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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变化影响下， 水危机位列未来 １０ 年世界风险之首， 以国际河流区的跨境水纠纷及其导致的地缘战略竞争

最受关注。 科学调控跨境水安全， 保障国家水权益， 面临诸多科学与技术难题。 回顾了国际河流水安全与水权益保障

的研究进展， 判识了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围绕创建全球变化下跨境水资源利益共享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目标，
提出了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技术瓶颈和创新思路； 设置了主要研究目标与内容、 总体方案与技术路线。 这些研

究， 将推进国际河流水科学研究发展， 提升全球变化下中国管控跨境水安全风险、 保障国家水权益的科技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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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２８６ 条国际河流涉及 １５１ 个国家， 其跨境水问题日益突出［１］， 影响到世界 ９０％人口、 ６０％可利用淡

水资源安全［２］。 跨境水安全与国家资源主权、 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及生态安全等密切相关。 跨境水安全成

为全球水安全的中心议题， 对维护世界经济持续发展与和平至关重要［３］。 当前， 水危机被列为未来 １０ 年世

界风险之首， 其中的跨境水纠纷问题最受关注［４］。 为应对气候变暖导致淡水资源日益短缺及其对全球经济

发展的冲击， 需要各国采取措施重新分配水资源［５］。
国际河流水道系统的连通性和河水的流动性导致流域上下游的水资源开发、 保护和管理行为， 都可能产生跨

境影响， 其相关跨境水问题因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地缘安全而敏感。 中国国际河流主要分布在陆疆沿边地区， 其

研究更面临观测资料稀缺和研究基础薄弱的难题。 目前， 国际上也很少从流域尺度开展跨境水文及生态过程对全

球变化的响应规律、 共享跨境水资源的多边利益分配、 基于健康河流与健康经济的跨境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的研

究， 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 中国国际河流区的跨境河川径流量远大于全国用水总量， 分别流向了太平洋、 印度洋

和北冰洋。 特殊的区位使中国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上游国家。 中国冰冻圈（除长江、 黄河源区外）几乎全部

在国际河流区， 跨境水安全受气候变化影响风险高。 改革开放以来， 国际河流成为中国与周边 １８ 个流域国家开展

地缘政治经济合作的主体区。 中国主导的 “一带一路” 倡议， 其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所经过的地区也几乎全在国

际河流区。 受全球变化影响和地缘合作驱动， 中国跨境水安全情势严峻， 解决难度日益增大。
面对全球变化下中国跨境水安全与国家水权益保障面临的挑战， 中国科学家建议， 及时开展跨境水资源

本底与水安全风险、 水资源系统不确定性与气候变化影响、 水分配与合理利用、 综合管理与调控机制等多学

科交叉研究［６］， 创建全球变化下跨境流域水资源利益共享理论与方法体系， 以推进国际河流水科学研究的

发展， 为跨境水资源合理利用及水安全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１　 国内外研究进展

分析近 １５ 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国际河流与跨境资源环境领域的 ３３９８ 篇 ＳＣＩ ／ ＳＳＣＩ 收录论文［７］， 表明： 与前

１０ 年相比， 近 ５ 年该领域的研究得到快速发展；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国际河流水文⁃水生态⁃水环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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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跨境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等是本领域研究的前沿； 跨境水纠纷、 水分配与利用则是研究的热点； 跨境水资

源多级权属、 水权益划分原则、 公平合理利用模式以及跨境生态安全、 跨界含水层、 国际水争端解决机制

等， 是当前研究的难点； 跨境水⁃粮食⁃能源的关联研究是当前的主要发展趋势。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国际河流的研究取得快速发展， 近 ５ 年来， 公开发表论文数量已从世界排名第 ８ 上

升到第 ２［７］。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综合性跨境问题。 如在区域层面上， 通过分析国际河流受气候变化、 梯级水

电开发、 跨境基础设施（公路、 铁路、 航道、 油气管道）建设和土地开发等驱动相关的跨境水与生态问题，
从梯级水电生态调度、 跨境生态安全屏障构建、 跨境生态补偿机制创建等多尺度， 提出了中国跨境水安全与

生态安全调控的新范式［８］。
实现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公平、 合理分配是解决跨境水冲突的核心。 传统的跨境水分配， 重点关注流域国

家之间的水量分配［９］。 从流域尺度进行跨境水分配， 通常要求从最基本的社区和最小的生态环境用水到全

流域用水， 逐级满足目标， 递进求解［９］。 水权界定与水权交易， 是实现水资源分配和利益共享的前提， 但

现有水权研究较少考虑生态环境的影响， 未来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定量研究［１０］。 回顾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的

历程表明［１１］， 跨境流域水权的保障， 不仅要综合权衡流域的资源环境本底、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生态影响

等非工程条件， 更要考虑工程措施的关键调控作用。 例如， 为了应对下湄公河流域特别是湄公河三角洲的严

重干旱，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９ 日至 ５ 月 ３１ 日， 中国通过澜沧江景洪电站分三期向下湄公河紧急补水１２６ ５ 亿ｍ３。
据中国水利部和湄公河流域委员会的联合专家组评估［１２］， 应急补水使下湄公河干流沿程水位抬高０ １８～
１ ５３ ｍ， 流量增加 ６０２ ～ １ ０１０ ｍ３ ／ ｓ， 湄公河三角洲最大含盐量下降了 ９％ ～ ７８％。 其中， 第一次补水

６１ ００ 亿ｍ３（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４ 月 １０ 日）， 其在干流各水文站断面的流量增幅为： 景洪站 ４７％， 清盛站

４４％， 廊开站 ３８％和上丁站的 ２２％。 这表明， 梯级水电工程对跨境水安全调控和共享水利益分配效果明显。
河流水文、 生态变化直接影响跨境流域国家间的水分配、 水利益共享和地缘合作。 重新明晰和优化调配流

域径流过程、 生态需水过程和供水过程， 成为跨境水安全科学调控与国家水权益保障面临的新挑战。 但目前的

水利益分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诸多研究空白［１３⁃１４］。 Ｓａｄｏｆｆ 和 Ｇｒｅｙ［１５］ 提出了国际河流合作利益共享框

架， Ｒａｉ 和 Ｓｈａｒｍａ［１６］基于该框架的应用提出了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利益共享的思路； Ａｒｊｏｏｎ 等［１７］回顾了跨境流

域水利益共享研究的发展历程， 提出了流域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跨境水利益共享的思路和可使用的方法。
全球变化趋势下， 面对跨境水资源脆弱性与跨境水安全风险日益突出的问题， 国际水法体系面临诸多挑

战。 现有国际水法规则体系研究， 较少考虑全球变化的影响以及带来的风险。 在跨境流域水利益共享和跨境

生态补偿方面， 现行国际法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则、 习惯法规则或系统的理论， 成为国际河流上下游国家间水

资源合作利用、 保护和管理面临的关键制约因素， 也是国际水法面临的最大挑战［１４］。
总之， 国际上对跨境水资源利益共享与分配的研究， 还没有提升到将跨境流域作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

系统整体的高度， 以综合评估跨境水资源多目标价值和综合权衡流域国家的多边水利益， 已有一些研究成

果， 但缺乏实践案例［１３］。 中国的相关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明显差距， 总体表现在： 对国际河流水资源

与生态环境的研究滞后于内河流域， 缺乏跨境合作研究； 跨境水资源家底不清， 缺乏战略性的适应对策和措

施等， 导致跨境水安全调控科学基础和技术支撑能力薄弱， 在国家水权益保障中处于被动。
因此， 选择受气候变化和水电工程等驱动强烈、 跨境水安全问题突出、 国家跨境水资源合作需求重大的澜沧

江⁃湄公河为案例， 及时开展适应全球变化的 “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 研究， 通过揭示跨境流域水文变

化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及其生态影响， 研发基于多级权属的跨境流域水资源多目标分配技术体系与水安全科学调控

平台， 提出跨境流域水利益协调与权益保障机制， 创建全球变化下跨境流域水资源利益共享理论与方法体系， 对

促进跨境水资源科学发展、 提升跨境水安全风险管控和国家水权益保障的科技支撑能力等， 至关重要。

２　 研究关键问题、 技术瓶颈、 目标与内容

２ １　 关键科学问题

（１） 跨境流域水文生态过程变化的区域响应规律及量化表达。 跨境流域水文生态过程对气候变化、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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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电开发和地缘合作驱动的区域响应规律及量化表达， 是揭示流域水循环演变规律和进行水安全科学调控

的前提。 需要在多源信息融合基础上分析流域内气候和人类活动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利用分布式流域水文模

型模拟跨境流域水文过程， 揭示流域水文生态过程变化的区域响应规律。
（２） 跨境流域水资源多级权属、 多目标利用与多边利益分配的耦合关系及关键阈值。 解决该关键科学

问题， 需要依据国际河流水资源共享原则 （共有⁃共享）、 公平利用原则 （利用⁃保护） 和不构成利益损害原

则 （增益分配权和减少或防止负面效应的义务） 等国际水法规则， 结合跨境水资源的自然和社会属性， 建

立基于跨境流域水资源在时间、 空间分布上多尺度和多层次特性以及在所有权、 利用权和分配权上多维特征

的多级权属体系， 识别流域各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多目标需求特征， 明晰不同利用目标间

的相互影响关系。 据此构建跨境流域 “水⁃能源⁃食物⁃生态” 多维关系模型， 识别跨境流域各国多级权属主

体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多目标之间的耦合互馈机制， 确定基于利益共享的跨境流域水资源安全调控阈值。
（３） 连接型多国河流水资源跨境补偿机制。 跨境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流域国家之间水资源利

用与保护的交互影响关系。 例如， 上游的梯级水电开发可能对下游的鱼类生态系统健康维持产生不利影响，
但梯级水电站的 “蓄洪补枯” 调节效应却对下游的防洪、 灌溉和航运带来增益效应。 基于跨境流域水资源

多级权属体系， 构建跨境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利益共享、 维护水安全的必要条件。 因此， 需要利用跨境流域

水资源多级权属理论、 多目标分配方法和综合模式、 涉水利益影响评估和分享关键技术， 综合权衡跨境流域

“水⁃能源⁃食物⁃生态” 关联关系， 创建国际河流水资源利益共享与权益保障的跨境补偿机制。
２ ２　 关键技术瓶颈

（１） 跨境流域水文生态变化多源信息融合及过程模拟关键技术、 跨境影响评估关键技术。 在跨境流域

尺度上， 各流域国家间的社会、 经济发展层次及其科学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其资源环境观测技术标准不同、
社会经济数据统计规范也各异， 导致流域区基础信息的规范及共享普遍性面临挑战。 现代地球系统空间信息

科学技术的发展， 成为解决这些挑战、 打破信息隔阂的有效手段。 因此， 需要开展多源信息融合技术研究，
集成研发适用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季风交汇、 复杂下垫面和梯级电站） 的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２） 跨境水资源多级权属界定及多边利益分配关键技术。 诸如澜沧江⁃湄公河这样大尺度的连接型国际

河流， 由于流域上下游之间及流域国家间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明显， 不存在普遍可行的水资源分配原

则。 通常各国根据流域各国径流贡献情况、 已有的用水需求情况、 河流的径流特征来进行谈判， 达成具体的

协议。 这需要在技术层面明晰并量化跨境流域 “水⁃能源⁃食物⁃生态” 安全的关联关系， 研发适合跨境流域

水资源价值评估表征指标体系和面向健康河流与健康经济的跨境水资源多目标分配技术体系。
（３） 梯级水库跨境联合调度平台构建及水安全调控关键技术。 目前国内外没有跨境流域多利益主体和

多利用目标的水资源调控集成平台。 因此， 需要依据跨境流域水资源时空分布特征， 评估流域水资源利用目

标及效益的区域分布， 建立 “水⁃能源⁃食物⁃生态” 多维关系模型， 量化多目标利用效益及互馈关系， 以水

资源利用效应评估模型、 Ｎｅｘｕｓ 模型和合作博弈模型为基础， 构建跨境流域水资源综合调控模拟平台， 通过

综合集成， 形成梯级水库跨境联合调度平台。
（４） 跨境流域水权益协调国际规则解析与量化关键技术。 解决该关键技术瓶颈问题， 需要在全球变化

跨境水安全风险分析基础上， 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 目的解释法等方法， 准确解析公平合理利

用、 不造成重大损害、 诚信合作等国际水法规则， 结合澜沧江⁃湄公河多目标水利益分布特征及分配指标体

系， 量化跨境水资源权益协调规则。
２ ３　 主要研究目标与内容

围绕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研究主题和拟解决的上述关键科学问题及关键技术瓶颈， 设置了 ４
个研究目标及其主要研究内容（图 １）。

（１） 揭示跨境流域水文变化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及其生态影响。 主要内容包括： 研发和应用大尺度跨境

流域多源信息融合技术、 适用于 “季风交汇区⁃复杂下垫面” 的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综合构建气候、 水文

和陆面综合信息平台， 辨识跨境流域水文变化时空格局； 揭示径流变化归因并量化表达不同驱动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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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主要研究目标、 内容与关键科学问题及技术难题的关联

Ｆｉｇ １ Ｎｅｘ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差异以及区域响应， 预估未来水文情势及其生态影响； 为跨境水资源多级权属界定、 利益分配和权益保障等

提供科学依据。
（２） 构建基于多级权属的跨境水资源多目标分配技术体系与生态补偿机制。 主要内容包括： 明晰跨境

水资源时空分布特征， 构建多级权属界定及分配、 利益共享与评估的理论方法及指标体系； 提出跨境流域水

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 构建跨境水资源多目标分配技术体系； 基于澜沧江⁃湄公河案例， 提出

不同典型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 探讨符合国际规则下的跨境水利益共享理论和利益评估方法，
提出面向水利益共享的跨境生态补偿基本框架与应用模式； 为水资源综合调控模拟平台、 利益协调与权益保

障机制构建提供技术支撑。
（３） 开发面向多级权属利益主体的水资源综合调控模拟平台。 主要内容包括： 基于跨境流域水资源效

应综合评估技术与利益共享合作博弈机制， 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可供多级权属利益主体进行知识交换与

协商博弈的水资源综合调控模拟平台； 提出基于跨境流域水资源经济效益合理化的典型分配方案集与安全调

控阈值， 为流域梯级水库联合调度方案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原型系统。
（４） 提出跨境流域水利益协调与权益保障机制。 主要内容包括： 通过评价现行国际水法对全球变化适

应性， 研发可行的跨境流域利益共享国际法规则体系； 构建以生态补偿与利益分享、 利益失衡预防与争端解

决为核心的跨境流域水资源利益共享协调机制； 结合创新理论、 方法和案例研究， 构建系统解决跨境水问题

的战略平台， 通过系列咨询报告提供决策支持。

３　 研究思路、 总体方案与技术路线

３ １　 总体思路

针对总体研究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采用跨境流域 “水⁃能源⁃食物（鱼和粮食）⁃生态” 关联研究思路和

“信息融合—权属界定—模型研发—系统集成—综合应用” 技术路线； 应用水科学、 地理学、 大气科学、 生

态学、 法学、 经济学等知识体系， 立足自主创新， 融合集成创新， 回答关键科学问题， 攻克关键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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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面向 “一带一路” 与跨境水安全等重大需求， 提

交决策咨询报告。
３ ２　 总体方案

基于研究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围绕项目研究目标、 研究内容、 关键科学问题、 关键技术及国家重大需

求， 面向 “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 研究主题， 从科学、 技术、 法律和政策等维度， 设置 ４ 个密

切关联的课题进行多学科研究， 其总体研究方案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研究总体方案

Ｆｉｇ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 ３　 技术路线

将上述总体思路和总体方案明晰到研究过程， 形成如下多学科特色的技术路线（图 ３）。 该技术路线， 聚

焦跨境流域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所涉及的关键科学、 技术、 法律政策问题， 结合当前相同领域先进研

究方法， 通过思路、 理论、 技术、 机制创新， 多层次构建跨境流域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的新理论、 新

模式、 新机制。

图 ３　 多学科研究技术路线

Ｆｉｇ 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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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研究展望

（１） 在全球变化及影响日益加强的趋势下， 水危机被列为未来 １０ 年世界风险之首， 以跨境水纠纷及其

导致的地缘战略竞争激化问题最受关注。 与此相适应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国内外基础均较薄弱。 作为发育了

亚洲主要国际河流的上游国家， 中国及时领衔创建适应全球变化的 “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理论

与方法体系”， 将推进国际河流水科学研究发展， 提升全球变化下管控跨境水安全风险、 保障国家水权益的

科技支撑能力。
（２） 开展适应全球变化的跨境水安全、 水利益共享及权益保障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 需要有新的视野

和创新思路。 本文提出了三点创新思路： 按跨境流域水文过程多因子驱动与区域响应— “水⁃能源⁃食物⁃生
态” 耦合—多目标利用与利益共享—跨境生态补偿的关联研究； 按流域 “水资源总量、 可利用量、 可分配

量” 重新界定跨境水资源多级权属体系； 按 “水量、 水能、 水质” 综合权衡跨境水资源多目标服务价值与

多边利益分配的耦合关系、 关键阈值与分配模式。
（３） 开展以澜沧江⁃湄公河为案例的 “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 研究， 从填补区域研究空白到

自主知识产权产出等多方面， 将取得多项特色鲜明的创新成果： 从全流域揭示跨境水文过程对全球变化多因

子驱动的响应规律及生态影响机制； 创建跨境流域水资源多级权属界定与多边利益分配的理论体系； 创建耦

合多级权属和多目标优化利用的跨境流域水资源科学调控技术体系 ／平台； 创建以适应全球变化的国际水法

规则体系和跨境生态补偿为核心的跨境流域水权益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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