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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重点专项解析 

周　 斌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重点专项是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后首批启动的重点专项之一。
该专项立足中国水资源安全形势和国内外科技发展现状及趋势， 以提升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的科技支撑能力为目

标， 通过全链条创新和全景式布局， 凝练了现阶段中国水资源安全领域亟需解决的重点研究任务。 深入分析了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重点专项的总体布局、 科学目标、 主要任务和立项情况， 剖析了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项目立

项和申报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 讨论了下一步支持的重点任务方向， 对于加强重点专项项目的立项、 申报和管理，
保障总体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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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制约中国科技计划引领带动创新发展的深层次重大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深

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国发 ［２０１４］ ６４ 号）， 标志着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

革全面实施。 针对原有科技计划体系中重复、 分散、 封闭、 低效等现象， 根据国家战略需求、 政府科技管理

职能和科技创新规律， 构建了新的科技计划体系框架和布局， 将中央各部门管理的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

等）整合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技术创新引导专项、 基地和人才专

项等 ５ 类科技计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面向事关国计民生需要长期研究的重大社会公益性问题， 事关产业核

心竞争力和整体自主创新能力， 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科学问题、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以及重大国际科技

合作， 按照重点专项的方式组织实施， 加强跨部门、 跨行业、 跨区域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 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主要领域提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 重点专项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实施的载体， 是聚焦国家重

大战略任务、 围绕解决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和突出问题、 以目标为导向的重大项目群。
由科技部、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海洋局等 ２１ 家中央部门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共同参与设计的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重点专项是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后， 经国家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

议同意首批启动的 ４２ 个重点专项之一［１］。 根据总体部署，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受国家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委托， 作为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重点专项的专业机构， 全过程负责该专项的

项目评审、 立项、 过程管理和结题验收等管理工作。
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水资源形势以及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提出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

用” 重点专项的科学目标、 总体布局和主要任务， 剖析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项目立项和申报中存在的现象和问

题， 讨论下一步支持的重点任务方向。 对于加强重点专项项目的立项、 申报和管理， 保障总体目标实现具有

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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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立项背景

１ １　 中国水资源形势

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 集中表现为人均水资源量少、 水资源空间分布与经济社

会发展格局不匹配、 经济社会缺水与生态用水保障不足并存、 水资源工程建设和安全运行管理任务艰巨、 江

河治理与水沙问题突出等， 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子［２⁃４］。 目前， 中国正常年份缺

水超过 ５００ 亿ｍ３， 枯水年份缺口更大， 全国每年干旱缺水造成经济损失超过２ ０００亿元， 全国有 ４００ 多个城

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 其中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 １１０ 个。 预计中国需水高峰将在 ２０３５ 年前后出现， 其中需

水增量的 ６５％需要通过节水和水源替代消化， ３５％要通过增加供水能力和科学调配来满足。 另一方面， 国家

实施京津冀一体化战略， 其基础性“短板”就是水资源短缺问题； “陆上丝绸之路”途经地区更是中国乃至世

界最干旱缺水的地区；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要立足于东北和黄淮海， 而“节水增粮”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
因此， 从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来看， 中国水资源安全保障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用水

需求及其保证率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 迫切需要找到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技术途径，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

效率。
１ ２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趋势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水资源安全保障方面也面临突出的挑战， 开展了大量的科学探索和治理实践， 对

于保障中国水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与中国水资源条件相似，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实施需水管理战略，
采取法律、 经济、 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 遏制了取水总量增长势头， 基本实现了用水零增长； 以色列水资

源量少且分布不均， 采用水资源合理配置、 节水灌溉、 充分利用非常规水资源、 严格用水和节水管理、 国家

层面实施虚拟水政策等五大措施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新加坡政府将水资源视为关系国家存亡的命脉， 制定

了包括进口水、 收集雨水、 淡化海水和新生水在内的四大 “水喉” 战略； 澳大利亚水资源年内分配不均且

年际变化大， 采取健全水资源管理体系、 利用经济手段提高利用效率、 重视节水和污水处理等技术研发、 旱

季实行用水管制等措施。
为应对日益突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中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实施了一系列科

技计划， 科技部从 “七五” 攻关开始设立了水安全保障关键技术方面的支撑计划项目， 水利部开展了 “国
家水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中国工程院开展了 “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 等。 中国在水资源高效开

发利用的实践和科研探索过程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水资源科学体系， 支撑了不同时期国家和区域水资源安

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与国际同领域发展相比呈现出跟、 并、 领并存的态势， 但与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科技需

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可以概括为 “需求驱动、 紧跟国际、 部分领先、 工艺落后”。 具体表现在：
（１） 在水资源基础研究与调配管理领域， 中国水循环演变机理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核心关键技术取得

了长足发展， 流域水资源配置规划理论方法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开展了一系列复杂水资源系统调度实践应

用， 但在国家与区域水资源调配格局、 多调配目标统一度量、 大系统优化分析和智能调配技术、 市场经济下

的水资源管理等方面较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该领域未来发展趋势是关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

复杂系统的水资源统一调配［６⁃９］。
（２） 在综合节水领域， 中国已逐步建立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理论与技术体系， 研制开发了一批适合国情、

具有自主产权的节水新产品与设备， 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在农业节水关键设备与精准灌溉、 水肥一体化

智能施配技术与关键设备、 高用水行业节水技术工艺与设备研发、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技术标准体系等方面还

存在差距， 未来发展趋势是建立面向水循环全过程的综合节水技术体系［１０］。
（３） 在水资源配置工程技术领域， 中国高坝大库与长距离调水工程建设技术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在高地震烈度、 高寒、 高海拔和地质条件复杂地区， 现有工程经验和技术存在一定的不成熟性和不确定

性， 该领域未来更加关注复杂条件下的高坝建设技术、 变化环境下全生命期安全与风险控制理论与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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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生态环境友好型的水工程工艺和材料研制［１１］。
（４） 在江河治理和水沙调控领域， 中国建立了以非平衡输沙、 高含沙水流运动和水库泥沙控制等为代

表的水沙运动理论与方法， 解决了三峡、 小浪底等工程泥沙和长江、 黄河等江河治理技术问题， 总体处于世

界先进水平， 但在强人类活动影响下水沙变化与江河演变、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江河治理技术、 多学科交

叉的江河模拟和全流域综合管理技术等方面较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１２］。
１ ３　 科学问题

纵观中国水资源问题的主要成因， 突出表现在 ４ 个方面： ① 用水效率与水资源情势不相匹配； ② 水资

源调配体系仍不完善； ③ 非常规水资源替代作用发挥不足； ④ 水资源的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
为缓解中国水资源供需矛盾， 亟待解决的四大科学问题包括： ① 变化环境下的水循环演变机理和效应；

② 基于水循环全过程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 ③ 复杂水资源系统多维均衡调配方法； ④ 重大水工程性能演

化机理与风险控制理论。

２　 基本框架

２ １　 总体目标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重点专项以提升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的科技支撑能力为总目标， 统筹节水与供

水、 地表水和地下水、 常规和非常规水源、 实体水和虚拟水， 通过全景式设计和全链条创新， 构建具有国际

水平的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理论技术体系和实验基地平台， 抢占国际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制高点。 应用示范项

目或区域用水效率、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技术与成本、 水资源调配工程与管理技术均达到同领域国际先进水

平， 近期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１５％以上， 形成 ５０ 亿ｍ３的水资源当量应用效益， 示范区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

力显著增强， 远景支撑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降至 ２００ 亿ｍ３以下， 缺水率降至 ３％左右， 为顺利实现水资源管

理红线控制目标提供支撑。
针对上述目标， 重点研发六大重点技术， 以实现 ５ 个方面的实践支撑。 六大重点技术包括： 重点行业核

心节水技术、 非常规水资源经济开发技术、 水循环信息精准监测与预报技术、 水资源巨系统多目标智能调度

技术、 复杂条件下的大型水工程安全建设技术、 河湖综合整治与水沙调控技术。 支撑 ５ 个方面的实践包括：
国家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东北节水增粮和华北节水压采行动计划，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供水

节水与海绵城市建设， 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 等国家重点经济区水资源安全保障以及国务院加

快推进的 １７２ 项重点水工程建设。
２ ２　 整体布局

围绕 “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 治水思路， 以实践需求为导向， 立足全社会各行

业深度节水、 水资源科学调配、 多水源开发利用、 社会水治理体系建构等举措。 ① 在 “节水优先” 方面，
创新建立基于社会水循环全过程的综合节水理论， 突破重点行业关键领域节水技术和设备， 创新研制包括再

生水、 海水、 苦咸水、 雨洪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安全高效开发利用技术与设备； ② 为支撑 “空间均衡”， 在摸

清水循环与水资源演变的基础上， 结合国家发展战略， 创新水资源配置技术， 提出适应发展新常态需求的国

家和重点地区水资源配置方案， 同时基于国家和区域水资源配置战略需求， 创新发展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关

键技术与设备， 为实现水资源配置和开发利用目标奠定硬件基础； ③ 在 “系统治理” 方面， 在深化变化环

境下河湖水系演变认识的基础上， 创新发展统筹水安全和生态友好的江河治理技术， 实现对水系渠系等基础

载体的科学治理， 同时强化对水循环过程的科学调度， 实现对取水、 用水、 耗水、 排水全过程的系统管理；
④ 在具体管理路径上体现 “两手发力” 的理念与要求， 创新政府管控和经济调节定量化管理技术。

专项设置六大任务板块［１］（如图 １ 所示）： 综合节水理论与关键技术设备、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与设备、 流域水循环演变与国家水资源配置战略、 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与安全运行、 江河治理与水沙调

控、 水资源智能调度与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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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重点专项中央财政经费支持约 １９ 亿元。

图 １　 重点专项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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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重点研究任务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重点专项在六大任务板块设置了 ３１ 个重点研究任务（方向） ［１］。 在综合节水理

论与关键技术设备板块， 重点创新研究基于社会水循环全过程的综合节水基础理论， 研发全行业节水关键技

术方法与重点工艺装备， 开展综合节水管理与技术集成示范应用； 在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与设备板

块， 重点开展再生水、 海水淡化、 雨洪水、 劣质水等安全高效利用关键技术设备研发与示范， 开展非常规水

资源规划配置方法与管理政策研究； 在流域水循环演变与国家水资源配置战略板块， 重点发展流域水循环及

其伴生过程系统模拟预测技术， 揭示变化环境下重点区域水循环演变机理与规律， 研究国家、 重点经济区、
重点领域及跨境河流水资源综合配置战略； 在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与安全运行板块， 重点研发生态环境

友好型、 适合于复杂条件以及适应性经济型水工程建设与运行技术， 研发水工程安全和应急管理技术， 支撑

加快推进的 １７２ 项重大水工程建设； 在江河治理与水沙调控板块重点研究变化环境下江河湖库水沙情势， 研

发梯级水库群水沙联合调控技术、 变化条件下的河道与河口治理技术、 河湖水系连通规划及河湖生态安全保

护技术。 在水资源智能调度与精细化管理板块， 重点研发水循环立体化监测与大数据分析、 多尺度水文水资

源预报预警、 水资源精细管理与市场调节等关键技术， 研究典型复杂水资源系统智能调度、 重点区域地下水

利用与保护等。

３　 项目申报立项情况

３ １　 ２０１６ 年项目申报立项过程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科技部公开发布“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重点专项 ２０１６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涵盖 ６
个板块， 包括 １９ 个重点研究任务方向， 设立 ３１ 个项目［１３］。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共收到预申报材料 １１５ 项， 立项环节采取 ２ 轮评审

方式， 第一轮预评审主要针对申报数量较多的指南方向进行专家审查， 无需预评审的申报项目直接进入第二

轮答辩评审环节。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开展了项目形式审查和预评审工作， 其中 ８ 项未通过形式审查， ３７ 项未通

过专家预评审， 最终 ７０ 项申报项目进入正式申报阶段。 在正式申报环节， 有 ４ 个项目主动放弃， 最后进入

视频评审的项目共计 ６６ 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采用视频答辩的方式进行了项目申报专家评审， 基于项目视频评

审结果排序， 择优确定项目承担单位。 以指南方向为基本单元， 按照得票优先、 得分其次的原则， 对项目评

审结果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建议立项项目须同意票数比例大于 ５０％且得分大于 ７５ 分。 根据上述立项原则，
共有 ３１ 个项目符合立项要求， 据此提出专项 ２０１６ 年度指南建议立项清单。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经科技部合规性审

核后， 批准 ３１ 个项目正式立项， 项目任务书确定总经费为 ２２ ８６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支持金额 ８ ７７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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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专项总经费的 ４６ ２％。
２０１６ 年度立项支持的 ３１ 个项目中， 综合节水领域 ８ 项，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 ４ 项， 水资源优化

配置领域 ３ 项， 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运行领域 ６ 项， 江河治理与水沙调控配置领域 ３ 项， 水资源调度与

管理领域 ６ 项。
３ ２　 ２０１６ 年项目分布情况

２０１６ 年本专项 １１５ 个项目预申报单位涵盖了高校、 科研院所、 企业等各类主体， 其中高校和事业型科

研院所申报的项目数约占总申报数的一半， 企业性质申报主体共申报项目 ４５ 项， 占比超过 １ ／ ３。 项目推荐

渠道以部门和地方为主， ２０１６ 年度两者推荐的项目数量基本相当。 在部门推荐渠道方面， 涉及 １２ 个国务院

有关部门， 水利部和教育部推荐数量占比 ６５％， 体现了专项的领域特点和科研特色。 在地方推荐渠道方面，
涉及 ２４ 个省（市、 区）科技主管部门， 其推荐的企业牵头项目数占同类项目总数的 ８４％， 体现了地方对企业

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的大力支持。
３１ 个立项项目中水利部推荐的有 １４ 项获得立项， 数量排名第一， 教育部次之， 立项 ５ 个， 两家总计占

到总立项数的 ６１ ３％。 ３１ 个立项牵头单位中， 高校为 １０ 家， 科研院所为 １４ 家， 企业为 ７ 家， 分别占总数的

３２ ２％、 ４５ ２％和 ２２ ６％， 其中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和天津大学分别承担 ５、 ４、 ３、 ２ 个项目， 其余 １７ 家单位各承担 １ 个项目。 在课题层面， ３１ 个项

目共包含 ２５１ 个课题， 涉及 １０６ 家承担单位， 参加单位共计 ２６４ 家。 其中， 牵头课题数大于 １０ 个有 ４ 家单

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牵头课题数均超过 ２０ 个， 行业领先地位明显。
３ ３　 存在问题和建议

２０１６ 年重点专项项目立项是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后的第一次组织实施， 且立项形式与试点专项也有

所不同， 可借鉴经验较少， 在立项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在 ２０１６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中因未给出经费概

算信息， 导致不同申报项目之间的经费预算额度差距悬殊， 对此已在 ２０１７ 年度指南中对年度经费总概算给

予了说明， 申报单位可通过估算项目平均支持强度进而合理申请经费额度。 ２０１６ 年度项目申报对科研人员

提出了严格的限项要求， 部分申报项目因人员超项而未能通过形式审查， 建议申报单位和人员认真阅读指南

条款， 严格遵守限项等申报规定， 避免此类失误。 此外，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没有参与项目推荐， 但鉴于

其作为联结产学研用各类机构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更有利于重点研发任务目标的实现， 建议进一步鼓励提升

其国家科技计划的参与度。
３ ４　 ２０１７ 年项目申报指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科技部分布了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重点专项 ２０１７ 年度指南， 重点支持项目任

务数 ２７ 项［１４］。 其中， 在综合节水领域 ３ 项， 在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 ４ 项， 在水资源优化配置领域 ５
项， 在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运行领域 ５ 项， 在江河治理与水沙调控配置领域 ５ 项， 在水资源调度与管理

领域 ５ 项。 ２０１７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对专项 ６ 个板块任务均有所涉及。

４　 下一步支持重点

对比专项实施方案重点研究任务与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度指南任务方向［１，１３⁃１４］， 在综合节水领域， 指南已

重点支持了农业和工业高效用水、 公共供水和生活节水等技术研发及示范， 综合节水基础理论方法与技术集

成示范应为下一步重点支持方向； 在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 指南已重点支持了雨洪与云水资源高效利

用、 城镇污水资源化、 海水淡化等技术装备研发及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管控研究， 目前尚未支持天然

劣质水利用方面的重点研究任务； 在水资源优化配置领域， 指南已重点支持了国家水资源战略配置及京津

冀、 长三角、 西北内陆区等重点经济区水资源安全保障技术集成与应用， 变化环境下的水循环演变和国际河

流管理支撑技术应作为下一步重点关注方向； 在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运行领域， 指南已重点支持了大坝

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 长江水利水电水运关键问题、 长距离调水工程与特高土石坝安全建设运行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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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及应用， 结合 “十三五” 国家 １７２ 项重点水工程建设， 复杂条件下水工程建设与运行安全保障技术仍

将是未来支持研究重点； 在江河治理与水沙调控配置领域， 指南已重点支持了中国长江、 黄河等重要河流水

沙情势变化、 水沙调控与河道治理、 大型河口演变与治理等研究， 河湖水系连通与岸线开发保护关键技术应

属于下一步重点支持方向； 在水资源调度与管理领域， 指南已重点支持了水循环立体化监测、 多尺度水文水

资源预报预警、 流域水资源多目标调度、 地下水开发保护等技术研发与水安全保障先进技术产业化， 尚未支

持的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应是下一步重点关注方向。

５　 专项成果展望

通过本专项实施， 中国将在水资源领域的理论方法、 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支撑未来 ２０～３０ 年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实践：

（１） 构建具有国际水平的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理论技术体系和实验基地平台， 主要成果达到国际先进

或领先水平， 显著提升水资源领域科技创新能力， 推动相关学科领域发展， 抢占国际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制

高点。
（２） 形成重点区域水资源安全供给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及配套技术装备， 应用示范项目或区域用水效

率、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技术与成本、 水资源调配工程与管理技术均达到同领域国际先进水平， 近期水资源利

用效率提高 １５％以上， 南水北调西线、 西南水电开发等重大水工程的技术壁垒基本得到攻克。
（３） 建设示范区和示范工程 ２００ 个以上， 形成 ５０ 亿ｍ３的水资源当量应用效益， 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点示范区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远景支撑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降至 ２００ 亿ｍ３

以下， 缺水率降至 ３％左右， 为顺利实现水资源管理红线控制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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