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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缓解水资源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ꎮ 为深化对中国非常规水资源开发

利用水平和现状的认知ꎬ 更好地支撑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和实践ꎬ 在对不同类型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ꎬ 重点阐述非常规水资源的术语和内涵ꎬ 总结非常规水资源的现状开发利用量和开发利用模式ꎬ
分析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ꎬ 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ꎮ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非常规水资源的

开发利用力度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逐年上升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已达 ８６. ４ 亿 ｍ３ꎬ 但在全国供水总量中的占比

尚不足 １. ５％ ꎬ 开发利用中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 规划设计不到位、 工程技术有短板等问题ꎬ 制约着非常规水资

源开发利用的有序发展ꎮ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涉及面广ꎬ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ꎬ 才能迎来非常规水资源开

发利用的新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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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 全球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危机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世界资源研究所(ＷＲＩ)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ꎬ 全

球有 １７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的用水量超过其水资源可利用量的 ８０％ ꎬ 处于极度缺水状态[１]ꎬ 全球约 １ / ４ 的人

口面临极度缺水危机[２]ꎬ 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水资源现状与未来的担忧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在
«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中指出ꎬ 过去 １００ 年间全球用水量增长了 ６ 倍ꎬ 并且受人口增长、 经济发

展和消费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ꎬ 全球用水量目前仍以每年约 １％的速度稳定增长[３]ꎮ 世界经济论坛(ＷＥＦ)发
布的«２０１９ 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ꎬ 按照对全球可能产生的影响排名ꎬ 近年来水危机一直高居全球风险的前

５ 位[４]ꎮ
为了缓解水资源危机ꎬ 世界各国尤其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纷纷采取行动ꎬ 一方面大力加强对常规水资源

的优化配置ꎬ 另一方面开始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非常规水资源[５￣９]ꎮ 中国也是世界上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

家ꎬ 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 / ４ꎬ 被联合国列为 １３ 个贫水国家之一[１０]ꎮ 全国正常年份缺水量超

过 ５００ 亿 ｍ３ꎬ ６００ 多座城市中 ４００ 多座城市缺水、 １１０ 座城市严重缺水ꎬ 水资源短缺问题十分突出[１１]ꎮ 随着

气候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 人口增长、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ꎬ 中国未来一个时期水资源供需形势将更加

严峻[１２￣１４]ꎮ
破解中国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ꎬ 需要节流、 开源并举ꎮ 一方面需要坚持“节水优先”的治水方针ꎬ 持

续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ꎻ 另一方面也要科学有序地开发利用非常规水资源ꎬ 不断加强水资源优化配置ꎮ 近年

来ꎬ 中国不断加大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力度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逐年上升ꎬ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ꎮ 然而ꎬ 中国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ꎬ 开发利用中还存在非常规水资源相关术

语不一致、 统计口径不统一、 家底不清、 开发利用模式不明等诸多问题ꎬ 对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和实

践造成了极大困扰ꎮ 同时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 规划设计尚不到位、 工程技术存在

短板ꎬ 制约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有序发展ꎮ 本文重点探讨非常规水资源的术语和内涵ꎬ 总结中国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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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水资源的现状开发利用量和开发利用模式ꎬ 分析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对策建

议ꎬ 为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和实践提供支撑ꎮ

１　 国内外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趋势

以色列是世界上再生水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ꎬ 几乎所有家庭都安装了自来水和再生水双管供水系

统ꎬ １００％的生活污水和 ７２％的市政污水得以回用[１１]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新加坡在樟宜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再生水厂

后ꎬ 再生水总生产能力达到 ５３. ２ 万 ｍ３ / ｄꎬ 约占整个国家总需水量的 ３０％ ꎬ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６０ 年该比例

将分别达到 ５０％和 ５５％ [１５]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颁布了水再利用法规ꎬ 其水质要求已成为全球基准ꎬ 为

世界各国水再利用法规制定提供了依据[１６]ꎮ 之后ꎬ 美国环境保护局(ＥＰＡ)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先后颁

布了«水再利用指南»和«国家水再利用行动计划: 协同实施(第一版)»ꎬ 进一步加强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

工作[１７￣１８]ꎮ 欧盟也有许多国家开展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工作ꎬ 其中西班牙的污水处理回用率已达 ２０％ ꎬ
仅次于以色列ꎬ 位居世界第 ２ 位ꎻ 葡萄牙、 意大利、 法国、 希腊等国家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水再利用法规ꎬ
目前欧盟委员会(ＥＣ)正在开展«水再利用最低要求条例»的立法工作[１６ꎬ１９]ꎮ 与此同时ꎬ 海水淡化在全球范围

内发展非常迅速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 世界上已建成 １. ７ 万个以上海水淡化处理厂ꎬ 可为 １５０ 个国家 ３ 亿多人提

供 ８ ０００ 万 ｍ３ / ｄ的淡化海水[２０]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球淡化海水生产能力提高到 ９ ７５０ 万 ｍ３ / ｄꎬ 预计 ２０５０ 年将进

一步增长到 １. ９２ 亿 ｍ３ / ｄ[２１￣２２]ꎮ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作为重要的开源举措之一ꎬ 历来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等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ꎬ 对再生水、 海水淡化、 微咸水、 矿井水、 雨洪资源、 云水资源等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

用提出了明确要求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ꎬ 将非常规水资源

开发利用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水利部印发«关于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的指导意见»ꎬ
明确提出了再生水、 集蓄雨水、 微咸水、 淡化海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的具体目标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非常规水资源配置量力争超过 １００ 亿 ｍ３(不含海水直接利用量)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

利部联合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ꎬ 进一步提出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ꎬ 到 ２０２２ 年非常规水资源

利用占比进一步增大ꎬ 缺水城市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占比平均提高 ２ 个百分点ꎮ

２　 非常规水资源的术语和内涵

２. １　 非常规水资源的术语和资源属性

目前ꎬ 国内外对于非常规水资源还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和定义ꎮ 联合国(ＵＮ) [２３]、 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２４]、 联合国大学(ＵＮＵ) [２５￣２６]、 全球水伙伴(ＧＷＰ) [２７]等国际组织ꎬ 常采用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等术语ꎻ 欧盟(ＥＵ) [２８]、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

中心(ＪＲＣ) [２９]、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 [３０]、 美国环保局(ＥＰＡ) [３１]等国际组织或国家机构ꎬ 常采用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ｕｓ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等术语表达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工作ꎮ 国内常用的术语主要有非常

规水资源、 非常规水源、 非传统水源、 非常规水、 其他水源等[３２￣３４]ꎮ
总体而言ꎬ 国内外常用的术语可概括为非常规水、 非常规水源、 非常规水资源 ３ 种ꎮ 前两个术语界定了

所涉及水体或其来源的非常规属性ꎬ 而非常规水资源术语除界定了这类水体的非常规属性外ꎬ 还界定了其资

源属性ꎬ 即能够为人类所利用的属性ꎮ 因此ꎬ 随着非常规水体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 污水资源化利用等工作

的深入开展ꎬ 人们对非常规水体的资源属性越来越加以重视ꎬ 对其替代和补充常规水资源的价值期望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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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 非常规水资源这一术语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ꎮ

２. ２　 非常规水资源的内涵和非常规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对水资源的定义比较笼统ꎬ 该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ꎮ «水资源术

语: ＧＢ / Ｔ ３０９４３—２０１４»对其进行了细化ꎬ 将水资源定义为“地表和地下可供人类利用又可更新的水” [３２]ꎮ
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出版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中ꎬ 将水资

源的定义进一步细化为“某地区一定时间范围内ꎬ 在质和量上均能满足特定用水要求的可直接利用或可开发

利用的水” [３５]ꎮ 根据该定义ꎬ 可将水资源划分为常规水资源和非常规水资源两种类型ꎮ 可直接利用或便于开

发利用的水ꎬ 可定义为常规水资源ꎻ 因水质等不能直接利用但经处理后可开发利用ꎬ 或不易开发利用但通过

一定的技术手段可开发利用的水ꎬ 可定义为非常规水资源ꎮ 因此ꎬ 非常规水资源的非常规属性包括水质非常

规、 开发手段非常规、 水质与开发手段非常规等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上述可直接利用的水ꎬ 是指可直接利用的淡水ꎬ 海水直接利用不属于该范畴ꎮ 因

此ꎬ 按照上述划分原则ꎬ 海水直接利用量既不属于常规水资源量ꎬ 也不属于非常规水资源量ꎬ 这与目前海水

直接利用量一般不纳入常规水资源量和非常规水资源量的统计口径是一致的ꎮ 但是ꎬ 从对常规水资源的替代

价值考虑ꎬ 海水直接利用通常也认为是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ꎬ 对其统计口径的归属问题尚需进一步加以明

确ꎮ 如果按照上述划分原则ꎬ 结合 «水资源术语: ＧＢ / Ｔ ３０９４３—２０１４»、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ｕｓ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ＳＯ
２０６７０» [３０]、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３]等相关定义ꎬ 非常规水资

源一般包括废污水、 咸水、 矿井水、 集蓄利用的雨水、 淡化利用的海水、 非常规手段开发利用的洪水

等[３６￣３７]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根据«水资源术语: ＧＢ / Ｔ ３０９４３—２０１４»ꎬ 污水经过适当处理后ꎬ 达到一定的水质

指标ꎬ 满足某种使用要求ꎬ 可以再次利用的水称为再生水ꎮ 因此ꎬ 废污水开发利用量通常也称为再生水利

用量ꎮ

３　 非常规水资源现状开发利用量

目前ꎬ 国内外对于非常规水资源尚无统一、 明确的统计口径ꎮ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水资源公

报»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的统计口径一般包括: 再生水利用量、 雨水集蓄利用量、 海水淡化利用量 ３
类ꎬ 海水直接利用量另行统计ꎬ 不计入全国供水总量中ꎮ 按照该统计口径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全国非常规水资

源开发利用量和全国供水总量如图 １ 所示ꎮ
２０００ 年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仅 ２１. １ 亿 ｍ３ꎬ 占全国供水总量的比例为 ０. ３８％ ꎻ ２０１０ 年非常规水资

源开发利用量也只有 ３３. １ 亿 ｍ３ꎬ 占全国供水总量的比例为 ０. ５５％ ꎻ 之后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２ 年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以来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增速较快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已达到 ８６. ４ 亿 ｍ３ꎬ 占全国供水总量

的 １. ４４％ 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８ 年再生水利用量为 ７３. ５ 亿 ｍ３ꎬ 约占当年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的 ８５. １％ ꎻ 雨水

集蓄利用量为 ９. ２ 亿 ｍ３ꎬ 约占当年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的 １０. ６％ ꎻ 海水淡化等其他非常规水资源开发

利用量为 ３. ７ 亿 ｍ３ꎬ 约占当年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的 ４. ３％ 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中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超过 ５ 亿 ｍ３的省市共 ５ 个ꎬ 依次

为北京、 江苏、 山东、 河南、 河北ꎬ 其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合计为 ４０. ２ 亿 ｍ３ꎬ 约占当年全国非常规水

资源开发利用量的一半ꎻ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超过 １ 亿 ｍ３的省市共 １９ 个ꎬ 其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

合计为 ８２. ６ 亿 ｍ３ꎬ 占当年全国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的 ９５. ６％ ꎬ 其他 １２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非常

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仅占 ４. ４％ ꎮ ２０１８ 年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分布如图 ２ 所示ꎬ
可以看出ꎬ 目前全国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极度缺水的黄淮海流域ꎬ 华东、 华南、 西南、 西北、
东北的一些省区也已加大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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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全国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和全国供水总量

Ｆｉｇ. 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图 ２　 ２０１８ 年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分布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８

４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总结不同类型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ꎬ 有助于深入了解不同类型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领

域、 区域和开发利用特点ꎬ 以更好地支撑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与实践ꎮ 本文对目前常用的几种类型非

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总结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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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再生水开发利用模式

再生水利用主要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相结合”的开发利用模式ꎮ 在市政排水管网通达区域ꎬ 且用户分

布较为密集、 用户规模和水质要求比较稳定的条件下ꎬ 一般采用集中式利用模式ꎬ 通过建设再生水处理厂、
加压泵站、 再生水供水管网、 再生水取水栓等集中开发利用再生水ꎻ 在市政排水管网或再生水供水管网未通

达区域ꎬ 一般采用分散式利用模式ꎬ 由住宅小区、 学校、 机关单位、 工业企业等按照“节水三同时”制度ꎬ
自建或拼建分散式再生水利用设施ꎬ 将污水收集处理和再生利用ꎮ 再生水利用领域主要包括农林牧渔用水、
城市杂用水、 工业用水、 环境用水、 补充水源等[３８￣４０]ꎮ

４. ２　 海水淡化开发利用模式

海水淡化利用主要包括市政供水、 工业园区“点对点”供水和海岛独立供水 ３ 种模式ꎮ 市政供水模式的

特点是ꎬ 淡化海水进入市政管网ꎬ 由地方水务公司或自来水公司统一调配使用ꎬ 该模式适应性较强、 稳定性

较好ꎬ 适用于水资源短缺的沿海城市ꎻ 工业园区“点对点”供水模式是在沿海产业园区ꎬ 依托电力、 化工、
石化、 钢铁等重点行业ꎬ 规划建设大型海水淡化工程ꎬ 配套建设输送管网ꎬ 实施“点对点”分质供水ꎬ 该模

式主要适用于高耗水工业企业ꎻ 海岛独立供水模式是由于海岛的特殊性而独立存在的一种供水模式ꎬ 该模式

的主要特点是ꎬ 淡化海水主要用于军民饮水ꎬ 工程规模一般为中小规模ꎬ 但对于解决海岛军民用水需求意义

重大[４１]ꎮ

４. ３　 雨水集蓄利用模式

雨水集蓄利用主要包括农村生产生活用水、 城市环境和杂用水、 工业用水 ３ 种模式ꎮ 农村生产生活用水

模式是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山丘区)ꎬ 结合地形地貌建设水池、 水窖和坑塘工程等收集处理雨水ꎬ 主要用于

农业灌溉、 居民生活用水、 牲畜用水等ꎻ 城市环境和杂用水模式是利用建筑屋顶、 草坪、 庭院、 道路等ꎬ 或

建设雨水收集池、 处理池等设施收集处理雨水ꎬ 主要用于园林绿化、 道路喷洒、 景观补水、 消防、 洗车、 冲

厕等ꎻ 工业用水模式是工业企业通过建设集流系统、 水质预处理系统、 储存系统、 净化系统和取用水系统等

收集处理雨水ꎬ 用于工业生产ꎬ 补充置换自来水ꎮ

４. ４　 矿井水开发利用模式

矿井水开发利用主要包括矿区自用、 工业园区“点对点”供水、 景观环境用水 ３ 种模式ꎮ 矿区自用模式

是收集处理矿井水ꎬ 主要用于矿区工业生产用水、 绿化、 降尘、 居民生活用水等ꎻ 工业园区“点对点”供水

模式是收集处理矿井水ꎬ 通过管网输送至附近的工业园区ꎬ 主要用于园区工业生产用水、 农业灌溉、 水产养

殖、 居民生活用水等ꎻ 景观环境用水模式是收集处理矿井水ꎬ 用于景观环境用水、 园林绿化、 河湖补水等ꎮ

４. ５　 咸水开发利用模式

咸水开发利用主要包括灌溉利用、 淡化利用 ２ 种模式ꎮ 灌溉利用模式又可分为直接灌溉、 咸淡混灌和咸

淡轮灌等[４２￣４３]ꎬ 主要用于解决淡水灌溉水量不足的问题ꎻ 淡化利用模式与海水淡化利用模式类似ꎬ 但主要

以小型化、 分散化的反渗透淡化处理供水为主ꎬ 主要用于城乡供水的补充水源ꎬ 解决部分地区的饮水困难

问题ꎮ

５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

５. １　 主要问题

近年来ꎬ 中国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长足进步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逐年上升ꎬ 在缓解水资

源供需矛盾、 优化区域用水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然而ꎬ 中国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尚处发展阶段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在全国供水总量中所占比重尚不足 １. ５％ ꎬ 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ꎮ 目前ꎬ 非

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４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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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法规制度尚不健全ꎮ 目前ꎬ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有关

条款外ꎬ 国家层面尚无节水、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ꎬ 导致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及管理

工作无法可依ꎮ
(２) 管理机制尚不完善ꎮ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涉及主管部门众多ꎬ 包括水利、 住建、 发改、 工

信、 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等ꎬ 相关部门间缺乏统筹协调机制ꎬ 导致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难

以形成有效合力ꎮ
(３) 顶层设计尚不到位ꎮ 目前ꎬ 国家对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方向、 开发利用方式、 建设运营体

制、 监管方式等尚缺乏全方位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ꎬ 导致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缺乏有效指导ꎮ
(４) 标准规范尚未有效衔接ꎮ 现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未能形成协调互补局面ꎬ 标准间的约束性指标数

量和阈值存在明显差异ꎮ 例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中对污水处理厂排放水

质的最高标准要求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中最低水质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ꎮ
(５) 市场机制尚不健全ꎮ 目前ꎬ 自来水价格普遍偏低ꎬ 而再生水、 淡化海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成

本较高ꎬ “分质供水、 优水高价”的价格机制尚未形成ꎬ 导致水价杠杆作用不能有效发挥ꎬ 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能充分显现ꎮ
(６) 激励机制尚不完善ꎮ 目前ꎬ 国家层面缺乏对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财政奖补、 税费减免、 项目支

持等激励政策ꎬ 导致很多地区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积极性不高ꎮ
(７) 财政扶持力度有待加强ꎮ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公益性较强ꎬ 而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成本较

高ꎬ 亟需国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ꎮ
(８) 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ꎮ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ꎬ 配套管网建设不完善ꎬ 影响了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覆盖面和可达性ꎬ 限制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ꎮ
(９) 处理利用技术有待突破ꎮ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缺乏经济、 高效的处理技术、 工艺和设备ꎬ 导

致优质非常规水资源的处理成本高ꎬ 大规模推广利用存在技术成本障碍ꎮ
(１０) 公众接受水平有待提高ꎮ 受传统观念、 宣传不够等影响ꎬ 社会公众对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认知

不足ꎬ 对非常规水资源水质和使用效果心存疑虑ꎬ 总体上接受程度不高ꎮ

５. ２　 对策建议

为充分发挥非常规水资源对常规水资源的补充、 替代作用ꎬ 切实提高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ꎬ 提

出对策建议如下:
(１) 立法修规ꎬ 依法管理ꎮ 建议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用水法»ꎬ 或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ꎬ 进一步明确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规定ꎮ 建议颁布«节约用水条例»或«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

条例»ꎬ 细化对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具体规定ꎮ
(２) 完善机制ꎬ 协调管控ꎮ 建议组建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专门协调管理机构ꎬ 建立部门间统筹协调机

制ꎬ 实施水务一体化管理ꎬ 逐步摆脱制约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体制性障碍ꎬ 全国“一盘棋”式推进非常

规水资源开发利用ꎮ
(３) 顶层设计ꎬ 统筹规划ꎮ 建议强化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顶层设计ꎬ 制定出台«关于非常规水资源开

发利用的指导意见»ꎬ 编制实施«全国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ꎬ 制定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布局

和实施路线图ꎬ 形成国家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系统性指导方案ꎮ
(４) 标准一致ꎬ 口径统一ꎮ 建议充分考虑南北方差异ꎬ 充分借鉴已有成果和经验ꎬ 制定或修订非常规水

资源开发利用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ꎬ 建立健全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技术标准体系ꎬ 并确保各标准间的协调性和互补性ꎮ
(５) 水价改革ꎬ 市场调节ꎮ 建议加快实施水价改革ꎬ 创新完善水价形成机制ꎬ 制定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

用的鼓励性水价政策ꎬ 运用价格杠杆等经济手段ꎬ 充分调动企业和用水户对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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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ꎮ
(６) 政策激励ꎬ 资金支持ꎮ 建议在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ꎬ 国家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力

度ꎬ 拓宽建设资金来源渠道ꎬ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ꎻ 在运行管理阶段ꎬ 对非常规水资源开发企业和用水户给予

财政补贴、 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ꎬ 确保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市场稳定良性运转ꎮ
(７) 基建补短ꎬ 技术创新ꎮ 建议加快推进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进度ꎬ 解决配套管网不完

善等“最后一公里”问题ꎻ 加大对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ꎬ 推动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

基础研究、 技术研发、 装备集成和工程应用示范ꎮ
(８) 强化监督ꎬ 深入宣传ꎮ 建议通过建立非常规水资源水质在线实时监控系统等途径ꎬ 加强对非常规水

资源水质的监督管理ꎮ 同时ꎬ 积极利用网络、 电视、 报纸等媒介ꎬ 及时公布水质监控信息ꎬ 宣传普及非常规

水资源安全利用知识和示范推广成果ꎬ 提高社会公众对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接受度ꎮ

６　 结　 　 语

当前ꎬ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制约ꎮ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在缓解水

资源供需矛盾、 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近年来ꎬ 中国不断加大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

力度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逐年上升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已达到 ８６. ４ 亿 ｍ３ꎮ 然而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

用量在全国供水总量中所占比重尚不足 １. ５％ ꎬ 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

和实践中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 规划设计不到位、 工程技术有短板等问题ꎬ 制约着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有序发展ꎮ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是缓解水资源危机的现实选择和必然之举ꎬ 应从保障国家供水安全、 维系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ꎬ 理解认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地位ꎮ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任务艰巨、
涉及面广、 影响深远ꎬ 需要不断深化机制体制改革ꎬ 牢固树立长远发展的理念和大局意识ꎬ 以及政府、 企业

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ꎬ 非常规水资源的巨大潜力将进一步释放ꎬ “第二水

源”的重要作用将进一步增强ꎬ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将迎来新的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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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ꎬ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ｙｅａｒｌｙꎬ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８. ６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８.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５％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
ｔｒｙ.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ꎬ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ａ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ｕｓｈｅｒ ｉｎ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 ｉｔｓ ｕｓ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ｗａｔｅｒꎻ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ꎻ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ꎻ ｍ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ꎻ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ｗａｔｅｒ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４０３５０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１２６３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１９００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