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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国内外水资源规划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基于广义 ET 耗水控制理念探讨了区域水资源水环境综合规

划的理论、内涵及其规划理念。分析了其调控机制、规划原则以及规划目标。确定以目标 ET制定- 方案设置- 情

景模拟- 方案评价- 方案推荐 5 个步骤为基于 ET 的水资源规划的决策思路, 进而提出了七大总量控制规划指标,

建立了规划框架。为综合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提供了探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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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水资源问题已成为 21世纪全球关注的热点,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水资源匮

乏和生态环境污染为特征的水危机已成为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流域或区域的水资

源规划管理也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国内外水资源规划发展历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可分为

6种模式。

( 1) 就水论水 的水资源规划
[ 1]
。这个模式属于起步阶段,水资源规划考虑的关系相对简单,主要

以水为核心和约束条件, 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或者缺水最少为目的,探索水资源如何满足经济发展需

要
[ 2- 4]
。

( 2)基于宏观经济的水资源规划
[ 5- 7]
。由于水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非常密切,

Booker等
[ 5]
将水资源管理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综合考虑, 许新宜等

[ 7]
重点研究了水资源与宏观国民经济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提出了基于宏观经济的水资源合理配置理论方法, 力图实现宏观经济

和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协调发展。

( 3)面向生态的水资源规划。随着世界性人口爆炸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水资源开发强度越来越

大,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带来了各种生态恶化问题, 比如河道断流、湿地萎缩、地下水出现漏斗等等。随着

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同等重要地纳入到水资源规划中
[ 8- 11]

。

( 4)广义水资源规划。20世纪 90年代以来,水资源危机逐渐成为世界性难题, 在水资源缺乏地区,

提高降水的利用效率日益得到重视。因此,蓝水资源(或称狭义水资源,即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和绿水

资源(或称广义水资源,即能被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直接利用的降水)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 12]
。在此理论

基础之上,有学者提出了狭义水资源和广义水资源统一配置的水资源配置体系
[13- 14]

。

( 5)基于耗水的水资源规划。以往的水资源配置主要将多种可利用水源在区域间和部门间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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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缺乏对水资源消耗量(以下简称广义 ET)的控制。Dayid等
[ 15]
首次提出节水中的可回收水和不可回

收水概念; Keller 等
[ 16]
提出了 真实节水 系列概念, 强调从整个水循环不可回收的水量中进行节水(而

不仅限于用水过程中的节水) , 引发了 人们对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新思考
[17]
。这一思想起先用于农业

灌溉用水管理中
[ 18- 19]

, 后被在世界银行 GEF 海河项目中用于流域或区域水资源规划和管理实

践
[ 17- 18, 20- 23]

。

( 6)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
[ 1]
。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其重要属性, 两大属性密不可分,只有

将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管理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如果要实现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和

可持续利用,须将供水、用水、排水和污染防治等与水有关的各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目前,国内外学者

主要在分质供水、保证环境流量、基于水资源配置模型的水质水量 双总量 控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研

究
[ 24- 29]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进行了大量简化。

目前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才刚刚起步。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注重取水控制, 基

于 真实节水 对广义 ET 总量进行控制的理论、方法及技术措施体系尚在研究之中。水资源与水环境

综合规划主要从水资源配置过程中考虑环境问题的角度出发开展了一些工作,没有真正体现水资源和

水环境综合的理念。只有从水循环过程及伴随水循环的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内在作用关系的基础出

发,将水资源合理配置与污染治理紧密联系起来, 才能真正实现水资源量和质的科学管理。本文以基于

广义 ET 的水资源规划和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的理念为指导,初步构建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

环境综合规划体系, 包括规划理念、调控机制、规划原则、规划目标及决策思路。

2 基于广义 ET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理论内涵

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理论内涵包括两个部分:

2 1 基于广义 ET的水资源规划理论内涵 传统的 ET 是蒸发( evaporat ion)和蒸腾( traspirat ion)的合写

词,最早用于农业用水管理,表示农业用水通过一切形式由液态转化成气态的过程。本文广义 ET 指的

是区域内所有的耗水量, 其组成包括: ( 1)通常传统意义下的 ET,即植被的蒸腾、土壤及水面的蒸发; ( 2)

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蒸发; ( 3)工农业生产时固化在产品中, 且被运出本区域的水(运出区域外

的产品水对于本区域来说相当于消耗)
[ 32]
。以下文中所用到的 ET 亦指广义上的 ET。

在世行GEF海河项目中
[ 33]

, 真实节水 的概念进一步推广到全流域, 提出基于广义 ET 管理理念的

水资源规划, 真实节水 的含义为减少项目区广义 ET 消耗量, 只有减少水分的蒸发蒸腾, 才是区域水

资源量的真正节约, 这与传统的水资源规划是有区别的。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注重取水管理, 节水的效

果主要由取水量的减少来衡量,取水的减少量等同于节约的水量。因此在进行水资源规划时,主要在区

域间和部门间分配各种可利用的水源,缺乏对广义 ET 总量的分配和控制。其结果是, 发达地区或者强

势部门通过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和消耗率, 在不突破许可取水量的限制的条件下, 将消耗更多的水量

(增加 ET) ,在区域 流域水资源总量(区域 流域总的可消耗 ET)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这就意味着欠发达

地区或者弱势部门如农业、生态等部门可使用的水资源将被挤占。越是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这种矛盾

越是突出。因此,按照传统水资源规划理念, 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并不能真正得到保证,生态系统的安

全也并不能真正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对广义 ET 进行控制才能真正实现流域 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对广义ET 进行控制,不仅需要从流域 区域整体对广义ET 进行控制,还需要对局部区域的广义 ET

进行分别控制。否则,即使整个流域 区域广义 ET 得到控制,由于局部的广义 ET 控制没有实现,可能会

造成局部的水资源问题。

与传统取水控制一样,对广义 ET 的控制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在不突破流域 区域广义

ET 总量的前提下,通过调整 ET 在时空上和部门间的分配,通过提高各部门ET 利用的效率,减少低效和

无效 ET,增加高效 ET,仍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因此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规划理念包括两层含义: ( 1) ET 总量控制。从流域 区域整体控制住总

的ET 量,确保流域 区域总 ET 不超过可消耗ET,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2) ET 效率提高。从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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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整体提高水分生产水平,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基于 ET 水资源规划首先要根据水资源本底条

件确定流域 区域可消耗 ET 量,然后从广义水资源角度出发,在综合考虑自然水循环的 地表- 地下-

土壤- 植被 四水转化过程中产生的 ET 和社会水循环的 供水- 用水- 耗水- 排水 过程中产生的 ET

的基础上, 进行各区域、各部门 ET 的分配, 确保区域总 ET(自然 ET 和社会 ET)不超过可消耗 ET 的要

求。

2 2 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理念 水量水质联合配置的研究在近年得到了重视, 从配酌模拟计算的

角度分析,水量水质联合配置存在 3个层次。第1个层次是基于分质供水的水量配置; 第 2个层次是在

水循环基础上添加污染排放和控制等要素,实现在水量过程模拟基础上的水质过程分析,进而进行水量

配置;第 3个层次就是在动态联合水量和水质实现时段内紧密耦合的动态模拟。目前的研究主要还集

中在第1个层次,对于第 2层次有所涉及,但是还不够系统,需要作更深层面的研究,到第 3个层次才真

正属于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的范畴。

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理念就是要在规划过程中同时考虑水资源配置与水环境保护相互影响的

关系,包括两层含义: ( 1)满足用水户的水量和水质要求。从供水角度来说, 不光要满足用水户的水量要

求,还要按照不同用户对水质的要求不同,实现分质供水、优水优供; 而要达到水体水质要求, 污染排放

应该按照水体水质要求进行严格控制,确保水质安全; ( 2)满足水环境功能区划的水质要求。从污染控

制角度来说,一方面需要根据水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 按照环境容量进行削减,实现总量控制基础上的

达标排放:另一方面,在水资源配置过程中要留足环境容量,以使得污染削减的代价切实可行;这两方面

须综合考虑,确定最佳平衡点。

实现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要牢牢抓住两点: ( 1)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要基于统一的水环境

功能区划。水资源配置按照水环境功能区划实施分质供水,并给每个功能区留足环境水量,污染排放按

照水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削减污染排放总量。只有采用统一的水环境功能区划,水资源和水环境规划

才有共同的基础; ( 2)水资源规划与水环境规划要基于水循环与污染迁移转化基础。水循环和伴随水循

环的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密不可分,这是水资源具有量和质两方面属性的基础,也是水资源与水环境综

合规划的基础。因此,只有在充分分析水循环过程与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水资源与

水环境规划的科学性。

3 基于广义 ET的区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调控机制

作为自然资源的水首先具有自然属性,同时具备为所在生态系统中承担功能的生态属性,在人类社

会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之后又增加了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环境属性。因此, 在现代水循环结构中,

水资源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和环境五维属性。在水的资源、生态、社会、经济、环境五维属性之间

充斥着矛盾与竞争, 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应当以 ET 为核心,针对不同维的需求建

立相应的决策机制。

( 1)以广义 ET 为中心的水平衡机制。流域水资源演化是诸多水问题产生的共同症结所在, 过多的

ET(耗水)是造成水资源短缺、水生态退化的关键因素, 因此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首

先要遵循广义 ET(耗水)为中心的水平衡机制。

水平衡决策机制包括 3个层次: 第1个层次是流域 区域整体的水量平衡机制, 是流域 区域总来水

量(包括降水量和从流域外流入本流域的水量)、广义 ET 量(即区域耗水量)、排水量(即排出流域之外

的水量)之间的水量平衡,其目标是以水量平衡为条件界定满足流域 区域水循环稳定健康的经济和生

态总可耗水量。第 2个层次是资源量平衡机制,包括径流性水资源量、经济用水耗水量和排水量之间的

平衡关系进行分析, 其目标是界定满足流域 区域水循环稳定健康的国民经济取用水量、可消耗水量。

第3个层次是社会水循环水量平衡, 分析计算各种水源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不同时段的供用耗排水

平衡,其目标是界定满足流域 区域水循环稳定健康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取用水量、可消耗水量。

( 2)以可持续为中心的生态决策机制。生态决策机制的核心是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要求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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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用水高效和公平的同时, 需要考虑水循环系统本身健康和对相关水生态系统的支撑。

在水资源紧缺地区, 社会经济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竞争强烈,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确定合理的平衡点。将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流域水资源演变和生态

环境变化的统一背景下进行研究,以流域为基础, 以经济建设和生态安全为出发点, 根据水分条件与生

态系统结构的变化机理, 在竞争性用水的条件下, 通过比较和权衡, 确定合理的生态系统耗水量和国民

经济耗水量,既能使生态系统保持相对稳定和功能的协调, 又能使经济建设受到较小的影响。

( 3)以公平为核心的社会决策机制。社会决策机制的核心是水量分配和污染治理的公平性,包括区

域间的公平性、时间段上的公平性、行业间的公平性、代际间的公平性。通过社会决策机制能体现水资

源配置和污染治理对不同地区、行业和群体利益的协调,保障社会发展的均衡性。

( 4)以边际成本和社会净福利为中心的经济决策机制。经济决策机制体现水资源和水环境调控的

高效原则,水资源合理配置与污染控制的经济决策机制是根据社会净福利最大和边际成本替代两个准

则确定合理的水资源配置指标和污染控制指标。

经济决策机制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经济层次,抑制水资源需求、降低 ET(降低水资源

消耗)和减少污染产生需要付出代价,增加水资源供给、增加可消耗 ET(从外部调水、增加海水利用)和

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也要付出代价, 两者间的平衡应以更大范围内的全社会总代价最小(社会净福利最

大)为准则。在微观经济层次, 不同水平上抑制水资源需求、降低 ET 和减少污染产生的边际成本在变

化,不同水平上增加水资源供给、增加可消耗 ET 和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的边际成本也在变化, 二者的平

衡应以边际成本相等或大体相当为准则,从用水、耗水及治污产生的效益和社会福利基础上分析水资源

和水环境调控的方向,通过不同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和污染控制方式实现在公平基础上对水资源更高效

的利用和水污染的防治。

( 5)以水量水质联合配置为中心的环境决策机制。环境决策机制的核心是关注水环境质量对社会

的综合效益。通过环境决策机制能在水量水质演化的基础上提出水环境承载能力下的行业最大可排水

量准则,控制断面水环境要求以及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的水量利用和污水排放双重控制。同时,还需要

在配置决策中量化水污染损失,确定污染负荷排放以及污水处理再利用的阈值指标。

4 基于广义 ET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原则及规划目标

4 1 规划原则 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性、高效性、公平性和系

统性为原则进行科学综合规划。( 1)可持续性原则表现在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区域发展模式要

适应当地水资源条件,水资源开发利用必须保持区域的水量平衡、水土平衡、水盐平衡、水沙平衡、水化

学平衡和水生态平衡; ( 2)高效性原则是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参与生活、生产和生态过程的水量及其有效

程度, 减少水资源转化过程和用水过程中的无效蒸发,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及效益, 增加单位供水量对

农作物、工业产值和 GDP的产出;减少水污染, 增加要求水质等级的有效水资源量; ( 3)公平性原则具体

表现在增加地区之间、用水目标之间、用水人群之间对水量和污染负荷的公平分配; ( 4)系统性原则表

现在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分配, 对当地水和过境水统一分配, 对原生性水资源和再生性水资源统一分

配,对降水性水资源和径流性水资源统一分配,对水资源和污染负荷统一分配。

4 2 规划目标 基于 ET 的区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的综合规划是从广义水资源的角度来进行区域 ET 总

量控制及定额管理, 主要体现在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五大目标上。( 1)资源目标主要是实现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体现在ET 总量控制和地下水超采控制上; ( 2)环境目标主要是改善水环境, 促使区

域水环境质量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 3)生态目标是促使区域生态系统逐渐得到修复,体现在生态

用水的水量水质得到保障; ( 4)社会目标是在保证现代社会整体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体现稳定、和谐的理

念,主要体现为保证人饮安全,实现区域间的供水、治污的公平; ( 5)经济目标主要是保证粮食不减产、农

民不减收、经济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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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广义 ET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决策思路

5 1 决策方法 水资源与水环境系统属于典型的复杂巨系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属于半结构化

的多层次、多目标、多决策者的决策问题。国内外对此类半结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求

解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优化方法,即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设定某种寻优规则,对设定的

目标进行自动寻优的方法,如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大系统优化、多目标决策以及近些年发

展起来的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等;另一类是模拟方法,即在计算机上模拟系统行为的方法,这种方法结

合人工优选,可以获得决策问题的满意解。

优化方法和模拟方法各有优缺点, 主要包括以下 5个方面
[34]

: ( 1)优化方法可以自动寻找问题的最

优解,而模拟技术只能提供系统对特定输入的响应; ( 2)优化方法是一种全面搜索方法,而模拟技术仅对

部分方案进行模拟; ( 3)优化方法一般需对模型结构和系统约束作出简化假设,因此复杂的问题的仿真

效果将受到较大影响,而模拟模型对模型简化较少,对复杂问题的仿真性能要强得多; ( 4)优化方法寻优

规则事先设定, 不易结合专家知识和经验,而模拟方法能更加方便地融合专家知识和经验,因此更加灵

活、适应性更强; ( 5)优化方法需要反复迭代,计算量大,对复杂问题计算效率较低,模拟方法可以通过人

工优选去掉劣等方案,大大缩小寻优的范围。

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五大系统, 同时又关

系到多个目标、多个准则、不同层次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权衡,而且基于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

划理念要求规划过程要在详细进行水质水量耦合模拟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采用优化方法, 不仅多种

目标、多种准则之间、多个决策者之间的权衡难以合理表现, 构建模型时复杂的水循环及污染迁移转化

关系也要作大量简化,势必影响规划的合理性,而且规划问题的决策变量众多, 解空间太大,优化工作的

计算量也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在如此复杂的规划问题决策过程中, 推荐采用模拟方法,以便结合专家

经验和决策者意图进行可行的决策。

5 2 决策思路 主要分为 制定目标ET- 方案设置- 情景模拟- 方案评价- 方案推荐 5个步骤, 具体

包括 5个方面。

( 1)制定目标 ET。基于广义 ET 的综合规划要进行广义 ET 总量控制, 首先要以流域或区域水资源

条件为基础,按照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满足社会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用水要求,

制定不同水平年的目标 ET。也就是降水、入境水、外调水、海水利用扣除满足下游生态和经济用水要求

的水量,再加上特定水平年暂时允许的超采量。

( 2)方案设置。针对流域 区域水资源和水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包括

水资源利用方案及流域 区域目标 ET(在某个水平年允许耗水量)方案、有利于控制广义 ET 的节水方

案、水生态修复方案、水环境修复方案, 然后对各类方案进行组合筛选,形成备选的综合规划方案集。

(3)情景模拟。根据流域 区域水循环和水环境特点,构建 地表水- 土壤水- 地下水- 植被水 耦

合模拟、自然- 人工 水循环耦合模拟、水量和水质耦合模拟的分布式模型系统,对备选的综合规划方

案进行详细模拟,计算各种备选方案情景下, 水循环和污染迁移转化过程的情况,包括水循环过程中自

然和社会 ET 各项分量、河道断面流量、地下水位变化、各水源供水量、各部门用水量等指标, 以及污染

迁移转化过程中污染产生量、入河量、河道断面水质等指标,为规划方案评价优选提供基础。

( 4)方案评价。首先根据基于广义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原则, 对规划的五大目标细化成

五大类指标体系(示例见表1)。方案评价就是在情景模拟的基础上,对细化指标进行量化, 然后进行比

较优选。在细化指标中, 一部分属于必须要满足的强约束, 比如流域 区域总 ET 应小于目标 ET 限制、地

下水开采应小于目标开采量等等,这部分指标必须满足要求,否则方案属于不可行方案;还有一部分属

于可以进行权衡的指标,如各种生态用水量、经济效益等等, 不同的方案可以在这些指标上进行权衡。

根据评价指标对每个方案进行综合比选,提出推荐的方案。

( 5)方案推荐。进行区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管理时, 需要根据优选推荐出来的方案,进一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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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广义 ET的区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评价指标(以天津为例)

指标大项 指标细项 需要满足目标 指标类别

资源指标
总ET 总 ET小于目标 ET 要求,逐步达到可消耗 ET 要求 强约束指标

地下水超采量 地下水超采量小于目标开采量,逐步实现采补平衡 强约束指标

环境指标
氨氮

入河排放量小于目标排放量,逐步使得河道水质达到水功能区要求
强约束指标

COD 强约束指标

城镇生态用水量 城镇生态用水达到建设生态宜居城市要求 权衡指标

林草、湿地用水量 林草、湿地用水量满足林草、湿地适宜修复目标要求 权衡指标

生态指标 河道用水量 河道用水量满足河道生态适宜用水要求 权衡指标

鱼苗生长期入海流量 4 6月入海流量满足鱼苗生长期入海流量控制 权衡指标

入海流量 入海流量满足河口盐度要求 权衡指标

生活用水量 人饮安全得到保障 强约束指标

社会指标
粮食产量 粮食安全得到保障 强约束指标

单位 CDP 用水量 各计算单元间单位CDP用水量均衡,以体现区域间公平性 权衡指标

农业单位面积用水量 各计算单元间单位面积用水量均衡,以体现区域间公平性 权衡指标

经济指标
农民人均收入 农民人均收入逐步提高 强约束指标

经济效益 区域经济效益最大 权衡指标

不同单元、不同部门、不同水源量化控制指标, 通过这些指标实现广义 ET 控制及水资源与水环境协调

持续发展。根据推荐的方案, 提出各推荐方案对应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指标,作为水资源与水环

境综合管理的依据。

本文根据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要求, 提出 7项规划指标(即七大总量控制) ,这

7项指标是: ( 1) ET 总量控制指标,包括生活、一产、二产、三产和生态系统 ET 控制指标,确保流域 区域

整体及局部 ET 不超过目标ET 要求,各用水部门 ET 不超过目标 ET 要求,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 2)

地表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包括生活、一产、二产、三产和生态系统地表水取水量控制指标,确保地表水

不被过度引用, 保证河流健康; ( 3)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包括生活、一产、二产、三产地下水开采量

指标,确保流域 区域整体及局部地下水超采得到控制并逐步实现采补平衡; ( 4)国民经济用水总量控

制指标,包括生活、一产、二产、三产用水指标,确保各部门用水不超过分配的份额; ( 5)生态用水总量控

制指标,包括河道内、河道外用水控制指标,河道外用水进一步细化为城镇绿化、缄镇河湖、林草、河湖湿

地用水控制指标,确保城镇生态逐步达到宜居要求,河道内生态、河湖湿地生态系统逐步得到修复; ( 6)

排污总量控制指标, 包括点源和非点源排污控制指标, 点源又可细化为城镇生活和城镇二三产排污量等

指标,非点源又可细化为农业、畜禽养殖、农村生活、城镇径流排污量等指标, 确保河流水质逐步达到水

功能区划标准; ( 7)重要断面水质水量控制指标,包括行政区界断面(省界、地市界、县界)及入海断面的

水量水质控制指标, 保证行政区之间协调发展,保证近岸海域生态安全。

6 结论

( 1)通过本文建立的基于广义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既可实现区域总耗水量的控制,也可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同时还可以满足各用水部门和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的水量水质要求。( 2)

将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调控机制分为五个方面: 以广义 ET 为中心的水平衡机制、

以可持续为中心的生态决策机制、以公平为核心的社会决策机制、以边际成本和社会净福利为中心的经

济决策机制、以水量水质联合配置为中心的环境决策机制。( 3)将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

规划原则设定为四个方面: 可持续性原则、高效性原则、公平性原则、系统性原则。( 4)将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目标分解成五大目标: 资源目标、生态目标、环境目标、社会目标和经济目

标。( 5)将基于广义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决策思路确定为 目标 ET 制定- 方案设置- 情景

模拟- 方案评价- 方案推荐 5个步骤。( 6)通过本研究可为基于广义 ET 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模拟

模型及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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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lanning based on generalized

evaporation transpiration water consumption control I. Theory

ZHOU Zu hao, WANG Hao, QIN Da yong, SANG Xue feng

(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 Beij ing 100038,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eneralized evaporation transpirat ion ( ET) water consumpt ion control,

the theory, connotation and idea for comprehensive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lanning are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sm of regulation and control,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planning are

analyzed. A five step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clu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objective ET, formulation

of schemes, simulation of situation, appraisal of schemes and recommendation of adopted scheme sett ing,

is proposed. On this basis, seven indexes for controlling of the total amount of water volume and water

quality are suggested for establishing the planning framework.

Key words: generalized evaporation transpiration ( ET) ; water consumption control; water resources;

water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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