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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安全是耦合资源利用* 环境保护* 防灾等多维视角的复合概念& 为提高水安全评价的系统完备性! 避免各维

度间概念重合! 提升问题诊断的精确性! 基于对水安全定义* 内涵及评价维度的总结述评! 构建了由数量充足性* 水

质符合性* 可持续性* 成本可承受性和防洪安全保证性 B 个评价维度构成的区域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并结合专家群

决策进行指标权重量化与数据标准化& 该评价体系体现了资源安全中关于数量保障与可持续性保障的概念内涵! 相比

单纯利用资源禀赋指标评价水资源数量安全! 更能科学辨析区域真实缺水原因$ 补充前人研究较少涉及的成本可承受

性! 保证了水安全内涵的系统完备性& 以中国各省为例! 结合聚类分析开展水安全评价的实例应用! 评价结果较好地

诊断了中国各区域主要水安全问题! 符合中国现状! 说明该评价体系具备较好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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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与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需求极大增加
+",

& 现代水

安全问题的提出! 最主要是供水出现问题和受到水灾威胁& 在过去的 "$$ 5! 全球淡水使用量增加了 A 倍!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全球淡水使用量持续以每年约 "V的速度增长! 但仍有 "$ 亿以上人口的生活用水无

法保证
+#,

! 全球未来水安全态势不容乐观& 非传统安全与综合安全研究关注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范式中

所忽视的非国家行为体#如资源环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

& 水安全作为涉水非传统安

全的研究重点! 理应上升到人类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高度
+9FB,

& #" 世纪以来! 水安全逐渐成为水资源相关领域的

研究热点! 吸引了联合国* 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在内的各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注
+AFC,

& #$"! 年世界

水日联合国水组织发布了'水安全分析概要(! 讨论把与水有关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列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可能性
+@,

& 水安全问题同样对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是沿河国家间水资源调控等敏感问

题
+?,

& 水安全作为/一系列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治理层面的关键目标0! 可以降低政治冲突风险! 促进可持续发

展! 已被列入全球政治议程! 获得各国政府高层关注! 尤其是与国家安全* 区域和平间的关系
+A!"$,

&

如何构建科学全面的水安全评价体系而不脱离水安全的核心内涵! 是水安全评价的关键& 早期的水安全

评价主要通过单一指标评价水资源压力来衡量水资源安全! 包括水资源压力指数*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

度
+""F"!,

等& 随着对水安全概念的不断完善! 已有研究多从不同评价维度构建研究框架! 能够在保证各维度

相对独立的前提下! 满足综合水安全的评价需求! 易于发现不同区域主要的水安全矛盾
+C!"9,

& 与此同时! 水

安全评价存在各维度间概念交集难以归类* 指标重复选择与度量* 指标选择与水本身相关性不高等问题& 全

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固然重要! 但为了能够精确诊断具体问题! 必须缩小概念范围! 聚焦主要关注点
+A,

& 为

提高水安全评价体系的系统完备性! 避免各维度间概念交叉! 提升水安全评价问题诊断的精确性! 本文基于

对水安全定义* 内涵与评价维度的相关述评! 构建区域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并应用于中国各省水安全评

价!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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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定义与内涵

水安全是一个复合的概念系统! 涉及多学科背景! 是在资源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 灾害规避等多维综合

视角下! 对水系统整体状况的一种系统评判! 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BF"A,

& 水安全分为广义与狭义! 广义

的水安全包括水资源安全及防洪安全! 狭义的水安全指水资源安全
+9,

& 汇总国际权威组织与会议关于水安

全的定义#表 "%! 总结水安全重要内涵! 具体包括"

!

社会* 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等所需要的水量和水质得

到保障$

"

供水价格具备可承受性$

#

供水及水生态系统可以保证长期维持$

&

对旱灾* 洪涝等涉水灾害

具备可承受性& 基于上述对水安全定义与内涵的总结! 本文将水安全定义为" 能可持续地以可承受的成本供

给数量足够* 水质达标的水! 保证人类生活* 社会经济与生态健康等需求! 同时保障水相关灾害的防治

安全&

表 !%水安全定义

&'()*! N*.-2-0-121.B'0*4,*/54-0@

定义来源 定义

#6M .1S2M .5HKSO1SQL

+"C,

确保淡水* 沿海及相关生态系统得到保护和改善!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 使每一个人能够以低

廉的价格获得足够的安全用水! 并保护弱势群体免遭水相关灾害的威胁

i21X52.5HKSE5SH6KSJG>I

+"@,

从家庭到全球的任何层面的水安全! 都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以足够成本获得足够安全的水! 以保证清

洁* 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 同时确保自然环境得到保护和提高

f).5HKS

+@,

保障居民可持续地获得足够数量* 合格质量的水! 以维持生计* 人类福祉与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能抵

御水污染以及与水有关的灾害! 保证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与政治稳定的能力

f)+,*7-cE

+"?,

在流域基础上! 保证充足的水数量和可接受的水质量! 以维持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并确保有效

保护生命和财产免受洪水* 山体滑坡* 地面沉降和干旱等水相关灾害的威胁

.5HKS&>M

+#$,

保证获取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水的可靠性! 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小尺度的生活生计和当地的生态系统

服务! 并保证对水相关灾害的良好风险管理

7+*'

+#",

维持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短缺的风险#包括干旱% ! 质量不合格的风险! 过剩的风险#包括洪水% ! 以及

破坏淡水系统的风险

*.,*

+##, 保证水的可利用性能足够维持生活和生计! 以及防止水相关威胁的能力

#"水安全评价维度述评

#3!"资源安全

资源安全是水安全的核心内容! 最有名的水资源短缺评估框架! 就是结合了水资源压力和水资源短缺这 #

个维度评价水资源安全
+#!,

& 从资源安全的角度出发! 水安全的实质是水资源数量供给能否满足合理的水资源需

求! 即保证所有人能获取质量安全的供水! 满足生活生产需求! 其中最为核心的内涵为供水水量和水质& 众多

水安全定义中提及的安全用水! 指数量足够且水质符合要求的供水
+"?!#9,

& 具体展开来说! 从生活* 生产需水对

象来看! 水安全应满足所有社区的家庭用水和卫生需求! 保证人人都有获得安全饮水的权利! 同时支持农业*

工业和能源生产性经济体稳定发展
+#B,

$ 从生态需水对象来看! 水安全应保证生态系统最低需水! 人类不能挤占

过多生态用水而使生态系统崩溃& 因此! 水安全数量保障评价应判定不同对象的需水是否得到满足&

#"% 数量保障& 水资源数量保障一直是国内外水安全相关指标体系中最为基础的一个评价维度! 是衡量

水安全的首要因素
+A,

& 在衡量区域水资源数量时! 前人研究中常常利用人均水资源量等反映地区水资源禀

赋情况的指标! 没有考虑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易程度* 水质和生态需水等因素! 无法真实反映地区可利用的

水资源
+#A,

! 从水安全的内涵来说! 无法准确衡量该地区水资源能否满足各方需求& 从供需平衡这一角度衡

量水资源数量! 即评价供水需求满足程度! 更为真实客观&

##% 可持续性保障& 除了保障现阶段数量充足* 质量稳定的水资源外! 水资源供需还应考虑长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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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类社会经济与生态的长期需求! 即可持续性保障& 仅仅考虑当前供水需求而过度使用水资源! 将会造

成不可持续性! 水安全可以理解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水相关领域的延伸
+",

& 国际相关组织在阐述水安全概

念时! 提及可持续性是度量水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内涵
+"C!#C,

& 前人研究中! 较少将可持续性提升至单独的

一个评价维度! 而是多将其概念分散在水资源* 生态环境等维度进行考虑& 水安全的可持续性内涵! 应包含

水资源禀赋* 水资源开发利用#人类需求%和生态需水的长期保障! 三者联系紧密! 相互影响! 因此将可持

续性作为一个独立完备的评价维度更为科学& 利用水资源禀赋与开发利用指标进行水安全评价时! 更多应反

映资源能否长期有效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即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从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 生态可持续性

应保证生态系统最低需水! 维持生态环境系统稳定并避免崩溃&

#!% 质量保障& 水资源质量保障! 就是让水质满足生态用水和生活生产的水质要求& 生态用水的水质保

障! 即水环境安全! 应重点关注水质污染所反映的自然水体水质问题
+"B!#A!#@F#?,

& 自然水体水质不仅关乎水环

境质量! 也影响到水资源的可利用性& 根据不同区域与评价尺度的数据差异! 衡量水环境的指标也存在差

异& 评价水环境的指标容易重复选择! 如果将综合性的指标和单项水质判别指标均纳入评价体系! 就会造成

指标冗余! 造成相关指标重复度量& 比如较为常见的河流水质达标比例
+!$F!#,

! 是一个包含了 *7'等单项指

标的综合性水质判别指标& 生活生产水质保障! 除考虑饮用水源水质外! 还应该评价经过管网运输后的用水

终端水质是否符合水质标准&

#3#"其他维度

#"% 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强调水资源能够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不能因水价不合理而使当地优势行业丧

失市场竞争力
+#B,

& 对于企业来说! 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结构和发展程度! 避免用水支出过高! 保证当地

企业稳步发展$ 对于个人来说! 水安全即有负担得起的水资源以满足饮用* 洗涤和生计需要
+!!,

& 水安全强

调生活用水是基本人权! 保证人人都有获得安全用水的权利! 这其中用水成本的可承受与否是影响用水户能

否获取足够用水保障的关键! 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差* 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 前人研究中将用水成本纳

入水安全评价维度的研究较少! 少数学者考虑将生活用水支出纳入水资源可获取性评价中
+!$,

! 但鲜有将用水可

承受性作为水安全单独维度进行系统性评价与探讨& 一些研究虽考虑了经济安全的评价内容! 将 i'E等经济社

会数据指标或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等用水效率指标纳入水安全评价
+!9F!B,

! 但该类指标与水资源关系不密切!

不能体现经济安全在水安全评价中的真正内涵! 反而降低了评价结果对水安全问题诊断的灵敏度&

##% 防灾安全& 从灾害风险角度出发! 水相关灾害防治关乎社会安定* 经济有序发展以及人民生命安全

和财产安全保障! 是水安全重要内涵& 许多研究将洪水* 干旱等水相关灾害及其抵御能力列入评价水安全的

一个重要维度
+#C!#?!!A,

! 其中大部分研究将不同灾害统一囊括为一个评价维度! 没有考虑其与水安全其他维度

内涵是否存在重复& 如旱灾的发生主要是危及淡水的可用性
+!C,

! 其本身含有水资源数量的内涵! 是衡量农

业需水满足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应纳入水资源数量的评价范围&

#!% 粮食安全& 一些研究将粮食安全作为水安全评价的一个维度! 将粮食产量等指标纳入水安全评

价
+!9,

& 从粮食安全的视角考虑水安全是必要的! 但应回归于水资源本身! 从水对粮食的支撑保障出发! 即

农业供水是否满足农业用水需求! 而非简单将粮食产量直接纳入水安全评价中&

$"区域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充分考虑水安全相关学科背景! 以层次分析法的分析决策原理! 从水安全重要内涵出发! 紧扣

/水0这一核心! 构建数量充足性* 水质符合性* 可持续性* 成本可承受性和防洪安全保证性 B 个评价维度!

由农村饮水安全人口百分率等 #$ 个指标构成的区域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表 #%& 水安全评价涉及宏观* 中

观* 微观等不同尺度! 从高到低分别为国家* 区域#省域或流域%* 城市等& 本研究涉及的水安全评价为区

域尺度! 指标选取在满足数据获取性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是否能有效表征区域尺度的水安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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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区域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8 Q<')5'0-12-23-/'014,,@,0*9 '23B*-6701.4*6-12')B'0*4,*/54-0@

准则层 子准则层 评价指标及权重 定义

数量充足性

#$3#CA 9%

需水数量满

足程度#"%

农村饮水安全人口百分率 +!#!!A!!@,

#$39!9 @%

满足农村饮水基本安全标准的人口与农村总人口数量之比

城镇自来水普及率 +!A!!@,

#$3!BA A%

城镇自来水用水人口与城镇总人口之比

旱灾成灾面积率 +#?!!",

#$3#$@ A%

旱灾成灾面积与总播种面积之比

水质符合性

#$3### @%

自然水体

水质

#$3B#C C%

供水水质

#$39C# !%

河流水质达标比例 +#?!!#F!B!!@,

#$3!"B A%

%

*

)

*

(

类水质河流长度与总河流长度的百分比

湖泊水质达标比例 +!@,

#$3##? !% %

*

)

*

(

类水质湖泊个数占总湖泊个数的百分比

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 +"B!!#,

#$39BB "%

达标水源个数占总水源个数的百分比

城镇自来水供水水质达标率 +"@!!@,

#"%

城镇自来水达标水量占总供水量的百分比

可持续性

#$3#"A 9%

水资源

#$39$$ C%

开发利用

#$3!!B B%

水生态

#$3#A! @%

当地水资源增减率 +!#,

#$3C9? 9%

多年平均水资源增减水量的百分率

客水增减率 +!#,

#$3#B$ A%

多年客水增减水量的百分率

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A!#?!!A!!@,

#客观权重%

地表水供水量与地表水资源总量之比

地下水开采率 +#@!!@,

#客观权重%

地下水供水量与地下水资源总量之比

河流出境流量率 +!@,

#$39"# #%

出境水量和地表水资源总量之比

重要湖泊面积变化率 +!?,

#$3B@C @%

重要湖泊变化面积与原有面积之比

成本

可承受性

#$3""" ?%

生活水价

#$3B"? C%

生活用水支出比例 +!?,

#"%

生活用水支出与人均收入之比

生产水价

#$3#9$ ?%

水价经济增长弹性 +!A,

#"%

水价增长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之比

供水成本

#$3#!? 9%

边际供水成本比例 +9$,

#"%

新建成的代表性供水工程的供水成本与人均收入之比

防洪安全

保证性

#$3"C# B%

洪涝危害

#$3A!" #%

防洪能力

#$3!A@ @%

洪涝人口死亡率 +!C,

#$3A!C $%

洪涝灾害致死人口与地区总人口之比

洪涝损失率 +#!!!"!!A!!@,

#$3##A @%

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地区 i'E之比

发生内涝城市百分率 +#?,

#$3"!A #%

发生内涝的城市与城市总数之比

堤防防洪标准达标率 +#!!!"!!A!!@,

#"%

达标堤防长度与总堤防长度之比

注"

!

括号内数字代表该指标所占权重$

"

农村饮水安全标准是反映水量* 水质及便捷性的综合指标! 为避免指标重复度量! 水质符合性不

再包含农村饮水指标$

#

根据专家咨询! 不同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供水存在明显差异! 主观赋权不合适! 选择不同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

各自的供水比例作为客观权重&

%%#"% 数量充足性& 衡量区域水资源的数量是否可以满足工农业等经济活动和人类生活需求! 从需水数量

满足程度视角出发! 反映可供水量满足需水的程度& 其中! 农村#生活%需水保障以农村饮水安全人口百分

率度量! 城镇生活及非农生产需水保障以城镇自来水普及率度量! 农业需水保障以旱灾成灾面积率度量&

##% 水质符合性& 衡量水质是否满足生态用水和生活生产的水质要求! 从自然水体水质和供水水质 # 个

层面进行评价& 其中! 自然水体水质以河流* 湖泊及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度量! 供水水质以城镇

自来水供水水质达标率度量&

#!% 可持续性& 衡量水资源保证自身数量* 人类开发利用需求以及满足生态功能需求的能力& 保证自身数

量! 即水资源可持续性! 以当地水资源及客水增减率度量$ 保证人类开发利用需求! 即水资源开发利用不能因

消耗历史存量资源而不可持续! 以地表水开发利用率与地下水开采率度量$ 满足生态功能需求! 即生态基流得

到基本保障! 不能因水资源利用不当而引发水生态退化! 以河流出境流量率和重要湖泊面积变化率度量&

#9% 成本可承受性& 衡量生活* 生产的水价承受能力和社会的供水成本承受能力& 水价承受能力衡量生

活* 生产等水价水平是否超过各类用户的承受能力! 以生活用水支出比例和水价经济增长弹性度量$ 供水成

本承受能力评价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供水的全部成本! 以边际供水成本比例度量&

#B% 防洪安全保证性& 衡量区域洪涝灾害发生情况以及防洪能力! 从洪涝危害和防洪能力 # 个方面进行评价&

洪涝危害反映地区受到洪涝灾害影响的范围以及产生的经济* 人员等损失程度! 以洪涝人口死亡率* 损失率和发

生内涝城市百分率度量$ 防洪能力反映区域防治洪涝灾害的工程保障能力! 以堤防防洪标准达标率度量&

该指标体系较好整合了水安全相关学科概念!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与完善!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水安

全评价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

基于水资源供需平衡视角设置水资源数量充足性评价维度! 纳入防灾安全中的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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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指标! 避免了水资源短缺在供水保障和防灾安全中的概念重复! 有效规避了利用资源禀赋指标评价水资源数

量的劣势$

"

从可持续性视角考虑水资源禀赋类指标! 结合水资源自身* 水资源开发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用水需

求! 将可持续性提升为一个独立完备的评价维度$

#

前人研究中较为忽视水安全内涵中的用水成本! 本文基于经

济安全构建了成本可承受性评价维度! 从生活水价* 生产水价和供水成本 ! 个维度系统性评价了成本可承受性&

%"中国各省水安全评价

%3!"基于专家群决策的指标权重量化与数据标准化

专家群决策是通过集结专家组进行决策* 利用相关数理统计方法将决策结果定量化*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的方法& 本文利用专家群决策法对指标权重及部分指标标准化阈值进行研判确定&

#"% 指标权重量化& 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各维度及指标间两两判别矩阵! 向全球水安全相关研究与行业

的 #@ 名权威专家进行 # 轮指标制定及权重打分的问卷咨询& 根据第 " 轮专家咨询意见! 对评价指标体系的

指标进行调整! 之后将第 " 轮打分情况与数据分析返回给各专家! 并进行第 # 轮的打分& 通过收集各专家对

各准则层* 子准则层及各指标间相对重要性的定量打分! 利用判别矩阵计算各指标对子准则层* 子准则层对

准则层* 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系数#如表 # 所示%& 由于打分数据不满足正态分布! 因此利用多配对样本

的非参数检验方法)))_K6M522协调系数#;%法对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 其中 ; $̀3B@!! 显著性水平 * $̀!

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专家群决策结果具备较好的一致性! 权重相对真实可靠&

##% 数据时间尺度选择与标准化& 水安全评价体系各指标属性存在差异! 针对某一基准年的评价可能存

在不合理性! 需要对评价指标在时间尺度上的表征能力进行分析后加以判断#表 !%"

!

现状表征类& 该类

型指标受国家建设* 治理等措施影响! 采用最新年份的数据表征现状情况&

"

多年平均类& 灾害具有偶然

性与不确定性! 涉及水灾害的数据采用多年平均值&

#

长序列对比评价类& 利用不同时间点数据的对比数

据作为指标数据& 考虑到各指标及各省数据的可获取程度存在差异! 选定的评价最新年份为 #$"C 年& 数据

来源包括'中国水利统计年鉴(* '中国水旱灾害公报(*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水资源公报(* '中国水资

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 '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等& 评分结果为百分制! 得分为 (! (

%

?$ 为优秀! @$

&

(s?$为良好! C$

&

(s@$ 为中等! A$

&

(sC$ 为及格! (sA$ 为不及格&

表 =%数据标准化阈值与时间尺度选择

&'()*= &74*,71)31.3'0' 2149')-E'0-12'230-9*,/')*,*)*/0-12

阈值类型 具体指标与阈值 时间尺度 数据年份

原始数值

农村饮水安全人口百分率* 城镇自来水普及率* 河流水质达标比例* 湖

泊水质达标比例* 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 城镇自来水水质达

标率* 堤防防洪标准达标率

现状表征类 #$"C 年

历史极值

旱灾成灾面积率#"$$ 分" #3"BV$ $ 分" "C3"!V%

洪涝人口死亡率#"$$ 分" $3$ $$$ !BBV$ $ 分" $3$ $$# 9$!V%

洪涝损失率#"$$ 分" $3#BV$ $ 分" $3?AV%

发生内涝城市百分率#"$$ 分" "3?AV$ $ 分" C$3#@V%

多年平均类

评价数据取 #$"!)#$"C 年

B 5均值$ 历史极值统计范围

为 #$$$)#$"C 年

专家决策

当地水资源与客水增减率#"$$ 分" $V$ $ 分" [B$V%

重要湖泊面积变化率#"$$ 分" $V$ $ 分" ["$$V%

地表水开发利用率#"$$ 分" "$V$ $ 分" "$$V%

地下水开采率#"$$ 分" @$V$ $ 分" "$$V%

出境流量率#"$$ 分" "$$V$ $ 分" A$V%

水价经济增长弹性#"$$ 分" $3"$ @B 分" "$ $ 分" "3"%

长序列对

比评价类

现状表征类

#$$$ 年与 #$"C 年 # 次

水资源评价对比

#$"C 年

前人研究 用水支出与人均收入之比#"$$ 分" "V$ @B 分" !V$ $ 分" BV% 现状表征类 #$"C 年

注"

!

当地水资源和客水采用水利部'中国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数据! 其中第一次评价数据为 "?BA)"?C? 年均值! 第二次评价

数据为 "?@$)#$$$ 年均值&

"

用水支出与人均收入之比国际常用参考世界银行#家庭收入的 BV为水费支付上限% *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

局#家庭水费年度总支出不应超过家庭税前收入的 #3BV% * 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居民用水水费不超过家庭收入的 !V% * 住建部'城

乡缺水研究(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合理水平 #3BVU!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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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指标间量纲差异! 将各指标评分百分化! 需要设置合理的阈值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不同指标

根据评价目的与指标含义! 进行不同的标准化处理#表 !%"

!

原始数值& 原始数值具有实际意义! 可直接

可作为百分制评分的标准&

"

历史极值& 主要包括灾害类指标! 评价目的是反映现状涉水灾害影响相对于

历史极值的严重程度! 其中! "$$ 分为历史最大值! $ 分为历史最小值&

#

专家决策& 组织专家结合中国现

状对指标的评分阈值进行研判&

&

前人研究&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确定指标阈值&

%3#"中国水安全评价结果与类型划分

中国水安全整体情况较好 #图 " %! 所有省份评分等级均为及格及以上! 其中优秀占比最少! 仅为

!3#!V! 只有福建 " 个省份$ 良好占比最多! 达到 AC3C9V! 包含重庆* 广西等 #" 个省份$ 中等占比

#B3@$V! 包含山东* 宁夏等 @ 个省份$ 及格占比为 !3#!V! 只有河北 " 个省份& 就空间分布而言! 中国北

方各省份水安全水平明显低于南方! 水安全评分等级中等及以下的省份均位于中国北方! 主要原因是可持续

性与水质 # 个维度的评分相较南方较低& 其中水安全评分最低的地区集中于中国黄淮海流域的河北* 北京*

天津* 山西* 山东等区域&

图 "%中国各省水安全等级及水安全类型划分

O>W3" iS5MKJ56M <25JJ>Y><5H>16 1Ya5HKSJK<QS>HP2KbK2JY1SIS1b>6<KJ>6 *G>65

不同省份的水安全问题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 为了确定主要矛盾! 结合各省水安全不同维度评分! 利用

聚类分析法对各省份水安全类型进行划分& 聚类分析能把全体数据实例组织成一些相似组! 并通过显著性检验

确定不同分类间的性质差异是否具备统计学意义& 水安全类型划分及空间分布如图 " 所示& 为确认不同水安全

类型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需要进行显著性检验& 在选择检验方式前! 对数据进行单样本

_12L1W1S1bF,L>S61b检验! 最终各指标显著性 *x$3$B! 说明不满足正态分布! 因此利用 D566F.G>H6KP检验进

行分组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如果检验值 *s$3"* *s$3$B* *s$3$" 或 *s$3$$"! 说明在 ?$V* ?BV* ??V

和 ??3?V的置信区间内! 不同水安全类型评分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结果显示! 数量充足性#* $̀3$$"%* 可持续

性#* $̀3$$$%和防洪安全保证性#* $̀3$$"%在 ??3?V的置信水平上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水质符合性#*`

$3$"9%在 ?BV的置信水平上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说明分类结果具备较高的合理性和可信度$ 成本可承受性#*`

$3!C?%没有通过检验! 结合各省评分! 说明全国各省用水成本可承受性良好! 区域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 &类" 可持续性脆弱型& 该类型最为突出的水安全问题为可持续性较差! 评分均值只有 9"3A!& 该

类型的省份主要位于中国华北地区! 区域内人口密集* 工农业发达* 经济发展水平高! 但同时当地水资源较

为匮乏!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其中海河流域的北京* 河北和天津均存在较为严重的地下水超采问题!

当地水资源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 此外! 该地区水质情况亦不容乐观! 评分为 C939?! 区域内河流与湖泊水

体水质达标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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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全面脆弱型& 该类型的省份主要位于中国北方! 包括西北部的新疆* 甘肃* 宁夏* 陕西! 以

及河南* 内蒙古和辽宁& 该类型特征为水安全各维度评分较为平均且分值不高& 其中! 数量充足性均值为各

分类最低! 只有 C?3AB! 主要原因是供水保障程度相对较低* 旱灾成灾率较高以及农村饮水安全人口比例较

低& 可持续性评分也较低! 为 C93!!! 主要原因是该类型主要位于中国水资源匮乏且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

北地区! 生态环境脆弱* 蒸发量大* 河流水损失较为严重* 出境流量率较低!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部

分地区存在水资源过度开发的情况&

#!% *类" 水质薄弱型& 该类型的省份较少! 只有江苏* 福建和上海 ! 个位于中国东部的省#直辖市%&

水安全综合评分及各维度评分都很高! 数量充足性* 可持续性和防洪安全保证性均达到了优秀的水平& 相较

而言! 水质符合性的平均分值较低! 仅为 C@3B"! 属于中等水平& 其中! 上海的水质问题尤为严重! 河流水

质和湖泊水质问题都不容乐观&

#9% '类和 +类均为防洪安全薄弱型! 其中 '类防洪安全保证性评分为 C!3"9! +类评分更低! 仅为

A"3#!& 该类型省份的水安全评分整体较好! 可持续性优秀! 数量充足性和水质符合性均达到良好水平! 但

防洪安全保证性的平均分值较低& 该类型主要分布于中国降水相对充沛* 短时间强降雨发生频次较多的南方

和东北各省! 特别是西南各省! 近年来洪灾造成的经济和人员损失比例较高&

&"结""论

本文在水安全定义与内涵梳理及水安全评价维度述评的基础上! 构建了数量充足性等 B 个评价维度耦合

的区域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并应用于中国各省水安全评价! 具体结论如下"

#"% 基于资源安全中关于数量保障与可持续性保障的概念内涵! 纳入防灾安全中的旱灾相关指标! 构建

数量充足性与可持续性 # 个评价维度! 体现了水资源安全当前与未来保障! 相比单纯利用资源禀赋指标评价

水资源数量安全! 更能科学辨析区域真实缺水原因$ 辨析经济安全在水安全中的内涵! 补充前人研究中较少

涉及的用水成本维度! 在评价中保证了水安全内涵的系统完备性&

##% 中国各省水安全评价与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水安全评分最低的地区集中于中国黄淮海流域& 不同区

域水安全问题存在差异" 中国华北平原各省份水资源开发及生态系统存在较高的不可持续风险! 水质情况亦

不容乐观$ 西北各省份水资源供需满足程度* 可持续性* 水质等均存在一定风险$ 南方各省份水安全评分较

高! 主要存在水质与洪涝风险$ 全国用水成本可承受性良好且区域差异不显著& 评价结果较好诊断了中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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