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８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７ ０３ ０１７

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研究综述

宋健峰１，２， 王玉宝３， 吴普特１，３

（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２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 推行节水灌溉技术的节水效果可能被产出增长带来的新增用水抵消， 甚至出现用水有增无减的现象， 表现

为灌溉用水的反弹效应。 目前有关灌溉技术节水效果的研究已有丰富成果， 但关于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研究还缺

乏系统梳理。 从灌溉用水反弹效应概念内涵、 灌溉用水特性与节水的尺度效应、 灌溉用水反弹机制以及反弹程度 ４
个角度综述相关文献。 灌溉过程中的水量转化、 水分消耗及用水效率评价非常复杂， 对灌溉用水反弹的研究还需

进一步深入。 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 ① 灌溉用水反弹的定义， 如区分水文反弹和经济反弹， 区分用水反弹和

耗水反弹， 区分一般反弹效应和回火效应（大于 １００％的反弹）； ② 灌溉用水反弹的作用机理和控制路径； ③ 设计

合理的方法实证计算反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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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资源消耗量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增加， 预计未来还将继续增加［１］。 考虑到不断增长的工业、 生

活和生态用水需求以及气候变化， 水管理者断言“水危机”的存在， 并寻找减少水资源消耗的途径。 农业作

为最大的用水部门， 是主要的节水对象［２⁃３］。 发展节水技术、 提高灌溉效率作为控制农业用水最有效的方法

之一， 得到了广泛关注。 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普遍认为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可节约大量水资源［４⁃５］。 然

而， 在过去几十年里， 很多地方实践发现灌溉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 灌溉用水还在持续增长［６］。 在水资源

相比土地资源更为稀缺的区域（如中国西部、 北部）， 高效的灌溉技术使同样产出用水更少， 农户会倾向于

扩大灌溉面积以增加产出和收入［６］。
效率提高的节约效果无法完全实现的现象在资源利用领域具有普遍性， 最先被研究能源的学者关注。

１８６６ 年， Ｊｅｖｏｎｓ［７］发现更高效的蒸汽机降低了煤炭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煤炭价格， 最终反而增加了对煤炭的

需求（“杰文斯悖论”）。 Ｋｈａｚｚｏｏｍ［８］和 Ｂｒｏｏｋｅｓ［９］提出“反弹效应”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 认为能源效率提高会

导致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反过来使能源消费增加， 即 Ｋｈａｚｚｏｏｍ⁃Ｂｒｏｏｋｅｓ 假说。 此后学者从理论上对反弹效应

进行了广泛讨论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反弹效应的存在［１０⁃１１］。
灌溉效率提高的节水效果也可能被产出增长带来的新增用水抵消， 表现为灌溉用水的反弹效应。 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和欧盟相关报告已对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存在做出警示［１，１２］。 中国农业生产实践中也存在用水反

弹现象， 如“节水型社会用水总量增加”、 “节水增粮刺激灌溉用水总量增加”等问题。 反弹效应对节水政策

的有效性产生极大影响， 深入认识灌溉用水反弹效应对于切实节约中国农业用水量、 揭示并解决缺水地区节

水困境有重要价值。
学者们很早就关注到不同尺度的节水潜力存在差异［４，１３⁃１５］， 发现高效灌溉技术耗水更多［１６］。 很多学者在

对灌溉技术节水效果的研究中也观察到农户用水行为的调整带来灌溉水需求增加的问题。 但直到最近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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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文献［２， １７⁃２１］。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灌溉技术改进节水效应的相关文献， 讨论灌溉

用水反弹效应的特殊性和作用机制， 综述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 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 展望今后需加强研究的重要方向， 为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研究和节水实践提供参考。

１　 灌溉用水反弹效应概念

目前定义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文献很少， 虽均认为灌溉用水的反弹与能源反弹类似， 但具体定义存在差

异。 一种观点强调高效灌溉技术的节水效果被新增用水部分抵消即构成反弹［２，１７，２０］，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灌

溉技术改进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总用水 ／耗水的现象称为反弹效应或杰文斯悖论［１８，２１］。 国内学者佟金萍等［２２］在

研究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时均提到技术进步会引起灌溉用水的反弹效应， 虽未进行具体分析， 但属于第一种

观点。 明确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定义有助于理清这两种观点的内涵。
参考能源反弹［２３⁃２４］， 灌溉用水反弹效应概念式如下：

Ｒ ＝
Ｓｅ － Ｓａ

Ｓｅ

× １００％ ＝
Ｗｒ

Ｓｅ

× １００％ （１）

式中： Ｒ 为灌溉用水反弹效应； Ｓｅ为灌溉技术升级后的预期节水量； Ｓａ为实际节水量； Ｗｒ ＝（Ｓｅ－Ｓａ）为反弹用

水量， 指灌溉效率提高后， 因为产出增加导致的新增用水量。
可以根据反弹效应的大小对灌溉用水反弹效应进行分类（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 节水的理想状况是零反

弹， 即预期节水完全实现。 介于 ０％～１００％之间的反弹意味着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节水目标， 有部分节水被

表 １　 灌溉用水反弹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ｂ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类型 Ｒ ／ ％ Ｓａ与 Ｓｅ的关系 Ｗｒ与 Ｓｅ的关系

回火 Ｒ＞１００ Ｓａ＜０ Ｗｒ＞Ｓｅ

完全反弹 Ｒ＝ １００ Ｓａ ＝ ０ Ｗｒ ＝Ｓｅ

部分反弹 ０＜Ｒ＜１００ ０＜Ｓａ＜Ｓｅ ０＜Ｗｒ＜Ｓｅ

零反弹 Ｒ＝ ０ ０＜Ｓａ ＝Ｓｅ Ｗｒ ＝ ０

新增用水抵消。 如果新增用水量超过预期节水量， 会

发生大于 １００％的反弹， 也称为“回火现象”， “杰文

斯悖论”本质上是指回火而非一般的反弹效应。 目前

对灌溉用水反弹效应定义的第二种观点将用水增加视

为反弹， 是第一种观点所指的反弹效应超过 １００％的

特殊情形。 事实上， 即使用水量没有增加， 预期节水

量被部分抵消的情形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目前

大多对能源反弹效应的计算结果都小于 １００％［２５⁃２６］。

２　 灌溉用水特殊属性与节水的尺度效应

灌溉过程中的水量转化、 水分消耗及用水效率远比能源消耗复杂， 决定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两个关键变

量———灌溉效率和用水量的定义会因为研究视角和尺度的不同产生差异。 水文学家很早就观察到不同尺度上

的效率和节水评价存在差异， 主要原因在于可重复利用回流和渗漏的存在， 或“用水”与“耗水”的区别［２７⁃２８］。
２ １　 灌溉用水特殊属性

灌溉用水的特征是灌溉并没有消耗全部的取用水， 未消耗的部分通过径流和排水回流至地表水体， 或补

给地下蓄水层［２９］。 要研究灌溉用水反弹效应， 需要区分用水和耗水［１９］。 Ｐｅｒｒｙ［３０］ 提出， 用水最终转化为 ４
种形式： ① 有益蒸散； ② 无益蒸散； ③ 不可回收的回流和渗漏； ④ 可回收的回流和渗漏； 前 ３ 个部分为

耗水。 在田间尺度被视为损失的不可回收回流和渗漏， 在灌区和流域尺度或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可能被重复

利用［１３，３１］。
实践中存在诸多灌溉效率评价指标， 包括灌溉水利用系数（ ＝ ［田间蒸散量＋深层渗漏量（水田）］ ／取水

量）、 水分生产率（ ＝产值 ／单位毛灌溉水量或净灌溉水量）、 水分利用效率（ ＝作物经济产量 ／田间蒸散量）
等［３２］。 对于不同空间尺度或研究需要， 同一指标的计算方法也存在诸多差异。 国际水管理研究院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ＷＭＩ）将灌溉效率评价指标分为 ３ 类： ① 水分生产率； ② 总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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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指标； ③ 水分有益消耗比例指标。 无论哪一种效率指标， 效率提高意味着同样的产出用水或耗水更少。
然而回流带来重复用水的存在导致流域尺度的灌溉效率不同于田间尺度， 需要被重新定义［３３］。 基于此， 很

多学者推荐用水账户方法评价用水效率［１６］。
２ ２　 节水的尺度效应与灌溉用水反弹

节水的含义也依赖于研究对象的尺度， 提高灌溉效率的节水效果因为研究尺度不同存在差异［４］。 贾绍

凤［２８］研究发现， 提高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能否节约水资源取决于渠系渗漏水的去向， 当渠系渗漏水全部得

到重新利用时， 提高渠系有效利用系数的节水量等于零。 雷波等［３４］ 区分用水和耗水， 得出同样结论， 认为

节水灌溉工程措施的节水潜力很大， 但主要是毛节水量， 而净节水量的节水潜力不大。 学者们还进一步分析

了各效率指标和节水的尺度变化规律［３５⁃３７］。
当节水措施旨在减少灌溉水的田间损失时， 理论上节约的水并没有形成新的供水， 而是在更大尺度上不

同用水户间的重新分配［３８］。 更重要的是， 高效的灌溉技术如喷灌、 滴灌等节水的同时会增加产出， 而增产

意味着耗水更多［１３］。 因此， 提高灌溉效率后， 回流和渗漏减少， 但田间耗水增加， 田间用水可能减少但达

不到预期， 也可能不变甚至增加， 同时流域尺度用水和耗水增加［２０，３９］。 因为高效灌溉措施的增产功能带来

的用水增加现象是水资源特有的， 很多学者将其视为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一种情形［２０，３８］。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不考虑增产效果， 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导致局部区域节水但流域尺度未节水的现象， 是研究尺度差异导

致的， 并没有发生反弹现象， 因为此时流域尺度灌溉效率并没有提高。

３　 灌溉用水反弹机制

３ １　 水文反弹和经济反弹

对于为什么会发生灌溉用水的反弹， 目前研究还未形成一致观点。 Ｃｏｎｔｏｒ 和 Ｔａｙｌｏｒ［３８］将导致反弹的因素

总结为： ① 灌溉技术的特性； ② 灌溉面积增加； ③ 产出增加。 Ｇｍｅｚ 和 Ｐéｒｅｚ⁃Ｂｌａｎｃｏ［２０］将第一个因素称为

水文悖论， 将第二、 三个因素总结为杰文斯悖论。 目前对灌溉用水反弹的来源主要有水文学和经济学两种解

释。 水文反弹是从耗水角度衡量的耗水增加， 建立在节水的尺度效应基础上。 经济反弹建立在对农户用水行

为的分析上， 灌溉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农户的用水成本， 农户会自发地增加灌溉用水以增加产出和收

入［２，２０⁃２１，４０］。 灌溉用水的水文反弹是水资源特有的反弹现象， 而经济反弹与能源反弹具有相似的原理， 目前

灌溉用水反弹的研究往往不作区分。 另外， 虽然大多数学者认同灌溉用水的经济反弹与能源反弹并无本质差

异， 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 对能源反弹机制的论述， 往往以实际价格作为中介， 即能源效率提高后， 能源服

务名义价格不变的前提下， 实际价格降低， 所以能源需求增加［４１］。 同时， 大多能源反弹效应的实证研究使

用价格的需求弹性作为中介变量［４２］。 然而， 目前大多国家的灌溉用水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 不存在完

备的价格机制。 基于此， Ｄｕｍｏｎｔ 等［２９］认为， 反弹效应概念不适合用来分析灌溉技术的节水效果。
然而， 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灌溉用水经济反弹的存在， 农户面对更高效的灌溉技术和相对低廉的

用水成本时会增加灌溉。 包括 Ｄｕｍｏｎｔ 等［２９］也指出对反弹效应的质疑不意味着不承认效率提高后农户行为变

化导致了用水增加。 对灌溉用水反弹机理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 重点包括如何区分水文反弹和经济反弹，
明晰反弹效应作用路径等。 另外， 是否应该把灌溉技术本身导致的耗水增加视为反弹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综合以上分析， 灌溉用水反弹机制框架如图 １ 所示。 Ｙ 为农业产值； Ｕ 为用水量（毛灌溉水量）； Ｃ 为耗

水量（净灌溉水量）； Ｅｕ为单位灌溉用水量经济效益（ ＝农业产值 ／用水量）； Ｅｃ为单位灌溉耗水量经济效益

（ ＝农业产值 ／耗水量）； Ｌ 为田间损失， 在更大尺度可被重复利用的地表径流和深层渗漏； η 为灌溉水利用

系数（ ＝耗水量 ／用水量）； Ｓｅｕ为预期的用水节约量； Ｓａｕ为实际的用水节约量； Ｓｅｃ为预期的耗水节约量； Ｓａｃ

为实际的耗水节约量； Ｒｕ为总用水反弹效应； Ｒｃ为总耗水反弹效应； Ｒｕｈ为用水水文反弹效应； Ｒｕｅ为用水经

济反弹效应； Ｒｃｈ为耗水水文反弹效应； Ｒｃｅ为耗水经济反弹效应。 图 １ 为灌溉系统升级、 灌溉水利用系数提

高后， 田间尺度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一般情形， 虽然列出了耗水反弹的相关计算式供参考， 但因为假设灌溉



　 第 ３ 期 宋健峰， 等： 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研究综述 ４５５　　

措施改进并没有改变耗水水分生产率， 故未发生耗水反弹， 相关计算没有实际意义。

图 １　 灌溉用水反弹框架

Ｆｉｇ 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ｂｏｕｎｄ

灌溉用水反弹是水文因素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都来源于产出增加。 用水和耗水的反弹表现出

不同的结果， 计算用水反弹时使用用水效率和总量指标， 计算耗水反弹时使用相应的耗水效率和总量指标。
比例指标不能直接用来计算反弹效应， 但会产生影响， 旨在减少渗漏， 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的节水措施， 不

能提高耗水水分生产率， 但会提高用水水分生产率， 在农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 不会发生反弹。 如果灌溉技

术有增产的效果， 会发生用水水文反弹。 同时， 由于用水水分生产率提高， 农户实际灌溉成本下降， 受经济

利益激励增加灌溉， 扩大灌溉面积或改变种植结构以增加农业产出， 发生用水经济反弹。 如灌溉措施使耗水

水分生产率提高， 用水水分生产率也会提高（幅度小）， 如果灌溉技术有额外的增产功能（并非来源于耗水水

分生产率提高）， 会发生耗水和用水的水文反弹。 同时因为用水水分生产率提高， 农户用水行为调整会发生

耗水和用水的经济反弹。 流域尺度反弹类似于田间尺度耗水反弹。 现实中用水、 效率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更加

复杂， 反弹效应各环节以及各种反弹效应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３ ２　 反弹的具体原因和控制路径

对灌溉效率提高节水效果的研究， 在发现节水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的同时， 以往研究也讨论了原因。 总结

如下： ① 产出增加导致耗水增加［５，１３，３９⁃４０，４３⁃４５］； ② 种植结构向高耗水作物转变［１３，１９，４３，４６⁃４７］； ③ 增加灌溉定

额［２，１３，１８，３８，４４，４８］； ④ 灌溉面积扩大［１８，２１，４５⁃４６，４９⁃５０］。 其中第 １ 个属于水文因素， 后 ３ 个属于经济因素， 是农户理

性选择的结果［２０，３８，５１］。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和 Ｌｉｎ［２］把第 ２ 和第 ３ 个因素总结为用水强度增强， 把第 ４ 个因素总结为用水

广度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 高效的灌溉系统存在安装成本和运营成本， 会抵消效率提高降低实际成本的作用， 即掩

盖一部分反弹效应。 Ｇóｍｅｚ 和 Ｐｒｅｚ⁃Ｂｌａｎｃｏ［２０］认为灌溉效率提高导致的用水变化除了取决于技术效应和生产

力效应（反弹效应）外， 还取决于成本效应， 成本效应源于高效灌溉技术导致较高的用水成本， 与技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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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将导致用水减少。
学者们进一步讨论了反弹效应发生的条件和控制路径。 Ｂｅｒｂｅｌ 和 Ｍａｔｅｏｓ［２１］ 认为限制灌溉面积扩大可以

控制用水反弹， 限制用水可以控制充分灌溉时的耗水反弹， 但对于亏缺灌溉依然会增加耗水。 Ｂｅｒｂｅｌ 和 Ｍａ⁃
ｔｅｏｓ［２１］对西班牙南部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的案例分析发现没有出现反弹效应。 原因在于农户遵守以下规范：
① 严格限制灌溉面积扩张； ② 用水权减少； ③ 为满足环境目标对节约水的重新分配， 这些条件是避免反弹

效应的关键［１９］。 Ｌｉ 和 Ｚｈａｏ［１７］同样认为限制农户水权可以有效控制反弹效应的发生。

４　 灌溉用水反弹程度

４ １　 模型分析

开发模型研究灌溉效率提高节水效果的相关文献详见表 ２。 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文献用经济或

农业经济模型论证经济反弹的存在， 不关注耗水的变化［２０⁃２１，４９，５２⁃５３］。 另一类文献发现高效灌溉技术本身存在

的耗水增加特性， 使用水文经济模型综合分析水文反弹和经济反弹［５，１８，３８，４４⁃４５，４８，５１］。 其中， Ｄａｇｎｉｎｏ 和

Ｗａｒｄ［５］、 Ｗｈｉｔｔｌｅｓｅｙ［４０］和 Ｈｕｆｆａｋｅｒ［５１］的分析仅揭示了水文反弹的存在，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耗水的变化来研究

环境用水问题［１８，４８］。 绝大多数的研究结论都显示在一定条件下耗水或用水存在反弹， 而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和 Ｄｉｎｇ［５２］

和 Ｇｒａｖｅｌｉｎｅ 等［４９］的分析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表 ２　 建立灌溉用水反弹模型分析的相关文献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ｂｏｕｎｄ

文献 尺度 　 模型形式 模型内容 结论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和 Ｄｉｎｇ［５２］ 流域 风险规划模型
研究灌溉效率对灌溉用水的
影响

用水与效率变化没有单调关系

Ｓｃｈｅｉｅｒｌｉｎｇ 等［４４］ 流域 线性规划模型 研究农户用水行为
真实节水取决于损失的特性、政策设计和
农户行为

Ｈｕｆｆａｋｅｒ［５１］ 流域 数学规划模型
求解农户利润最大化问题，研究
不同情境节水效果

节水潜力取决于效率提高对水的边际生
产力的影响

Ｗａｒｄ 和 Ｐｕｌｉｄｏ⁃Ｖｅｌａｚｑｕｅｚ［４５］
田间和
流域

动态非线性
优化模型

分析节水补贴对灌溉用水和节
水的影响

旨在减少用水的政策在流域尺度增加了
耗水

Ｑｕｒｅｓｈｉ 等［４８］ 流域 数学规划模型
求解政府补贴时农户的利润最
大化问题

政府补贴导致回流减少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Ｇｏｍｅｚ［５３］ 流域 数学规划模型
求解农户效用最大化，评价效率
改进的节水效果

潜在节水被增加的水需求抵消

Ｄａｇｎｉｎｏ 和 Ｗｏｒｄ［５］ 流域 规划模型 求解农户收入最大化问题
补贴滴灌减少了用水量，但增加了作物的
耗水需求

Ｃｏｎｔｏｒ 和 Ｔａｙｌｏｒ［３８］ 田间 水需求函数 评价短期田间需水
效率提高导致耗水增加是农户理性选择
的结果

Ｇｏｍｅｚ 和 Ｐｅｒｅｚ⁃Ｂｌａｎｃｏ［２０］ 流域 水需求函数 分解用水的效率弹性
节水效果取决于技术效应、成本效应和生
产率效应

Ｇｒａｖｅｌｉｎｅ 等［４９］ 流域 线性规划模型 评价灌溉技术现代化的影响
灌溉技术现代化使用水减少，同时灌溉面
积增加

Ｂｅｒｂｅｌ 和 Ｍａｔｅｏｓ［２１］ 流域 规划模型
分析灌水均匀度提高增加用水
和 ／ 或耗水的条件

如果没有土地限制，用水和耗水增加

Ｌｏｃｈ 和 Ａｄａｍｓｏｎ［１８］ 流域 规划模型
研究政府补贴时农户用水行为
变化

激励节水的政策降低了环境用水量

　 　 以上模型分析只有 Ｂｅｒｂｅｌ 等［１９］和 Ｇóｍｅｚ 和 Ｐｒｅｚ⁃Ｂｌａｎｃｏ［２０］明确研究反弹效应， 其中 Ｂｅｒｂｅｌ 等［１９］ 分析的

是回火现象而非一般的反弹效应。 大多数研究并不是把灌溉效率提高作为输入变量， 部分研究比较不同灌溉

技术对用水或耗水的影响［５２⁃５３］； 部分研究考虑节水补贴或灌溉现代化的节水效果， 灌溉效率提高是一个中

间变量［１８，４４⁃４５，４８⁃４９，５１］； 还有学者研究提高灌水均匀度的节水效果［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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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实证分析

通过直接比较或构建仿真模型实证分析节水效果的文献见表 ３。

表 ３　 灌溉用水反弹实证分析的相关文献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ｂｏｕｎｄ

文献 区域 方法 效率提高表现 节水效果

Ｅｌｌｉｓ 等［４６］ 美国 德 克 萨 斯 州 大 平 原
灌区

规划模型 输水管道升级 用水量没有减少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和 Ｄｉｎｇ［５２］ 美国堪萨斯西部 规划模型 升级为喷灌和滴灌
地下水提取量减少， 每英亩灌
溉量增加

Ｗａｒｄ 和 Ｐｕｌｉｄｏ⁃Ｖｅｌａｚｑｕｅｚ［４５］ 新墨西哥南部大象峰灌区 水文经济模型 不同的滴灌补贴水平
田间尺度用水减少， 流域尺度
用水增加

Ｇａｒｃíａ⁃Ｇａｒｉｚáｂａｌ
和 Ｃａｕｓａｐé［５６］

埃布罗河流域 Ｂáｒｄｅｎａｓ 运
河灌区

对比 灌溉效率提高 用水增加 ２６％

Ｌｅｃｉｎａ 等［４３］ 西 班 牙 Ｒｉｅｇｏｓ ｄｅｌ Ａｌｔｏ
Ａｒａｇóｎ 和埃布罗河

水账户方法
灌溉现代化（漫灌升级为喷
灌） 流域尺度耗水和用水都增加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Ｇｏｍｅｚ［５３］ 西班 牙 瓜 达 尔 基 维 尔 河
灌区

揭示偏好模型
滴灌（灌溉效率从 ７０％提高
到 ８８％） 预期节水被增加的水需求抵消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等［５７］ 西班 牙 Ｇｕａｄａｌｑｕｉｖｉｒ 流 域
灌区

性能指标对比 灌溉现代化（升级为滴灌） 灌溉用水减少约 ４０％， 耗水量
增加约 ２０％

Ｄａｇｎｉｎｏ 和 Ｗａｒｄ［５］ 北美里奥格兰德流域大象
丘灌区

规划模型 升级为滴灌
用水量减少， 但作物耗水需求
增加

Ｌóｐｅｚ⁃Ｇｕｎｎ 等［５５］
西班牙阿利坎特灌区 比较 输水管道升级 耗水节约低于预期

西班牙阿尔梅里亚 比较 输水管道升级 实际没有节水

Ｃｏｎｔｏｒ 和 Ｔａｙｌｏｒ［３８］ 美国爱达荷州卷蛇河平原
东部

水需求函数
灌溉效率从 ６０％提高到
８０％

田间用水减少 １５％， 耗水量增
加 ３％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和 Ｌｉｎ［２］ 堪萨斯州西部 计量经济分析 升级为喷灌 地下水抽取量增加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等［４７］ 西班牙南部 ５ 个灌区 性能指标对比 输水管道升级
短期用水减少 ２３％， 中期用水
需求增加

Ｇｒａｖｅｌｉｎｅ 等［４９］ 西班 牙 加 利 西 亚 河 流 域
灌区

水文经济模型 升级为喷灌
总用水减少 ２％， 灌溉面积增
加 ４％

Ｂｅｒｂｅｌ 等［１９］ 西班牙南部瓜达尔基维尔
河流域灌区

对比 灌溉现代化 （升级为滴灌） 用水减少了 ２１％， 耗水 增 加
了 ２％

Ｆｉｓｈｍａｎ 等［５０］ 印度 水文经济模型 升级为滴灌和喷灌 ５０％的节水被抵消

　 　 以上实证分析中大多数学者关注灌溉效率提高后用 ／耗水不减反增的极端情形， 只有较少学者关注更一

般的反弹效应［５３］。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和 Ｌｉｎ［２］研究发现更高效的灌溉技术实施后用水增加了， 明确指出这是大于 １００％
的反弹效应， 这是学界第一次用反弹效应的概念表达节水效果。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等［４７］ 研究发现在短期用水减少

了， 但承认存在反弹效应， 因为相比预期用水增加了。 Ｂｅｒｂｅｌ 等［１９］ 综述了不同节水技术的反弹效应， 但认

为用 ／耗水增多的情形才视为反弹。
对节水效果实证研究的结论分为 ４ 种情形： ① 田间用水减少但流域尺度用水或耗水增加了。 考虑田间

尺度用水时用水减少了， 但进一步分析了流域尺度用水后发现用水增加［４５，５４］。 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虽然

用水减少但是耗水增加了［５，１９，３８，５７］。 ② 用水减少， 但减少的理由间接说明反弹效应存在的可能。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和

Ｄｉｎｇ［５２］研究指出用水减少的原因在于灌溉面积减少。 认为灌溉效率的增加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用水。
Ｇｒａｖｅｌｉｎｅ 等［４９］发现总用水量减少了， 但同时灌溉面积增加了。 ③ 用水增加了［２，４３，５５］。 其中 Ｌｅｃｉｎａ 等［４３］ 和

Ｌóｐｅｚ⁃Ｇｕｎｎ 等［５５］也验证了耗水的增加。 ④ 用水 ／耗水没有增加， 但观察到了反弹效应的存在。 Ｅｌｌｉｓ 等［４６］ 研

究发现用水量没有太大的变化。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Ｇｏｍｅｚ［５３］ 的研究发现灌溉技术提高的预期节水被抵消。
Ｌóｐｅｚ⁃Ｇｕｎｎ 等［５５］对西班牙阿利坎特地下水灌区的案例分析发现实际耗水节约小于预期。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等［４７］肯定

了短期反弹的存在， 同时认为中长期这一现象会更突出。 Ｆｉｓｈｍａｎ 等［５０］分析发现 ５０％的地下水节水潜力被灌



４５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８ 卷　

溉面积扩大带来的新增用水抵消， 即 ５０％的反弹效应。

５　 结论与展望

（１） 目前对灌溉效率提高节水效果的研究已有丰富成果， 但明确研究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文献还非常

有限， 缺乏对灌溉用水反弹效应概念和机理的理论研究， 也没有计算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实证文献， 对灌溉

用水反弹效应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理论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① 对水文反弹和经济反弹的定

位和认识； ② 对耗水反弹和用水反弹的定位和认识。 实证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① 区分一般的反

弹效应和反弹效应大于 １００％的特殊情形（回火现象或杰文斯悖论）； ② 选择合理的指标， 构建合理的方法计

算灌溉用水反弹效应。
（２） 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研究的主要困境在于灌溉用水的特殊属性。 相比能源， 灌溉过程中的水量转化、

水分消耗及用水效率非常复杂， 不能直接套用能源反弹的概念和研究框架。 另外对于能源反弹效应的计算经

常使用价格弹性作为中间变量， 但农业水价往往没有反应真实的供求关系， 其作为阻止反弹发生措施的有效

性受到质疑。
（３） 为防止灌溉用水反弹的发生， 确保节水成效， 必须控制农业用水的扩张。 可能的措施包括： 根据

效率调整水权、 限制灌溉面积扩大、 限制高耗水作物种植和提高水价等，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不同政策

组合的研究对于水资源管理有重要价值。
灌溉用水反弹效应的研究虽然才刚刚起步， 但已经体现出重要的价值。 面对缺水现状， 提高灌溉效率通

常被认为是减少农业用水以满足其他用途的必要条件， 反弹效应的存在说明效率提高并不是节水的充分条

件。 必须限制灌溉用水的反弹效应才能实现真正的节水， 否则节约的水将被用来进一步增加农业产出， 无法

有效缓解缺水区的水危机。 由于中国水资源区域分布极不均衡， 这一认识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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