ｍ３ 占下游总水量比例 ／ ％

内华达 ３ ７０ ４ ００

亚利桑那（下游部分） ３４ ５８ ３７ ３０

加利福尼亚 ５４ ２７ ５８ ７０

共计 ９２ ５０ １００ ００

为保障 １９２２ 年契约有效执行， 美国联邦政府于

１９２８ 年推出了博尔德峡谷工程行动（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ａｎｙ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ｃｔ）。 该行动对下科罗拉多河流域所分配的

９２ ５０ 亿 ｍ３ 在各州之间的水权分配进行了细化， 具体

分配结果参见表 １。
此外方案还规定， 亚利桑那州可得到每年多余水

量的 ５０％。 从上述分配来看， 该水权分配方案的主要

依据是各州流域面积。 考虑到下游来水过程受径流不确定性和上游下泄径流过程影响较大， 所规定 ９２ ５０ 亿

ｍ３ 可以在 １０ 年内随上游径流过程而浮动。
为了调蓄时空分布不均的下游水资源， 博尔德峡谷工程行动另一重要举措是授权建设一系列下游水利工

程， 其中包括胡佛大坝和全美运河（Ａｌｌ⁃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ｎａｌ）。 胡佛大坝位于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交界处， 水库

（密得湖， Ｌａｋｅ Ｍｅａｄ）库容 ３４５ ００ 亿 ｍ３， 约为科罗拉多河整条河流 ２ 年径流量， 大大保障了流域各州水资

源供给的可靠性， 并在防洪、 发电、 生态和旅游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５］。 全美运河沿美墨边界而建，
为美国境内南加州提供水资源， 全长 １３０ ｋｍ， 流量可达 ７４０ ｍ３ ／ ｓ， 灌溉面积达 ２５ 万 ｈｍ２。 自建成运行后，
边界两侧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地貌： 美国境内农业生机勃勃， 而墨西哥一侧干旱荒芜。 图 ２ 为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ＮＡＳＡ）拍摄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的美墨边境两侧卫星图片［１６］。
博尔德峡谷工程行动从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两方面细化并保障了美国境内科罗拉多河流域水权分配，

使科罗拉多河流域用水冲突得到了一段时间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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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美墨边境两侧农业发展对比

Ｆｉｇ 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Ｍｅｘｃｉｏ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２ ３　 １９４４ 年美墨水权分配条约

１９４４ 年， 美国联邦政府和墨西哥政府签署了 《美国和墨西哥关于利

用科罗拉多河协议》 （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协议规定美国

每年应向墨西哥提供 １８ ５ 亿 ｍ３ 水量， 同时墨西哥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额外用水量。 考虑了来水不确定性对下游墨西哥的影响， 条约规定在丰

水年份， 美国出境至墨西哥的水量不得高于 ２０９ ７０ 亿 ｍ３； 在枯水年份，
如不能满足墨西哥 １８ ５０ 亿 ｍ３ 水权， 则美国境内用水量也应削减相应

比例［３］。 １９４４ 年条约和 １９２２ 年条约是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史上的两大

里程碑， 这是科罗拉多河首次签署的国际水权分配条约， 并一直沿用至

今， 后续的水权分配均在 １９４４ 年条约框架下执行。
１９４４ 年条约看似通过立法给予下游墨西哥水权保障， 但相对于科罗

拉多河平均径流（立佛里站）１８５ ００ 亿 ｍ３ 而言， 下游墨西哥仅得到了流

域 １０％的水量， 且在枯水年无法保障。 美国位于流域上游， 为获取最大

程度的水资源利益， 在此次水权分配中极力主张上游优先， 而当时墨西

哥国内并未形成充分用水能力， 这一条约当时看似能够满足墨西哥境内

流域用水， 但数十年后墨西哥境内农业发展深受该条约所规定的水资源

量限制， 并衍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
２ ４　 １９４８ 年上科罗拉多河流域水权分配条约

至此， 科罗拉多河上、 下游水权及下科罗拉多河流域内各州水权均

已分配， 但上游各州一直未对 ９２ ５０ 亿 ｍ３ 水权进行分配， 主要原因是上游流域内用水量一直远低于所分配

量， 立佛里站下泄水量大部分年份均高于 １９２２ 年规定水量。 随着二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上科罗拉多河

流域内用水量逐年大增， 上游各州一方面为明确各自水权， 一方面担心由于下游用水过多今后要求更多水

权， 于 １９４８ 年进行了水权分配。 与此前的水权分配形式不同， 此次分配细则为： 亚利桑那州（上科罗拉多河

流域部分）首先分得 ０ ６２ 亿 ｍ３， 其余科罗拉多州、 新墨西哥州、 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分别分配每年剩余水量

的 ５１ ７５％、 １１ ２５％、 ２３ ００％和 １４ ００％［３］。 协议同时规定， 若某州用水量高于所分配水量， 则应在 １０ 年

内减少用水量， 以满足 １９２２ 年所规定的立佛里站下泄流量要求。
１９４８ 年水权分配方案的最大特点是首先将亚利桑那州所分配的固定水量除去后， 对其他 ４ 州按照每年

剩余水量按比例分配， 按比例分配的方法将来水的年际变化因素分配给了各州共同承担， 减少了因径流不确

定性而引起的水资源冲突。 采取按比例分配而非按绝对水量分配的主要原因在于受径流丰枯波动的影响， 上

游各州并不确定在每年扣除留给下游的水资源后， 具体还能余留多少水资源； 另一方面， 上科罗拉多河流域

常年无法用尽其所分配的水资源， 在此情况下采用比例分配更为合理， 虽然实际用水量较少， 但各州能够明

确各自每年所拥有的水权上限， 更好地规划用水。
２ ５　 １９５６ 年科罗拉多河蓄水计划行动

为落实 １９４８ 年上科罗拉多河流域水权分配协议， 同时提高科罗拉多河的径流调节能力， 美国垦务局于

１９５６ 年针对上游流域规划了一系列包括发电、 供水和防洪功能的大型水利工程， 称为科罗拉多河蓄水计划

行动（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ｃｔ）。 行动包括 ４ 座大型水利工程： 韦恩阿斯皮诺尔大坝（Ｗａｙｎｅ Ｎ． Ａｓｐｉ⁃
ｎａｌｌ Ｕｎｉｔ）、 佛莱明乔治大坝（Ｆｌａｍｉｎｇ Ｇｏｒｇｅ Ｕｎｉｔ）、 纳瓦霍大坝（Ｎａｖａｊｏ Ｕｎｉｔ）和格兰峡谷大坝（Ｇｌｅｎ Ｃａｎｙｏｎ Ｕ⁃
ｎｉｔ）以及 ２２ 项配套工程， 形成了一套规模巨大的系统。 此次行动工程总蓄水量达 ４１９ ００ 亿 ｍ３， 远超每年所

需分配至下游的水量 ９２ ５０ 亿 ｍ３。
在此次行动中， 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是位于亚利桑那州北部的格兰峡谷大坝， 其所形成的水库鲍威尔湖

（Ｐｏｗｅｌｌ Ｌａｋｅ）库容 ３３０ ００ 亿 ｍ３， 占系统总蓄水量的 ６４％。 水电站装机容量 １３０ 万 ｋＷｈ， 占系统总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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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６４％， 大坝还兼具防洪、 旅游等综合利用功能。
１９５６ 年的水利工程建设不仅大大增加了科罗拉多河的径流调节能力和防洪能力， 同时为美国西部尤其

是下游加利福尼亚州提供了高达 １８１ 万 ｋＷｈ 的电力装机容量； 此外， 随着格兰峡谷大坝等工程建成， 美国

中西部荒芜人烟的沙漠成为了著名旅游胜地， 工程带来了巨大的旅游经济效益。
２ ６　 １９７０ 年科罗拉多河水库联合运行协议

１９６８ 年， 科罗拉多河流域工程行动（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ｃｔ）进一步建设了以亚利桑那中部工程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为主的一系列引水供水工程， 至此， 科罗拉多河及其干流上的大坝已经超过 １００ 座，
库容规模、 发电装机和调节性能巨大， 而这些工程实际效益的发挥亟需统一优化的运行方式来实现。 因此，
美国政府于 １９７０ 年颁布水库联合运行协议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重点对上游控制性工程格兰峡谷大坝和下游控制性工程胡佛大坝的运行方式进行了规定： 格兰峡谷大坝的运

行方案主要是满足 １９２２ 年条约中关于下科罗拉多河流域年均 ９２ ５０ 亿 ｍ３ 的水权分配目标； 胡佛大坝的运行

方案主要是满足 １９４４ 年条约中关于墨西哥年均 １８ ５０ 亿 ｍ３ 的水权分配目标。
２ ７　 水质控制协议： １９７３ 年 ２４２ 号法案及 １９７４ 年盐碱控制行动

科罗拉多河水资源 ８０％用于农业灌溉， 巨大的蒸发量导致河流的盐碱含量很高， 而该流域农田土壤中同

样含有大量盐碱， 大量灌溉退水使河流的含盐度进一步增大， 形成恶性循环。 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位于河流

最下游的墨西哥， 过去上游下泄水量有利于稀释盐分，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库拦截， 科罗拉多河墨西哥境内

水量骤减， 美墨边境断面含盐量从年平均 ８００ ｍｇ ／ Ｌ 猛增至 １ ５００ ｍｇ ／ Ｌ， 致使墨西哥灌区的农作物大面积枯

死。 为了解决土地盐碱化问题， 美国先后于 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７４ 年颁布了 ２４２ 号法案并启动盐碱控制计划［１７］，
规定下泄至墨西哥境内的水资源含盐量不得高于 １４５ ｍｇ ／ Ｌ， 并于两国境内共同采取工程措施， 包括建设水

处理厂、 衬砌渠道、 发展滴灌和喷灌、 淡化处理、 将盐度过高的水直接输送入海等。
２ ８　 以市场为主导的新时期水权分配

１９８０ 年以后， 科罗拉多河流域层面的水权分配条约已越来越少， 流域整体依然遵从 １９２２ 年和 １９４４ 年水

权分配条约。 这并不意味着科罗拉多河流域水权分配问题已经完全解决， 相反， 近年来科罗拉多河径流量呈

丰枯交替频发、 总径流量逐渐减少趋势； 同时各州人口急剧增长， 内华达在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０ 年人口增长了

６６％， 达 １９９ 万人； 亚利桑那州人口增长 ４０％， 达 １４６ 万人； 而加利福尼亚州 １０ 年内增加了 ４００ 万人口。
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日益明显， 轻微或中等的干旱就可能带来严重的水量、 水质和生态等多方面问题。 美国垦

务局研究表明， 当科罗拉多河径流量减少 ２０％时， 水库的蓄水量将减少 ６０％～７０％， 同时美墨边界的水体含

盐量将增加 １５％～２０％。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 美国政府对科罗拉多河的关注点由水量转向生态环境方面， １９９２ 年颁布了大峡谷保

护法（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ｙ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详细规定了大峡谷大坝在平衡供水、 发电、 环境、 野生动物保护、 国家

公园及旅游等功能上应遵守的运行规则； １９９６ 年进一步推出了格兰峡谷协调管理项目（Ｇｌｅｎ Ｃａｎｙｏｎ Ｄａｍ Ａ⁃
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通过对格兰峡谷大坝的调节作用， 推动建立流域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

几十年前的水权分配方案完全无法满足迅速扩张的城市群如凤凰城、 丹佛、 拉斯维加斯、 洛杉矶和圣迭

戈等用水， 相对于流域自然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 流域水权分配条例反而鲜有更新，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灵活

多元的水权转让、 水市场和水银行等。 由于科罗拉多河流域保护农业的政策， 灌溉用水和城市用水价格相差

数倍， 在此背景下， 水权转让作为一种新型市场化机制开始逐步补充并主导已有的水权分配行政条约。 目

前， 科罗拉多河已有加利福尼亚州帝王谷至圣迭戈水权转让、 欧文谷至洛杉矶、 丹佛、 拉斯维加斯和凤凰城

等城市水权转让和不计其数的中介公司、 水银行等分布式交易。
综上， 科罗拉多河流域水权分配历程中的重要条约及事件可归纳为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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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科罗拉多河流域水权分配重要条约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时间 条约 ／ 协议名称 目的 条约 ／ 协议内容 意义

１９２２ 科罗拉多河契约
改变长久以来流域无序用水
冲突

确定上、下科罗拉多河流域范围并分配
各自水权

首次立法明确科罗拉多河流域水
权分配

１９２８ 博尔德峡谷工程
行动

保障 １９２２ 年条约的顺利实施
下游流域各州水权分配及配套水利
工程

采用工程措施及非工程措施进行
径流调节

１９４４ 美墨水权分配条约 解决流域美墨两国水权问题 将 １８ ５０ 亿 ｍ３（１０％水量）分配给下游
墨西哥

在霸权主义思想下解决美墨水权
问题

１９４８ 上科罗拉多河水权
分配条约

在 １９２２ 年条约框架下细化上游
水权

对流域上游 ５ 州进行水权分配
采用绝对值和比例的方式明确了
上游各州水权

１９５６ 科罗拉多河蓄水行
动计划

保障 １９４８ 年条约顺利实施
在上游建设了一系列大型综合利用水
利工程

发挥了深远的防洪、 蓄水、 发电、
旅游效益

１９７０ 科罗拉多河水库联
合运行协议

对上下游水利工程进行联合
调度

对格兰峡谷大坝和胡佛大坝两大控制
性工程运行方式进行统一规划

优化大型水利工程运行方式， 保
障 １９２２ 年和 １９４４ 年条约实施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４

２４２ 号法案 ／ 水质控
制协议

上游过多水利工程造成下游水
质严重恶化

规定出境断面含盐量上限， 并采取工
程措施降低盐碱化危害

采用工程措施和行政措施挽救河
流过度开发带来的水质问题

１９９１ 加利福尼亚州 “水
银行” 解决突发尖锐的城市缺水问题

建立低价的农业用水和紧缺高价的城
市用水缺口之间交易的平台

以更加灵活的机制实现水资源合
理优化配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水权分配条约是流域管理的重要主体， 但其在实施过程中离不开工程措施的保障和调

节， 几乎每一次水权分配都会授权一批蓄水工程、 引水工程和发电工程等。 而巨型工程建成后， 其运行管理

和引发的环境问题又需要水权分配等管理手段来解决， 二者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 这种规律对于中国评估水

利工程措施的影响、 建立健全水权市场具有借鉴意义。

３　 亚利桑那州在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中的角色分析

亚利桑那州位于科罗拉多河流域内的中心地带， 州内气候干旱少雨， 地表水资源匮乏， ７ 月份蒸发量高

达 １８５ ００ 亿 ｍ３， 州府凤凰城年降雨量不足１５０ ｍｍ。 因此， 在历次水权分配中， 亚利桑那州对水权的立场和

态度均十分坚定。 在 １９２２ 年水权协议中， 亚利桑那一度拒签契约； 在 １９２８ 年下游各州水权分配中， 亚利桑

那州在额定 ３４ ５８ 亿 ｍ３ 分水量的基础上， 还额外获得了每年多余水量的 ５０％； 在 １９４８ 年上游各州水权分配

中， 亚利桑那州是唯一按照固定水量分配水权的州， 即每年所得水量不受来水丰枯影响， 此外， 也是唯一同

时参与科罗拉多河上、 下游水权分配的州。 从这些可以看出， 亚利桑那州非常依赖、 重视并积极争取科罗拉

多河水权。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亚利桑那州工农业发展迅速， 人口急剧增长， 用水量进一步增加， 地下水开采曾一

度达到 ３７ ００ 亿 ｍ３， 占总供水量的 ６０％， 而地下水年补给量仅有 ８ ６０ 亿 ｍ３， 每年超采达 ２８ ４０ 亿 ｍ３， 引

发了一系列社会、 经济和环境问题。 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科罗拉多河水权代替地下水超采， １９６８ 年科罗拉

多河蓄水计划行动中签署了亚利桑那中央工程计划。 该工程于 １９７３ 年开工， １９９３ 年投入使用， 是贯穿亚利

桑那州中南部的长距离调水系统， 也是迄今为止美国水利工程史上规模最大、 费用最高的工程。 工程全长

５４１ ｋｍ， 设计年引水量 １８ ５０ 亿 ｍ３， 为亚利桑那州 ４０ 万 ｋｍ２地区提供农业和城市用水， 同时兼具防洪、 生

态、 娱乐、 养殖和航运等综合功能。 在中央工程建设之前， 亚利桑那州下游地区仅可使用约 １２ ３０ 亿 ｍ３ 水

量， 占其所分配水权 ３４ ５８ 亿 ｍ３ 的 ３５ ５７％， 地下水超采严重； 中央工程投入运行后， 下游引水量逐年上

升， 州内地下水位明显回升。
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作为下游区域两大用水大户， 水权之争一直持续数十年。 加利福尼亚州曾以

亚利桑那州中部工程引用了科罗拉多河支流水资源、 认为该部分也应计入其所分配的水资源量中为由， 将亚

利桑那州告上法庭。 １９６３ 年美国最高法庭驳回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起诉， 判决亚利桑那州有权使用尚未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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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拉多河干流的支流水资源， 亚利桑那州进一步争取了自身的水权利益。 亚利桑那州在历次水权分配中均

态度强势， 对外积极争取水资源、 对内大力采取工程措施消纳水资源， 为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

保障。

４　 加利福尼亚州水权市场的兴起和发展

一直以来， 科罗拉多流域上游各州常年未能用尽 １９４８ 年条约中各自分配水量， 这部分水资源流向下游，
位于下游的加利福尼亚州受益于此， 其实际用水量远高于 １９４４ 年所分配额度 ５４ ２７ 亿 ｍ３， 多年平均实际用

水量约为 ６２ ００ 亿 ｍ３， 其中 ５０％以上的水量均被分配至帝王谷用于农业灌溉。 联邦政府给予灌溉用水最高

的优先权和大量补贴， 这种制度造成了大量灌溉水资源浪费， 农民对节水灌溉缺乏动力； 另一方面， 工业、
城市和环境用水价格高昂并得不到保障， 随着南加州城市群如洛杉矶、 圣迭戈等迅速发展， 水资源日益成为

威胁经济社会的瓶颈， 以政府主导的水权分配局限性开始凸显。 此时， 水银行、 水权市场、 水权转让从另一

层面影响着水权分配的实施过程。
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年， 加利福尼亚州经历了持续旱灾， 降雨量仅有正常年份 ２８％， 城市用水受到严重威胁。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于 １９９１ 年成立了 “水银行”， 允许农场主等水权拥有者买入水资源， 并通过水银行和水

利设施售往需水城市。 水银行在 ４５ ｄ 内收到了 １０ ００ 亿 ｍ３ 的售水量， 由于灌溉用水价格低于城市用水， 这

是一项双赢的水权交易行为， 缓解了城市严重缺水的同时， 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 加利

福尼亚州水权交易期货现货市场日益活跃， 在价格杠杆的调剂下， 水资源配置逐步灵活、 优化。
以帝王谷灌区为例， 该灌区每年拥有 ３８ ２５ 亿 ｍ３ 水权， 占加利福尼亚州配额的 ７０％， 然而洛杉矶、 圣

迭戈等城市严重缺水且水价高于帝王谷数倍。 经协商， 洛杉矶提出帮助帝王谷灌区改造节水灌溉设备， 将节

约的水权转让给洛杉矶， 这样洛杉矶可从中获得每年 １ ３６ 亿 ｍ３ 成本低廉的水资源。 与此类似， ２００３ 年帝

王谷灌区与圣迭戈签署水权转让协议， 每年输送 ２ ４０ 亿 ｍ３ 水量至圣迭戈， 预计至 ２０２１ 年， 圣迭戈 １ ／ ３ 的

用水量将来自水权转让。
水权转让模式使加利福尼亚州逐步减少了超额用水量， 将用水量控制在其分配额内； 对于洛杉矶和圣迭

戈等大城市来说， 用水量得到了可靠保障， 同时水价有所降低； 对于帝王谷灌区来说， 灌溉节水水平从以前

的漫灌显著提高， 同时结余的水量使灌区收入更具保障。 由加利福尼亚州水市场的实践可以看出， 水资源有

着特殊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且外部环境一直在变化， 硬性条约难以兼顾庞大的水资源受众并适应不断发

展的环境， 水权市场在水权分配硬性条约的框架下运行， 通过价格杠杆更好地实现水资源分配帕累托最优，
从微观层面上发挥了水权分配条约难以实现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

５　 结论与启示

科罗拉多河作为美国中西部的生命线， 其水权分配历程是世界范围内水权分配理论和实践的代表性案

例。 本文全面回顾、 梳理了科罗拉多河近 １００ 年历程中的重要条约和相关工程及其联系， 并对水权分配中特

点突出的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了分析。 纵观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和流域水资源管理历程， 从科罗

拉多河水权分配历程中，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１） 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历程是逐渐细化、 从硬性条约走向分布式和市场化的过程。 由上下流域间到

下游各州、 美国墨西哥分水， 再到上游各州， 水权分配总是由用水冲突激烈的地区开始， 逐渐向全流域扩

展， 在此过程中水权主体逐渐细化明确。 在 １９８０ 年之前， 政府频繁颁布硬性条约， 试图解决尖锐的用水矛

盾。 而水权市场和水银行的建立运营使水权分配更加灵敏高效， 在时效迅速、 交易主体分布式的水权市场

中， 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往往得到了及时消纳和解决， 各用水主体由对立走向合作， 体现了灵活的水权市场在

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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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际河流的水权分配与国家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点在美国墨西哥分水中有着显著的体

现。 美国位于科罗拉多河上游， 在水权分配中极力强调产水量大多在美国境内， 推行霸权主义政策， 占尽上

游优势， 极力争夺水资源； 而反观美国处于下游的哥伦比亚河， 美国在与上游加拿大分水时则强调 “水权

公平共享”， 在境内干支流修建了大量巨型梯级水电站群， 尽早大力开发水资源。 中国东北、 西北、 西南地

区国际河流众多、 水资源形势严峻， 把握和总结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近 １００ 年的历程和启示， 对于中国对外

维护争取国家水权利益、 对内优化配置管理水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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