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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是缺水流域水资源管理的重点与难点ꎬ 量化不同用水部门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ꎬ 可为

缺水流域水资源供需关系提供评估方法和优化思路ꎮ 分析了水资源的排他性和非排他性特征ꎬ 定义了不同用水部

门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ꎬ 建立了用水竞争度和协作度量化方法ꎬ 并提出减小竞争度、 增大协作度的需水过程优

化目标ꎮ 以黄河流域为例评估用水竞争与协作关系ꎬ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７ 年兰州以下各河段存在较强的用水竞争关系ꎬ
汛期河道内缺水导致协作度较小ꎻ 预测 ２０３０ 年兰州—河口镇和花园口以下用水竞争度较大ꎬ 跨流域调水工程可有

效降低各河段用水竞争度ꎻ 流域水资源管理需进一步考虑汛期高流量的生态作用和非汛期输沙需水过程ꎬ 进一步

挖掘用水协作潜力ꎻ 将部分汛期输沙水量调整至非汛期可以减小竞争度、 增大协作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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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１￣３]ꎬ 以水定需、 量水而行、 因水制宜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战略[４]ꎮ 中国以占世界 ６％的水资源支撑了世界约 ２０％的人口和 １５％的经济总量ꎬ 正常年份

缺水超过 ５００ 亿 ｍ３ꎬ 且水资源分布空间差异大ꎬ 黄淮海平原、 西北内陆河等区域缺水问题十分突出[５￣６]ꎬ 解

决缺水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７￣８]ꎮ
围绕解决缺水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开展了诸多研究ꎬ 包括水库群优化调度、 跨流域调水、 非常规水源利

用等供给侧手段[９￣１０]ꎬ 节水技术、 产业结构调整、 需水预测等需水侧手段[１１￣１３]ꎮ 但在资源性缺水的背景下ꎬ
部分区域在已有措施下仍存在缺水问题ꎬ 例如黄河流域在考虑强化节水、 严格管理以及跨流域调水等措施的

情况下ꎬ 预测 ２０３０ 年正常来水情况下仍缺水 ２６. ６５ 亿 ｍ３ [１４]ꎮ 面对这一问题ꎬ 有必要开展用水部门间的竞争

与协作关系研究ꎬ 引导需水过程优化ꎬ 在已有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ꎮ 根据各部门水资源

利用特征和耦合关系ꎬ 采用过程优化使需水过程与水资源时空分布相匹配、 增加水资源在不同用水部门间的

重复利用ꎮ 需水过程优化需要明确不同用水部门之间以水为纽带的竞争与协作关系ꎮ 在缺水问题的推动下ꎬ
不同用水部门之间的竞争关系研究较多ꎬ 包括通过水库调度模型、 水资源配置模型等分析不同用水部门之间

的竞争关系[１５]ꎬ 以及通过缺水率、 供水保证率、 水资源承载状态等指标量化评估竞争关系等[１６￣１８]ꎮ 但对用

水部门协作关系的研究较少ꎬ 部分成果研究了“一水多用”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效益[１９￣２０]ꎬ 但并未深入

探究不同用水部门之间协作的内在机制ꎮ
黄河流域缺水问题十分严峻ꎬ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 ８０％ ꎬ 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保持黄河不断流[２１]ꎮ

且在变化环境的影响下ꎬ 流域内水资源量持续减少、 需水量刚性增加[２２￣２３]ꎬ 水资源供需矛盾极为突出ꎬ 亟

待优化需水过程、 缓解供水压力ꎮ 黄河流域鲜见用水部门竞争与协作关系研究ꎮ 本文基于水资源利用特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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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量化用水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ꎬ 提出需水过程优化目标ꎬ 并以黄河流域为例分析不同情景下的流

域用水竞争与协作关系ꎬ 以期为缺水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新的评估方法和优化思路ꎮ

１　 用水部门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

１. １　 水资源的属性分析

物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属性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分析[２４￣２６]ꎮ 排他性指可以阻止一个人使用该

物品的特性ꎻ 非排他性指使用者在使用物品中难以排除其他人对该物品的使用的特性ꎻ 竞争性指一个人使用

一种物品将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使用的特性ꎮ 这种属性分析方法在水资源上也得到了应用ꎬ 主要用于水资源

提供的生态服务的属性界定[２７]ꎮ 本文将这一属性分析方法延伸到水资源利用上ꎬ 主要关注资源约束和用水

方式对用水关系的影响ꎬ 假设用水户的取水均得到许可、 水利设施完善、 水资源调度科学ꎬ 即政策、 设施等

不会成为约束条件ꎮ
将水资源的竞争性定义为一个用水户使用水资源将减少其它用水户对水资源使用的特性ꎮ 在水资源充足

的区域ꎬ 用水总量不受约束ꎬ 水资源不具有竞争性ꎮ 本文仅关注缺水流域ꎬ 即可用水量低于需水总量的流

域ꎬ 在这些流域一个用水户使用水资源将减少其它用水户的可用水量ꎬ 因此水资源具有竞争性ꎮ
本文中水资源是否具有排他性仅受到用水方式的影响ꎮ 将水资源的排他性定义为当一个用水户使用水资

源时ꎬ 可以阻止其它用水户使用该水资源的特性ꎬ 即在某种用水方式下一份水资源只能被一个用水户使用ꎮ
如果一份水资源可以同时被多个用水户使用ꎬ 则在该用水方式下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ꎮ 消耗、 转移、 改变水

质等用水方式均能使水资源具有排他性ꎬ 例如工业生产中被消耗掉的水资源不能被其它用水户使用ꎻ 而另一

些用水方式下多个用水部门可以同时使用同一份水资源ꎬ 例如河道内生态用水可以同时作为发电用水、 航运

用水和输沙用水等ꎮ
如果一个用水部门的用水方式使得被利用的水资源具有排他性ꎬ 那么将此用水部门定义为排他性用水部

门ꎬ 其需水和用水分别定义为排他性需水和排他性用水ꎻ 反之ꎬ 如果一个用水部门的用水方式使得被利用的

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ꎬ 那么将此用水部门定义为非排他性用水部门ꎬ 其需水和用水分别定义为非排他性需水

和非排他性用水ꎮ
物品在消费中有没有排他性或竞争性往往是一个程度的问题[２４]ꎬ 同样ꎬ 水资源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并不

是绝对的ꎬ 会随着水资源量、 产业布局、 用水方式、 用水效率等发生改变ꎮ 例如ꎬ 跨流域调水工程可以增加

缺水流域的水资源量ꎬ 使竞争性变得很小甚至消失ꎻ 一种用水方式导致水质恶化ꎬ 从而使水资源具有排他

性ꎬ 如果引入了能够利用污水的用水户ꎬ 那么该用水方式下水资源将不具有排他性ꎮ

１. ２　 用水竞争与协作关系定义

在缺水流域ꎬ 不同的用水方式使得一些用水部门可以同时使用同一份水资源ꎬ 而另一些用水部门需要同

时竞争同一份水资源ꎬ 这就形成了用水的协作与竞争关系ꎮ
用水的协作关系指一份水资源同时被两个及以上的用水部门利用ꎮ 当多个用水部门均属于非排他性用水

部门、 且部分需水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致性时ꎬ 就可以用同一份水资源满足多个用水部门间时空一致的需

水ꎬ 即形成协作关系ꎮ 用水协作关系仅存在于非排他性用水部门之间ꎬ 而排他性用水部门无法与其它用水部

门共享水资源ꎮ 对于非排他性用水部门ꎬ ｔ 时刻各部门中最大的需水量决定了总需水量 ＤＮＥＴꎬｔꎬ 如图 １(ａ)和
图 １(ｂ)所示ꎻ ｔ 时刻各部门中第二大的需水量决定了具有协作潜力的需水量 ＤＣＲꎬｔꎬ 即在充足供水的情况下

的具有协作关系的用水量ꎬ 如图 １(ａ)和图 １(ｃ)所示ꎮ 在水资源配置中ꎬ 非排他性用水部门间的协作关系还

取决于 ｔ 时刻这些部门的可供水量 ＭＮꎬｔꎮ 如图 １(ｂ)和图 １(ｃ)所示ꎬ 当 ｔ 时刻具有协作潜力的需水量 ＤＣＲꎬｔ超
过可供水量 ＭＮꎬｔ时ꎬ 超出部分由于得不到配水无法发挥共享水资源的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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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多个非排他性用水部门间的协作关系

Ｆｉｇ. １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在水资源供给中ꎬ 当某一时刻总需水量超过可供水量时ꎬ 不能共享水资源的用水部门间需要竞争有限的

可供水量ꎬ 就形成了竞争关系ꎮ 形成竞争关系的条件为可供水量不足、 且不同用水部门间无法形成协作关

系: 当可供水量充足时ꎬ 不同用水部门间不需要竞争同一份水资源ꎻ 具有协作关系的用水部门可以共享同一

份水资源ꎬ 彼此之间不需要进行竞争ꎮ 图 ２(ａ)中的用水部门间均无法形成协作关系ꎬ ｔ 时刻的总需水量 ＤＴꎬｔ
是所有部门需水量之和ꎬ 如图 ２(ｂ)所示ꎻ ｔ１—ｔ２时段的总供水量 ＳＴ小于总需水量 ＤＴꎬ 用水部门间形成了竞

争关系ꎬ 如图 ２(ｃ)所示ꎮ

图 ２　 多个用水部门间的竞争关系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２　 用水竞争与协作关系的度量方法

２. １　 协作关系度量方法

协作关系代表了不同用水部门间的“一水多用”ꎮ 在某一时段内被多个用水部门共享的水量占比越大ꎬ
意味着用水部门间的协作关系越强ꎮ 相关研究中鲜见对用水部门协作关系的量化方法ꎬ 因此本文提出了协作

度来衡量不同用水部门间的协作关系ꎮ 将 ｔ１—ｔ２时段内各用水部门间的协作度 ＣＲ定义为被 ２ 个及以上的用水

部门共享的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比例ꎬ 即

ＣＲ ＝
ＳＣＲ
ＳＮＴ

＝
∫ｔ２
ｔ１
ｍｉｎ(ＭＮꎬｔꎬＤＮＥＭＡＸ２ꎬｔ)ｄｔ

∫ｔ２
ｔ１
ｍｉｎ(ＭＮꎬｔꎬｍａｘ(ＤＮＥꎬ１ꎬｔꎬＤＮＥꎬ２ꎬｔꎬＤＮＥꎬｎꎬｔ))ｄ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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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ＮＴ是 ｔ１—ｔ２时段内的非排他用水部门的供水量ꎬ 即图 １(ｂ)中的阴影面积ꎬ ｍ３ꎻ ＳＣＲ是 ＳＮＴ中能够被多

个用水部门共享的水量ꎬ 即图 １( ｃ)中的阴影面积ꎬ ｍ３ꎻ ＭＮꎬｔ是 ｔ 时刻非排他用水部门的可供水量ꎬ ｍ３ / ｄꎻ
ＤＮＥꎬｉꎬｔ是 ｔ 时刻第 ｉ 种非排他性用水部门的需水量ꎬ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ｎꎬ 如图 １(ａ)所示ꎬ ｍ３ / ｄꎻ ＤＮＥＭＡＸ２ꎬｔ是 ｔ 时
刻需水量第二大的非排他性用水部门的需水量ꎬ ｍ３ / ｄꎮ 协作度 ＣＲ为量纲一参数ꎬ 取值范围 ０ ~ １ꎬ ＣＲ越大ꎬ
说明不同用水部门间的协作关系越强ꎮ

２. ２　 竞争关系度量方法

竞争关系代表了不同用水部门对不充足的水资源的争夺ꎮ 在某一时段内需水量与可供水量之差越大ꎬ 不

同用水部门间对水资源的竞争也就越激烈ꎬ 因此缺水率常被用来反映不同用水部门间的竞争程度[１８ꎬ２８]ꎮ 缺

水率简洁直观ꎬ 本文采用缺水率量化竞争关系ꎮ 在进行竞争关系分析时ꎬ 将所有能够形成协作关系的非排他

性用水部门进行合并ꎬ 以保证所有用水部门间均无法再形成协作关系ꎮ 将 ｔ１ － ｔ２时段内各用水部门间的竞争

度 ＣＰ定义为:

ＣＰ ＝
ＤＴ － ＳＴ

ＤＴ
＝
∫ｔ２
ｔ１
ＤＴꎬｔｄｔ － ∫ｔ２

ｔ１
ｍｉｎ(ＭｔꎬＤＴꎬｔ)ｄｔ

∫ｔ２
ｔ１
ＤＴꎬｔｄｔ

(２)

ＤＴꎬｔ ＝ ＤＮＥＴꎬｔ ＋∑
ｍ

ｊ ＝ １
ＤＥꎬｊꎬｔ (３)

式中: ＤＴ是 ｔ１—ｔ２ 时段内的总需水量ꎬ 即图 ２(ｂ)中的阴影面积ꎬ ｍ３ꎻ ＳＴ是 ｔ１—ｔ２时段内的总供水量ꎬ 即图 ２
(ｃ)中的阴影面积ꎬ ｍ３ꎻ Ｍｔ是 ｔ 时刻的可供水量ꎬ ｍ３ / ｄꎻ ＤＴꎬｔ是 ｔ 时刻的总需水量ꎬ ｍ３ / ｄꎻ ＤＮＥＴꎬｔ是 ｔ 时刻所

有非排他性需水总量ꎬ ｍ３ / ｄꎻ ＤＥꎬｊꎬｔ是 ｔ 时刻第 ｊ 个排他性用水部门的需水量ꎬ ｊ ＝ １ꎬ ２ꎬ ꎬ ｍꎬ 如图 ２(ａ)所
示ꎬ ｍ３ / ｄꎮ 竞争度 ＣＰ为量纲一参数ꎬ 取值范围 ０ ~ １ꎬ 且 ＣＰ越大ꎬ 竞争关系越强ꎮ

２. ３　 需水过程优化目标

竞争度与协作度之间存在关联: 在数值上ꎬ 如果流域 /区域可供水量和各用水部门需水量保持不变ꎬ 增

大协作度意味着多部门间共享的水资源量增加、 总需水量减小ꎬ 从而使竞争度降低ꎻ 在重要性上ꎬ 流域 /区
域用水竞争度越大ꎬ 意味着缺水越严重、 越需要增加用水部门间的协作以减小总需水量ꎬ 因此增大协作度也

愈发重要ꎮ
在缺水流域为了减少不同用水部门间的用水矛盾ꎬ 应以增加协作度、 减少竞争度为目标ꎬ 即:

ＣＲＴ ＝ ｍａｘ{ＣＲ(ＭＮꎬｔꎬ ＤＮＥꎬｉꎬｔ)} (４)
ＣＰＴ ＝ ｍｉｎ{ＣＰ(Ｍｔꎬ ＤＮＥＴꎬｔꎬ ＤＥꎬｉꎬｔ)} (５)

式中: ＣＲＴ是协作度 ＣＲ 的目标值ꎻ ＣＰＴ是竞争度 ＣＰ 的目标值ꎮ
通过增加协作度ꎬ 可以增加不同用水部门间共享的水资源量ꎬ 从而减少总需水量、 减轻供水压力ꎻ 通过

减少竞争度ꎬ 可以使需水过程与供水能力更加匹配ꎬ 减少部分时段的供水压力ꎮ
可以从两方面实现增加协作度、 减少竞争度的目标: 在供给侧ꎬ 可通过调水工程、 优化配置等手段增加

可供水量、 调整供水过程ꎬ 使供水过程更加匹配需水过程ꎻ 在需求侧ꎬ 可通过抑制需求、 优化需水过程等手

段减少需水量、 调整需水过程ꎬ 使需水过程更加匹配供水过程ꎮ 增加协作度、 减少竞争度意味着水资源供需

关系更加协调ꎬ 本质上是在实现水资源供需的空间均衡、 时间匹配ꎮ
跨流域调水、 优化配置、 节水等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常用方法ꎮ 缺水流域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调

度时ꎬ 由于水资源供需矛盾大、 资源性缺水、 工程调蓄能力不足、 供需关系复杂等问题ꎬ 仅通过优化供水过

程有时难以取得理想的配水结果ꎮ 面对缺水流域存在的问题ꎬ 以式(４)和式(５)为目标优化需水过程ꎬ 缓解

水资源供需矛盾ꎬ 从而减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调度的难度ꎬ 可被视为缺水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调度的辅助

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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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黄河流域用水部门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

３. １　 数据来源

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极为突出ꎬ 研究黄河流域用水部门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ꎬ 能够为优化经济布

局、 挖掘用水部门间的协作潜力、 合理配置水资源提供支撑ꎮ
将黄河流域划分成 ７ 个河段ꎬ 根据«黄河流域水资源公报(２０１７ 年)»和«黄河流域综合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以下简称«黄流规») [１４]得到不同情景下各河段的需水量和可供水量(表 １、 表 ２)ꎮ ２０３０ 年设置 ２ 个情

景: 情景 １ 不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调水工程ꎻ 情景 ２ 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调水工程ꎮ 选择

河段出口断面或邻近出口的断面计算整个河段的生态需水量ꎬ 各河段生态需水计算断面分别为贵德、 兰州、
河口镇、 龙门、 三门峡、 花园口和利津ꎬ 根据«黄流规»河道内生态需水量按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和分项计算法计算ꎬ
Ｔｅｎｎａｎｔ法汛期 ７—１０ 月选取多年平均流量的 ４０％ 、 非汛期 １１—６ 月选择多年平均流量的 ２０％ ꎮ «黄流规»设
置的汛期输沙需水控制断面为河口镇和利津ꎬ 因此ꎬ 仅考虑兰州—河口镇及花园口以下 ２ 个河段的汛期输沙

需求ꎮ
２０１７ 年河道内外可供水量低于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１ꎬ 主要原因在于 ２０３０ 年使用长系列径流数据计算ꎬ 年均径

流量 ５３５. ０ 亿 ｍ３ꎬ 且长系列调算下水库维持蓄泄平衡ꎻ ２０１７ 年实际来水偏枯ꎬ 年径流量 ４７６. ０ 亿 ｍ３ꎬ 且年

末水库蓄水量比年初增加 ６７. ００ 亿 ｍ３ꎮ

表 １　 不同情景下的河段需水量 亿 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河段 河段编号
河道外地表水需水量 河道内生态需水量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３０ 年 汛期 非汛期
输沙需水量

龙羊峡以上 １ ２. ４９０ ３. ２４０ ５０. ２０ １７. ３１

龙羊峡—兰州 ２ ４１. ７４ ４３. ６０ ７６. ７３ ２７. ６１

兰州—河口镇 ３ １７１. ４ １７４. ４ ７８. ６２ ７７. ００ １２０. ０

河口镇—龙门 ４ １７. ６８ ２２. １２ ８８. ２３ ３１. ７１

龙门—三门峡 ５ ９８. ６５ １０２. ８ １０９. ７ ４１. ７１

三门峡—花园口 ６ ２２. ４９ ２４. ８４ １２２. ０ ４５. ５７

花园口以下 ７ ２８. ０１ ２７. ９２ １２３. ０ ５０. ００ １７０. ０

表 ２　 不同情景下的河段可供水量 亿 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河段 河段编号
河道外地表水可供水量１ 河段出口断面水量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１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２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１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２

龙羊峡以上 １ ２. １８０ ３. １３０ ３. ２２０ １４０. ８ ２０９. ２ ２８９. １

龙羊峡—兰州 ２ ２３. ５５ ３０. ８９ ３７. ４３ ２５５. ５ ２９９. ３ ３７０. ３

兰州—河口镇 ３ １４５. ７ １２５. ３ １６７. １ １２７. ９ ２０２. ６ ２３１. ６

河口镇—龙门 ４ ８. ８９０ １６. ９２ ２０. ３１ １４６. ７ ２３４. ４ ２６７. ３

龙门—三门峡 ５ ６７. １１ ７４. ８５ ９８. ３５ １９１. ９ ２７４. ４ ３０３. ５

三门峡—花园口 ６ １５. ９１ ２２. ２６ ２２. ６５ １９３. ５ ２７４. ３ ３００. ２

花园口以下 ７ ２３. ３９ ２２. ７７ ２４. ２５ ８９. ５８ １８５. ８ ２１１. ４

注:１已扣除向流域外供给的地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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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结果分析

３. ２. １　 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用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分析

黄河流域不同河段不同情景下用水部门的竞争与协作关系如表 ３ 所示ꎮ ２０１７ 年兰州以上河段用水部门

间的竞争度较低ꎬ 兰州以下竞争度较高ꎬ 兰州—河口镇、 河口镇—龙门、 三门峡—花园口及花园口以下 ４ 个

河段用水竞争尤为激烈ꎮ 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总缺水量 ２３６. ７ 亿 ｍ３ꎬ 其中河道内缺水 １４１. ０ 亿 ｍ３ꎬ 河道外缺水

９５. ７２ 亿 ｍ３(图 ３)ꎮ 如图 ４ 所示ꎬ 兰州以上河段河道内需水基本得到完全满足ꎬ 但兰州以下河段河道内缺水

量较大ꎬ 且均发生于汛期ꎬ 兰州—河口镇、 三门峡—花园口及花园口以下 ３ 个河段河道内缺水分别达到

６９ ８１ 亿 ｍ３、 ７０. ７２ 亿 ｍ３ 和 １４１. ０ 亿 ｍ３ꎻ 河道外缺水主要发生在兰州—河口镇和龙门—三门峡河段ꎬ 分别

为 ２５. ６９ 亿 ｍ３ 和 ３１. ５４ 亿 ｍ３ꎻ 兰州—河口镇和花园口以下 ２ 个河段的河道内外总缺水量远高于其它河段ꎬ
分别为 ９５. ５０ 亿 ｍ３ 和 １４５. ６ 亿 ｍ３ꎮ

表 ３　 黄河流域不同河段不同情景下用水部门的竞争与协作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河段 河段编号
竞争度 协作度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１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２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１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２

龙羊峡以上 １ ０. ０１ ０ ０ — — —

龙羊峡—兰州 ２ ０. １２ ０. ０９ ０. ０４ — — —

兰州—河口镇 ３ ０. ２６ ０. ２３ ０. ０８ ０. ３９ ０. ４９ ０. ４５

河口镇—龙门 ４ ０. ２６ ０. ０４ ０. ０１ — — —

龙门—三门峡 ５ ０. ２１ ０. １１ ０. ０２ — — —

三门峡—花园口 ６ ０. ４１ ０. １２ ０. ０６ — — —

花园口以下 ７ ０. ５９ ０. ３１ ０. ２５ ０. ３７ ０. ６６ ０. ６９

图 ３　 不同情景下黄河流域缺水量

Ｆｉｇ. ３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图 ４　 ２０１７ 年不同河段缺水量

Ｆｉｇ. ４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年兰州—河口镇和花园口以下 ２ 个河段河道内总供水量分别为 １２７. ２ 亿 ｍ３ 和 ７９. ０２ 亿 ｍ３ꎬ 同时被

输沙和河道内生态使用的供水量分别为 ５０. １９ 亿 ｍ３ 和 ２９. ０２ 亿 ｍ３ꎬ 河道内用水的协作度分别为 ０. ３９ 和

０ ３７ꎮ 兰州—河口镇和花园口以下非汛期河道内生态需水得到满足ꎬ 但汛期河道内缺水量极大ꎬ 导致河道内

用水的协作度较低ꎮ 汛期河道内缺水的主要原因在于水资源调蓄能力增强和两岸取水增加ꎬ 导致河口镇和利

津断面汛期水量显著减少: 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年河口镇断面和利津断面汛期平均水量 １１９. ８ 亿 ｍ３ 和 １９４. ０ 亿 ｍ３ꎬ
分别占全年的 ５４％和 ６２％ ꎻ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河口镇断面和利津断面汛期平均水量降至 ６４. ００ 亿 ｍ３ 和 ７９. ００ 亿

ｍ３ꎬ 分别占全年的 ３６％和 ５２％ ꎻ ２０１７ 年河口镇断面和利津断面汛期水量仅 ５０. １９ 亿 ｍ３ 和 ２９. ０２ 亿 ｍ３ꎬ 分

别占全年的 ３９％和 ３２％ ꎮ



　 第 ６ 期 尚文绣ꎬ 等: 缺水流域用水竞争与协作关系 ９０３　　

　 　 如果«黄流规»提出的河道内生态需水和输沙需水得到完全满足ꎬ 那么兰州—河口镇河段河道内用水的

协作度为 ０. ４０ꎬ 花园口以下河段河道内用水的协作度为 ０. ５６ꎬ 协作度较小的主要原因在于: ① «黄流规»制
定的河道内生态需水是固定的最小 /适宜生态需水ꎬ 缺少高流量脉冲、 洪水等大流量过程ꎬ 汛期河道内生态

需水量远低于输沙需水量ꎬ 协作空间有限ꎻ ② «黄流规»仅考虑了汛期输沙需求ꎬ 没有考虑非汛期河道内生

态水量的输沙能力ꎬ 使非汛期无法形成协作关系ꎮ

３. ２. ２　 ２０３０ 年黄河流域用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预测

不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调水工程时ꎬ ２０３０ 年龙羊峡以下河段均存在可供水量不足的问题ꎬ 兰

州—河口镇及花园口以下用水竞争度较高(表 ３)ꎮ 如图 ５(ａ)所示ꎬ 兰州—河口镇、 三门峡—花园口及花园

口以下 ３ 个河段存在河道内缺水ꎬ 分别为 ３５. ６１ 亿 ｍ３、 １９. ９１ 亿 ｍ３ 和 ７２. ２３ 亿 ｍ３ꎻ 各河段均存在河道外缺

水ꎬ 其中兰州—河口镇及龙门—三门峡 ２ 个河段缺水量较大ꎬ 分别为 ４９. １６ 亿 ｍ３ 和 ２７. ９２ 亿 ｍ３ꎻ 兰州—河

口镇及花园口以下河道内外总缺水量较大ꎬ 分别为 ８４. ７７ 和 ７７. ３８ 亿 ｍ３ꎬ 其它河段总缺水量均低于 ２８ 亿

ｍ３ꎮ 不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调水工程时ꎬ ２０３０ 年黄河流域预计总缺水量 １７５. １ 亿 ｍ３ꎬ 其中河道内

缺水 ７２. ２３ 亿 ｍ３ꎬ 河道外缺水 １０２. ８ 亿 ｍ３(图 ３)ꎮ
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调水工程时ꎬ 各河段用水竞争度均减小ꎬ 兰州—河口镇河段需水基本得到

满足ꎬ 但花园口以下河段用水竞争度依然较高(表 ３)ꎮ 如图 ５(ｂ)所示ꎬ 兰州—河口镇、 三门峡—花园口及

花园口以下 ３ 个河段河道内缺水量分别减少了 １２. ０８ 亿 ｍ３、 ９. ６４０ 亿 ｍ３ 和 １３. ４７ 亿 ｍ３ꎻ 各河段河道外缺水

量均有所减少ꎬ 其中兰州—河口镇河段减少了 ４１. ８４ 亿 ｍ３、 龙门—三门峡河段减少了 ２３. ５０ 亿 ｍ３ꎻ 各河段

河道内外总缺水量均有所减少ꎬ 其中兰州—河口镇河段降幅最大ꎬ 为 ５３. ９２ 亿 ｍ３ꎮ 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和引

汉济渭调水工程时ꎬ ２０３０ 年黄河流域预计总缺水量 ８４. ３６ 亿 ｍ３ꎬ 其中河道内缺水 ５８. ７６ 亿 ｍ３ꎬ 河道外缺水

２５. ６０ 亿 ｍ３(图 ５)ꎮ
不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调水工程时ꎬ ２０３０ 年兰州—河口镇和花园口以下 ２ 个河段河道内总供

水量分别为 １６１. ４ 亿 ｍ３ 和 １４７. ８ 亿 ｍ３ꎬ 同时被输沙和河道内生态使用的供水量分别为 ７８. ６２ 亿 ｍ３ 和 ９７. ７７
亿 ｍ３ꎬ 河道内用水的协作度分别为 ０. ４９ 和 ０. ６６ꎮ 考虑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调水工程时ꎬ ２０３０ 年兰

州—河口镇和花园口以下 ２ 个河段河道内总供水量分别为 １７３. ５ 亿 ｍ３ 和 １６１. ２ 亿 ｍ３ꎬ 同时被输沙和河道内

生态使用的供水量分别为 ７８. ６２ 亿 ｍ３ 和 １１１. ２ 亿 ｍ３ꎬ 河道内用水的协作度分别为 ０. ４５ 和 ０. ６９ꎮ 情景 １ 和

情景 ２ 兰州—河口镇河段具有协作关系的河道内需水量已经得到完全满足ꎬ 因此ꎬ 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

增加河道内供水量使协作度减小ꎻ 情景 １ 和情景 ２ 花园口以下河段具有协作关系的河道内需水量均未得到满

足ꎬ 因此ꎬ 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增加河道内供水量使协作度增加ꎮ

图 ５　 ２０３０ 年不同情景河段缺水量

Ｆｉｇ. ５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２０３０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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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影响

２０３０ 情景 １ 和 ２０３０ 情景 ２ 对比结果显示ꎬ 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调水工程有效降低了竞争度ꎮ 除了

向黄河流域调水的工程外ꎬ 黄河流域有多个向流域外调水的工程ꎬ 例如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引黄入晋工程

等ꎬ 这些外调水工程使黄河流域内缺水形式更加严峻ꎮ 本文计算过程中引黄入晋等外调水工程引水量已从地

表水可供水量中扣除ꎬ 但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实施较晚ꎬ 黄流规中并未考虑ꎮ 在方案中增加引黄入冀补淀工

程ꎬ 即 １２ 月至次年 ２ 月从黄河下游河段向河北省调水 ６. ２００ 亿 ｍ３ꎮ 计算结果显示: 如果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占用河道外配水量ꎬ ２０３０ 情景 １ 和 ２０３０ 年方案 ２ 花园口以下河段竞争度均增加 ０. ０３ꎻ 如果占用河道内配水

量ꎬ 由于河道内非汛期配水量高于非汛期河道内生态需水量ꎬ 减去引黄入冀补淀调水量后仍可以满足河道内

需水ꎬ 因此 ２０３０ 情景 １ 和 ２０３０ 年方案 ２ 花园口以下河段竞争度与协作度不变ꎮ

３. ２. ４　 需水过程优化

目前黄河下游输沙主要在调水调沙期间进行ꎮ 调水调沙并非严格按照«黄流规»设计在汛期下泄输沙水

量ꎬ 一部分调水调沙在非汛期完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间共进行了 １９ 次调水调沙ꎬ 其中有 １１ 次调水调沙起始时

间在非汛期 ６ 月ꎻ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调水调沙期间利津断面水量共计 ６４０. ０ 亿 ｍ３ꎬ 其中非汛期水量 ３１２. ９ 亿 ｍ３ꎬ
平均每年非汛期调水调沙水量 ２２. ３５ 亿 ｍ３ꎮ

按照目前调水调沙需水ꎬ 将利津断面非汛期输沙需水量设置为 ２２. ３５ 亿 ｍ３ꎬ 汛期输沙需水量从 １７０. ０
亿 ｍ３ 降至 １４７. ６ 亿 ｍ３ꎮ 如表 ４ 所示ꎬ 输沙需水调整后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１、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２ 花园口以下

河段竞争度均降低、 协作度均升高ꎮ 原因在于输沙需水调整后非汛期河道内生态需水与输沙需水可以共享水

资源ꎬ 花园口以下河段河道内需水量从 ２２０. ０ 亿 ｍ３ 减少至 １９７. ６ 亿 ｍ３ꎬ 因此河道内协作关系增加ꎬ 河道内

外竞争关系减弱ꎮ

表 ４　 不同输沙需水下花园口以下河段的竞争度和协作度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ｏｗ Ｈｕａｙｕａｎｋｏｕ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需水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１ ２０３０ 年情景 ２

竞争度 协作度 竞争度 协作度 竞争度 协作度

调整前 ０. ５９ ０. ３７ ０. ３１ ０. ６６ ０. ２５ ０. ６９

调整后 ０. ５５ ０. ６５ ０. ２４ ０. ８１ ０. １８ ０. ８３

变化 － ０. ０４ ０. ２８ － ０. ０７ ０. １５ － ０. ０７ ０. １４

３. ２. ５　 用水竞争与协作关系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分配的启示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ꎬ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

出要“共同抓好大保护ꎬ 协同推进大治理”ꎬ 这就要求黄河水资源分配更加符合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２１]ꎮ 用水竞争与协作关系是水资源分配的重要引导: 为了降低兰州—河口镇和下游河段用水竞争度ꎬ 近

期下游河段可考虑更多地使用南水北调东、 中线水资源ꎬ 将流域内水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上游河段ꎬ 远期需持

续推进南水北调西线工程ꎻ 为了提高河道内生态用水和输沙用水间的协作度ꎬ 建议一方面科学评估河道内需

水过程ꎬ 重视洪水脉冲的生态作用ꎻ 另一方面通过调水工程和节水措施增加河道内汛期配水量ꎬ 还水于河ꎮ

４　 结　 　 论

(１) 基于经济学理论和水资源利用特征分析了水资源的排他性和非排他性ꎬ 定义了用水部门之间的竞争

关系和协作关系ꎻ 建立了协作度指标和竞争度指标以量化用水竞争关系和协作关系ꎬ 并提出了增加协作度、
减少竞争度的需水过程优化目标ꎬ 引导需水过程和供水过程向更加匹配的方向发展ꎮ

(２) 分析了黄河流域用水部门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ꎬ 结果显示: 不同情景下兰州以下各河段用水部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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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均存在竞争关系ꎬ 且兰州—河口镇和花园口以下 ２ 个河段的竞争度较高、 缺水量远高于其它河段ꎻ 跨流域

调水能够降低黄河流域用水竞争度ꎬ 南水北调西线和引汉济渭使黄河流域河道内缺水量和河道外缺水量分别

减少 １３. ４７ 亿 ｍ３ 和 ７７. ２３ 亿 ｍ３ꎻ 河道内生态水量和输沙水量间的协作度较低ꎬ 原因在于一方面汛期河道内

供水量不足ꎬ 另一方面当前的流域规划中没有考虑汛期高流量的生态作用和非汛期输沙需水量ꎻ 将利津断面

部分汛期输沙需水调整到非汛期可以降低竞争度、 增加协作度ꎮ
(３) 本文在水资源属性分析时主要考虑了水资源总量和用水方式ꎬ 实际上水利工程、 取水许可、 调度策

略等均会对水资源的属性造成影响ꎻ 优化需水过程十分复杂ꎬ 涉及到需水的时空分布、 供水能力等多方面ꎬ
本文仅提出了优化目标ꎬ 优化方法与模型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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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Ｈｅｒ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ｘｃｌｕ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ｎ ｄｅｆｉｎｅｄꎬ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ｂｅｌｏｗ Ｌａｎｚｈｏｕ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ｄｕｅ ｔｏ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ｔ 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ｉ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ｔｏ Ｈｅｋｏｕ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ｂｅｌｏｗ Ｈｕａｙｕａｎｋｏｕ ｉｎ ２０３０ꎬ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ｅｒ￣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ｆｌｏｗ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ｗｈｅ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ｆ ａ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ｎ￣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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