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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准确预测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变化趋势和制定优化的调控方案ꎬ 从“经济社会￣水资源￣生态环境”系统互

馈机理出发ꎬ 建立水资源承载力水量、 水质、 水域空间、 水流的全要素诊断体系ꎬ 识别关键驱动指标ꎻ 采用支持向

量机、 系统动力学等多种方法ꎬ 建立水资源承载力定量动态预测模型ꎬ 同时制定调控目标ꎬ 结合分析驱动指标的

实现难易程度和代价ꎬ 采用正交试验方法ꎬ 优选承载力提升和减负方案ꎮ 应用于黄河流域水量要素承载力的诊断、
预测与调控ꎬ 结果表明ꎬ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等调水工程运行前各规划水平年黄河流域、 上游区、 中游区、 下游区

均处于超载或严重超载状态ꎬ 运行后均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状态ꎬ 选择非常规水利用、 入海水量、 亩均灌溉用水

量、 灌溉面积、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工业增加值等 ６ 个关键驱动指标ꎬ 进行正交试验ꎬ 得到了各水平年水量承

载力均不超载的最优调控方案ꎬ 可为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工作提供指导ꎮ

关键词: 水资源承载力ꎻ 动态预测ꎻ 调控ꎻ 负荷ꎻ 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 ＴＶ２１３. 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５９￣０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１０ꎻ 网络出版日期: ２０２０￣０９￣０２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ｓ: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２００９０２. ０９４９. ００８.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４０１３０５)ꎻ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

(Ｙ５２０００４)
作者简介: 黄昌硕(１９８０—)ꎬ 女ꎬ 江苏南京人ꎬ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ꎬ 主要从事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方面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ｃｓｈｕａｎｇ＠ ｎｈｒｉ. ｃｎ
通信作者: 颜冰ꎬ Ｅ￣ｍａｉｌ: ｂｙａｎ＠ ｎｈｒｉ. ｃｎ

近年来ꎬ 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日益增加的取耗排水量ꎬ 致使中国在水资源总量、 水环境容量、 水生态

空间和水能资源等方面问题日渐突出ꎬ 某些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超过了水资源承载能力ꎬ 水资源安全保

障的突出问题已从供给不足逐渐向承载过度转变[１￣３]ꎮ 对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承载状况进行评价时ꎬ 通常利用

“卸荷”和“强载”相结合的方法ꎬ 提高水资源与其他经济社会要素的适配性ꎬ 进一步将水压力负荷降低到合

理范围之内ꎬ 从而实现国家的水资源安全保障[４￣６]ꎮ
承载力是借用力学中的概念ꎬ 指物体在受到外力情况下而不产生任何破坏时能够承受的最大负荷[７]ꎮ

Ｐａｒｋ 等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将承载力一词引入到生态学范畴ꎬ 研究粮食与人口承载极限的关系ꎮ 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全球经济增长幅度加大、 人口快速增长导致资源消耗、 生态环境恶化、 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利用ꎬ 相应

地出现资源承载力、 土地承载力等方面的研究ꎮ 国外方面对于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较少ꎬ 国外多选用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 水资源的限制量等类似概念表示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ꎮ 国内方面水资源承载力概念最早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由新疆水资源软科学课题研究组提出雏形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施雅风和曲耀光[８] 明确提出水

资源承载力概念ꎮ 经历了 ３０ 多年的研究ꎬ 水资源承载力根据研究需求不同ꎬ 概念也随之改变ꎬ 主要有 ３ 类

观点: 一是水资源开发规模论ꎬ 二是水资源支持持续发展能力论ꎬ 三是水资源承载最大人口论[７]ꎮ 目前ꎬ
对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多偏向评价其等级或状况ꎬ 在评价过程中包含了指标权重的确定以及指标的预测等ꎬ
但是对水资源承载力相关指标诊断或调控的单独研究还较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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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水资源最大开发规模论为研究目标ꎬ 开展水资源承载力在水量、 水质、 水域空间、 水流四要素方

面的研究ꎬ 提出集水资源承载力诊断、 预测与调控为一体的成套研究体系ꎬ 并以水量要素为重点ꎬ 在水资源

短缺的黄河流域进行成套技术体系的应用ꎮ

１　 水资源承载力诊断体系构建

１. １　 水资源承载力机理简析

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对象是水资源ꎬ 水资源是水资源承载力的主体ꎬ 人类及其生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

境系统或者更广泛的生物群体及其生存环境是水资源承载力的客体[１０￣１１]ꎮ 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包括“量、
质、 域、 流”４ 个方面ꎬ 即取用和消耗水资源量、 排放和受纳污染物、 占用水域空间和开发利用水能资源ꎮ
水资源承载力受到经济社会系统、 水资源系统及生态环境系统的三重约束ꎬ 如图 １ 所示ꎮ 水资源系统直接支

撑经济社会和涵养生态环境系统ꎬ 其水循环过程的水资源产生、 运移、 耗散和排放都与水资源承载力有关ꎻ
经济社会过程引起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是对水资源产生的最直接压力ꎬ 人类通过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引起水量

的变化ꎬ 从而产生水量压力ꎻ 人类活动还通过污染物排放引起水资源质量变化ꎬ 从而产生水质压力ꎻ 水量和

水质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水域空间格局的变化和水流更新的状态[１２￣１３]ꎮ

图 １　 “经济社会￣水资源￣生态环境”对水资源承载力三重约束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水资源承载力的水量、 水质、 水域空间、 水流四维要素对水资源承载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１) 水量要素ꎮ 区域取用和消耗的水资源数量(地表和地下可利用的总水量)可达到的最大值ꎮ 主要受

以下 ２ 个因素限制: 一是区域水资源循环再生能力ꎬ 对于地表水和地下水主要指年径流量和补给更新量ꎻ 二

是与取耗水关联的生态环境系统需水量ꎬ 包括河流生态需水量以及维护湖泊生态水位、 地下水生态水位的补

给水量等ꎮ
(２) 水质要素ꎮ 区域开发利用的水环境容量许可范围最大值ꎬ 即可排入水体的污染量阈值ꎬ 与该地区特

有的水循环状态和水体自净能力大小息息相关ꎮ 水质保护目标有两方面要求ꎬ 一是水功能区划ꎬ 二是维护水

生态系统安全性和生物多样性ꎮ
(３) 水域空间要素ꎮ 区域的水体水面、 滩涂和滨岸等空间开发利用的许可范围最大值ꎬ 是水生态系统健

康维护的基本因子ꎮ 水资源承载力在水域空间维度主要表现在为河湖湿地提供适宜的空间ꎬ 对水域空间的占

用和其影响控制在规定范围内ꎬ 即为水生生物和候鸟等预留生存栖息空间ꎬ 也为区域水循环系统维护和河湖

水质净化提供必需的物理基础[１４]ꎮ
(４) 水流要素ꎮ 区域河湖水体水流过程被扰动的许可范围最大值ꎬ 即水流阻隔程度或者流速与流态允许

变化的阈值ꎬ 这通常与水力 /水能资源的开发程度和开发方式关系密切ꎮ 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涵ꎬ 一是水系

纵向、 横向和垂向连通性的阈值ꎬ 二是水体流速与流态指标的阈值[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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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水资源承载力诊断体系

水资源承载力可分为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资源承载负荷ꎮ 其中ꎬ 水资源承载能力可表示为水资源对经济

社会、 生态环境发展的支撑力ꎬ 水资源承载负荷可表示为经济社会、 生态环境发展对水资源利用的压

力[１５￣１６]ꎮ 因此ꎬ 以能力和负荷作为主要因素进行分析ꎬ 并用表征指标表示ꎮ 根据«全国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

预警机制技术大纲»中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方式ꎬ 采用实物量能力与负荷表征指标两两比值进行评价ꎬ 即通

过对照各实物量指标度量标准的评价方法直接判断其承载状况[１７]ꎮ
涉及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ꎬ 研究从量、 质、 域、 流及自然禀赋、 经济社会、 生态环境等多

个角度加以分析[１８]ꎬ 共分析得出影响因素 １００ 多个ꎮ 关键驱动指标诊断就是从这些影响因素中筛选出对水

量、 水质、 水域空间、 水流等方面的水资源承载状况具有重要驱动作用的指标ꎮ 本次采用了相关性分析、 主

成分分析、 熵权法分析以及 ＤＥＭＡＴＥ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分析ꎬ 在全国层面共

筛选出 ２４ 个关键驱动指标ꎬ 其中有 ３ 个指标重复(水资源总量、 降水量、 河道平均流速)ꎬ 见表 １ꎮ 对于区

域或者流域层面ꎬ 可能与全国的 ２４ 个关键驱动指标不一样ꎬ 如对可利用水量ꎬ 可能有外调水量等ꎬ 其他要

素也有类似的不同驱动指标ꎮ

表 １　 水资源承载力关键驱动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要素 表征指标 驱动指标 要素 表征指标 驱动指标

水量

区域可用水量

降水量

水资源总量

大中型水库蓄水量

非常规水利用量

区域用水量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人口密度

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水域

空间

最小生态水域面积

降水量

年径流量

河网密度(遥感)

实际水域面积

水系阻隔率

水土流失率

水文连接度

植被覆盖率

水质

水功能区纳污能力

(ＣＯＤ、 氨氮)

河道流量

年径流量

河道平均流速

水功 能 区 污 染 物 入 河 量

(ＣＯＤ、 氨氮)

ＣＯＤ 排放总量

氨氮排放总量

城市污水处理率

水流

河段年径流量

水资源总量

河道平均流速

降水量

河段水库总调节库容

年径流变化率

流量过程变异程度

河流脉动指数

２　 水资源承载力预测

对水资源承载力驱动指标开展不同发展情景下的预测研究ꎬ 分析未来多重影响因素作用下的水资源承载

力变化ꎮ 通过分析水资源承载力诊断指标拟选择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方法ꎬ 在分析这些模型适用性的基础

上ꎬ 结合采用人工神经网络、 遗传算法、 支持向量机、 集对分析、 系统动力学模型等智能建模方法ꎬ 构建水

资源承载力诊断指标预测模型ꎬ 建立能力与负荷的表征指标与诊断指标的关系ꎬ 进而通过诊断指标预测实现

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动态预测[１９￣２０]ꎬ 具体技术方案如图 ２ꎮ

２. １　 水资源承载力预测过程

采用水资源承载力物理成因分析与数据挖掘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ꎮ 数据挖掘是近 ２０ 年来新兴发展起

来的先进技术ꎬ 包含智能计算等多种类型的先进算法ꎬ 可满足大数据、 多容量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数据分析

计算要求ꎮ 本文拟通过对比不同预测方法从而改进完善模型求解算法ꎬ 利用趋势分析等方法对诊断指标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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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数据进行预测从而得到诊断指标规划水平年预测值ꎬ 再通过 ＢＰ 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构建诊断指标与表

征指标的关系ꎬ 基于诊断指标预测值得到表征指标预测值ꎮ

２. ２　 建立水资源承载力表征指标与诊断指标关系

对于水资源承载力的水量、 水质、 水域空间、 水流四要素的各表征指标 Ｙ 与其诊断指标集 Ｘ ＝ {ｘ１ꎬ
ｘ２ꎬꎬｘｎ} 之间的关系均可以通过转换函数 ｆ 刻画ꎬ 即:

Ｙ ＝ ｆ(Ｘ) ＝ ｆ(ｄ１ｘ１ꎬｄ２ｘ２ꎬꎬｄｎｘｎ) (１)
式中: ｄｉ 为第 ｉ 个诊断指标的驱动指数ꎮ

图 ２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状态预测技术方案

Ｆｉｇ. 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　 水资源承载力调控

３. １　 调控目标

针对中国面临的复杂水资源问题ꎬ 结合“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战略配

置”中水资源承载力发展目标ꎬ 到 ２０３５ 年各地的水资源承载力要消除严重超载区ꎻ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各地水资源

承载力消除一般超载区ꎮ 本次水资源承载力的调控按照该总体目标进行ꎮ
具体对每个地区ꎬ 要根据各地的水资源综合规划、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 生态控制红

线、 国土空间开发规划等明确的各时间节点目标ꎬ 按照总体目标设置一系列具体调控目标ꎬ 具体调控目标可

以比总目标更高ꎮ
３. ２　 调控方法

水资源承载力的调控涉及众多方面ꎬ 特别是在多因素、 多水平的调控方案中ꎬ 其造成的影响更为复杂ꎮ
针对上述情况ꎬ 可采用正交试验方法进行调控研究ꎮ 正交试验以造好的正交表为依据来安排试验方案ꎬ 以较

少的试验次数、 较短的试验周期、 较低的试验和生产成本来迅速找到最优方案ꎮ
３. ３　 调控方案

依据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现状诊断及未来预测结论ꎬ 针对该地区水量、 水质、 水域空间、 水流四要素能

力表征指标的驱动因子ꎬ 围绕调控目标提出调控方案ꎮ
根据驱动指标的具体情况ꎬ 有的能调控ꎬ 有的不能调控ꎬ 如可利用的水量中降水量、 水资源总量 ２ 个驱

动指标人为不能调控ꎬ 而大中型水库蓄水量及非常规水利用量指标通过人的行为可以调控ꎬ 针对可调控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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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ꎬ 对各规划水平年(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可调控的指标分别设置不同的情景ꎬ 通过正交试验产生多

组调控方案ꎬ 分析驱动指标实现难易程度和代价ꎬ 优选出(推荐)调控方案ꎬ 实现调控目标ꎮ

３. ４　 调控措施

水资源作为重要的基础资源ꎬ 已逐渐成为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ꎬ 为保证水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ꎬ
有必要从开源和节流 ２ 个途径提出一系列调控措施ꎬ 用于解决各地目前和将来可能面临的水资源短缺、 水环

境污染、 水域面积萎缩、 水体流动性受阻等水资源挑战ꎮ 利用本文构建的水资源承载力诊断指标体系、 水资

源承载力预测模型和承载力调控方法等ꎬ 针对优选调控方案中的调控指标从能力与负荷两方面提出具体的调

控措施ꎮ

４　 黄河流域水量要素承载力预测与调控

４. １　 黄河流域水量要素承载力诊断

黄河流域降水较少ꎬ 本地水资源短缺ꎬ 属于资源性缺水流域ꎬ 缺水形势严峻ꎬ 供需矛盾突出ꎬ 因此ꎬ 本

文以水量要素为重点进行黄河流域水量要素承载力诊断与调控案例研究ꎮ 将黄河流域分为上游、 中游、 下游

３ 个研究分区ꎬ 通过现状评价可知ꎬ 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上游、 中游、 下游水量均处于超载状态ꎮ
遵循科学性原则、 代表性原则及可操作性原则ꎬ 通过单因素线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 灰色关联

度法进行关键驱动指标识别可知ꎬ 在能力方面ꎬ 地表水资源量指标对区域可利用水量影响较大ꎻ 在负荷方

面ꎬ 农业用水量指标及其二级驱动指标对区域用水量的影响较大ꎮ 具体见表 ２ꎮ

表 ２　 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水量要素关键驱动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项目

区域可用水量(能力表征指标) 区域用水量(负荷表征指标)

能力驱动指标 相关性
负荷一级
驱动指标

比重 负荷二级驱动指标 相关性

指标

地表水资源量 ０. ９９７ 农业用水量 ０. ７４

灌溉面积 ０. ９４０

人口 ０. ９１９

亩均灌溉用水量 ０. ８４９

ＧＤＰ ０. ４８１

地下水资源量 ０. ９３７ 工业用水量 ０. １４

人口 ０. ９１７

工业增加值 ０. ５７５

ＧＤＰ ０. ５７２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０. ５１７

年水库蓄水变量 ０. ６９９ 生活用水量 ０. ０９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０. ９３１

城镇综合生活用水定额 ０. ８９８

人口 ０. ８５８

ＧＤＰ ０. ６７８

降水量 ０. ６８５ 生态用水量 ０. ０３

４. ２　 黄河流域水量要素承载力预测

运用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模型ꎬ 进行黄河流域水量要素承载状况的模拟与预测ꎮ 模型确立初始时间为

２００４ 年ꎬ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５０ 年ꎬ 时间步长为 １ ａꎮ 规划水平年为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ꎮ 通过对模型进

行历史性检验ꎬ 确定了模型的有效性ꎮ 模型流图见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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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水量要素系统动力学流图

Ｆｉｇ. 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考虑未来黄河流域水资源条件将发生较大变化ꎬ 设定了南水北调西线等调水工程运行前、 运行后 ２ 种不

同情景ꎮ 通过仿真实验得到不同情景下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５ 年及 ２０５０ 年各分区水资源承载力水量要素承载状况ꎮ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ꎬ 西线等调水工程运行前各规划水平年黄河流域、 上游区、 中游区、 下游区均处于超载或

严重超载状态ꎻ 西线等调水工程运行后中游区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３５ 年处于临界状态ꎬ ２０５０ 年处于超载状态ꎬ 其余

各分区和黄河流域各规划水平年均处于超载状态ꎬ 具体见表 ３ꎮ

表 ３　 南水北调西线等调水工程运行前后水量要素承载状况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分区 预测年
可以利用的水量 / 亿 ｔ 用水量 / 亿 ｔ 承载状态值 承载状况

运行前 运行后 运行前 运行后 运行前 运行后 运行前 运行后

黄河流域

２０３０ 年 ５１５. ９４ ６１０. ９４ ６３９. ９６ ６３９. ９６ １. ２４０ １. ０４８ 严重超载 超载

２０３５ 年 ５１０. ２１ ６０５. ２１ ６４５. ８５ ６４５. ８５ １. ２６６ １. ０６７ 严重超载 超载

２０５０ 年 ５０６. ５８ ６０１. ５８ ６６０. ５２ ６６０. ５２ １. ３０４ １. ０９８ 严重超载 超载

上游区

２０３０ 年 １９８. ５２ ２４８. ５２ ２８２. ７４ ２８２. ７４ １. ４２４ １. １３８ 严重超载 超载

２０３５ 年 １９７. ８８ ２４７. ８８ ２８４. ０２ ２８４. ０２ １. ４３５ １. １４６ 严重超载 超载

２０５０ 年 １９６. ４５ ２４６. ４５ ２８８. ０５ ２８８. ０５ １. ４６６ １. １６９ 严重超载 超载

中游区

２０３０ 年 １８２. ７０ ２２６. ７０ ２２１. ４８ ２２１. ４８ １. ２１２ ０. ９７７ 严重超载 临界状态

２０３５ 年 １８１. ５８ ２２５. ５８ ２２４. ７２ ２２４. ７２ １. ２３８ ０. ９９６ 严重超载 临界状态

２０５０ 年 １８０. ５４ ２２４. ５４ ２３０. ７８ ２３０. ７８ １. ２７８ １. ０２８ 严重超载 超载

下游区

２０３０ 年 １３４. ７１ １３５. ７１ １３５. ７５ １３５. ７５ １. ００８ １. ０００ 超载 超载

２０３５ 年 １３０. ７５ １３１. ７５ １３７. １２ １３７. １２ １. ０４９ １. ０４１ 超载 超载

２０５０ 年 １２９. ５９ １３０. ５９ １４１. ６９ １４１. ６９ １. ０９３ １. ０８５ 超载 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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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黄河流域水量要素承载力调控

根据上述预测结果ꎬ 统筹考虑调控方案的可操作性、 经济代价等原则ꎬ 针对南水北调西线等调水工程运

行前与运行后 ２ 种情景ꎬ 通过正交试验方法进行能力和负荷两方面的调控研究ꎬ 以全流域调控为例进行调

控ꎬ 最终使全流域在规划水平年消除超载状态ꎬ 即水量要素承载状态值不超过 １ꎮ
通过对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的指标进行敏感性分析ꎬ 结合 ４. １ 节诊断部分影响水资源承载力水量要素的驱

动因子的选择ꎬ 最终在能力提升方面增加非常规水利用和入海水量 ２ 个指标进行调控ꎬ 在负荷削减方面调控

亩均灌溉用水量、 灌溉面积、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工业增加值 ４ 个指标ꎬ 每个指标分 ３ 个水平进行正交

试验ꎬ 得到多种调控方案ꎮ 运行仿真模型ꎬ 得到各调控方案下的承载状况ꎮ 针对黄河流域各规划水平年推荐

最优调控方案ꎬ 使水资源承载状况在南水北调西线等调水工程运行前、 运行后均达到不超载状态ꎮ 具体推荐

方案见表 ４ꎮ

表 ４　 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水量要素调控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情景
预测
年份

提升流域承载能力 减轻流域承载负荷 承载状态值 承载状态

非常规水
利用 / 亿 ｍ３

入海水量
/ 亿 ｍ３

亩均灌溉
用水量 / ％

灌溉
面积 / ％

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 / ％

工业增
加值 / ％ 调控前 调控后 调控前 调控后

西线
运行
前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５ 年

２０５０ 年

＋ ２０ － １５

－ ２０ － １０ － １０ － ５ １. ２４０ ０. ９９９ 严重超载 临界状态

－ ２０ － １０ － １５ － １. ２６６ ０. ９６８ 严重超载 临界状态

－ ３０ － １５ － １０ － １. ３０４ ０. ９４４ 严重超载 临界状态

西线
运行
后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５ 年

２０５０ 年

＋ ２０

－ ５ － － ５ － １. ０４８ ０. ９８０ 超载 临界状态

－ ５ － － ５ － １. ０６７ ０. ９９９ 超载 临界状态

－ １０ － ５ － １５ － １. ０９８ ０. ９６２ 超载 临界状态

注: 减轻流域承载负荷下面的 ４ 个指标ꎬ 都指调控比例ꎮ

　 　 针对以上调控方案ꎬ 提出适度退减农田灌溉面积、 降低亩均灌溉用水量、 降低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调整产业结构、 加大非常规水利用、 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建设和适时削减部分入海水量等是黄河流域水量要素

不超载的主要调控措施ꎮ

５　 结　 　 论

(１) 围绕水资源承载能力“量、 质、 域、 流”四要素ꎬ 采用了主成分法、 熵权法以及 ＤＥＭＡＴＥＬ 法等从能

力与负荷两方面ꎬ 构建了水资源承载力诊断体系ꎬ 在全国层面筛选得到 ２４ 个关键驱动指标ꎮ
(２) 利用趋势分析等方法构建水资源承载力诊断指标预测模型ꎬ 通过 ＢＰ 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建立水资

源承载力表征指标与诊断指标的关系ꎬ 从而得到各规划水平年水资源承载状态ꎮ 针对超载地区ꎬ 设定区域水

资源承载力调控目标ꎬ 采用正交试验方法优选调控方案ꎬ 针对最优方案中的调控指标提出具体调控措施ꎬ 建

立了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动态预测与调控体系ꎮ
(３) 以黄河流域水量要素为例进行水资源承载力研究ꎬ 通过单因素线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 灰

色关联度法进行了关键驱动指标识别ꎻ 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各规划水平水资源承载状态预测ꎬ 得到各研

究区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运行前都处于超载或严重超载状态ꎬ 运行后都处于超载或临界状态ꎻ 根据调控目

标采用正交试验方法优选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运行前、 运行后各规划水平年的推荐调控方案ꎬ 针对推荐方案

提出适度退减农田灌溉面积等调控措施ꎬ 实现了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水量要素不超载的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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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０(２): ５１９￣
５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ｏ１ꎬ２ꎬ ＧＥＮＧ Ｌｅｉｈｕａ１ꎬ２ꎬ ＹＡＮ Ｂｉｎｇ１ꎬ ＢＩＡＮ Ｊｉｎｙｕ１ꎬ ＺＨＡＯ Ｙｕｔｉｎｇ３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８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Ｃｏ. ꎬ Ｌｔｄ. ꎬ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３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ＹＲＢ)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ｕｔｕａ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ｅｒｓ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ＲＢ ｂ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
ｆｉｃｕｌ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
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ｌｏａ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Ｂ. Ｔｈｅ ｓｉ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ｗｅｒｅ: ①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ꎻ ②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ꎻ ③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ꎻ ④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ꎻ ⑤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ｗａ￣
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ꎻ ⑥ １０ꎬ ０００ ｙｕ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Ｂ ａ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ａｎ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ｅｄ ｏｒ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ａｔ 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ａｎ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Ｂ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Ｂ.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ꎻ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ꎻ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ｌｏａｄꎻ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４０１３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