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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存在水资源短缺、水生态退化以及水环境恶化等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水资源本底差的客观条件,另一方

面是由于水资源管理的不完善。为此,本文针对后者, 结合 自然 人工 二元水循环过程,对现代环境下的流域/区

域水资源管理作了新的探索,提出 以耗水(ET)管理为核心,七大总量控制为约束 的水资源管理新理念。通过与传

统水资源管理的对比,论述了在二元水循环条件下开展 以耗水(ET)管理为核心,七大总量控制为约束 的水资源管

理的重要性; 同时,通过分析实施耗水和七大总量控制指标的现代先进的技术说明了开展的可行性。

1 引 言

流域水资源管理 是对流域水资源供给与需求关

系的协调过程,是以追求可利用水资源的最大效益,实

现流域人水和谐、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和谐发展为

最终目标的水资源统一调控和协调管理。但是,在不同

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现实的供给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的不同, 有关流域水资源管理的内

容各有侧重。随着水资源管理实践的深入,水资源管理

理念从 20世纪 60年代之前的 以需定供 转向 20世纪

中后期的 以供定需 。 以需定供 重在对供水水源的

管理, 是以工程建设为重点,充分挖掘水资源的可供给

量, 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

水资源管理以需求为主导的特点;而 以供定需 则将需

水管理作为水资源管理的重点, 开始强调节约用水,即

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考虑水资源供给的可

能性进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强调了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 成为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水资源管理方式。这

种管理方式强调了水资源保护,着眼于有限水资源供给

条件下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然而,随着高强度人类活动

的影响和自然来水的减少, 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

显,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

生态环境问题。从表面来看,中国的水危机属于资源性

危机,但必须认识到水资源管理的不完善也进一步加剧

了这一危机。为此,笔者针对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下的

流域/区域的水资源问题, 结合 自然 人工 二元水循环

过程,对现代环境下的流域/区域水资源管理作了新的

探索,提出 以 ET 管理为核心,以七大总量控制为约束

的水资源管理新理念。

2 流域二元水循环特点

水资源管理的目标是保证健康水循环条件下水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全面剖析流域水循环对水资源管理

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水循环呈现出 自然 人工 二元

特性,且随着人类活动强度和广度的增加, 人类活动对

自然水循环过程的影响逐渐增强,二元特性更加明显。

人类活动一方面通过直接作用( 如水库坑塘的修建,跨

流域调水工程以及人工取用水等环节) ,使水循环系统

的结构和循环路径发生改变;另一方面, 通过间接的方

式(如森林砍伐、土地利用、温室及其他排放等) 改变下

垫面或局地气候,从而影响水循环的诸要素。有关水循

环的二元特性集中的表现在循环驱动力、循环结构和循

环参数三方面:

在循环结构方面,由以 降水 坡面 河道 地下 为

基本循环环节的 一元 自然水循环结构,转向包括流

域/区域 取水 用水(耗水) 排水 再生利用 人工水循

环环节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变化对自然水循环的影响

等在内的 自然 社会 二元水循环特性(如图 1)。

在循环驱动力方面,已由过去一元自然驱动(包括太

阳能和重力势能)演变为现在的 天然 人工 二元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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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然驱动力外,还包括蓄引提水所附加的人工能量以

及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温度变化而引起的能量的改变)。

图 1 自然 社会 二元水循环的基本过程与耦合关系

在循环参数方面:由于下垫面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

的改变以及城市化进程,使得土壤孔隙和持水结构发生

改变,进而导致蒸发、径流、下渗等水文特性参数随之发

生改变。与此同时,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社会经济活动也

影响着水循环参数。

在此过程中,流域/区域水资源的补给和消耗也发生

了较大改变,与此相伴而生的天然生态退化和人工生态

发展使水污染和环境污染加剧。其中耗水量和污染物的

排放量直接关系着流域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而耗水量

又是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发生在水循环的不同环节。尽

管随着用水方式的改变,水资源消耗的结构和形式也变

得愈加复杂,但绝大部分的水资源仍以蒸发蒸腾( ET)的

形式散失到大气,只有极少部分被产品带走。目前的水

资源管理主要集中于对水量需求的管理上,特别是对水

循环单环节水量的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耗水

的管理,但是这类需水管理的耗水是依据基于水量平衡

估算的,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实践需求,需要结合水循环

全过程,从需水本质 耗水出发的深入研究。

另外,在现代二元水循环过程中, 仅依靠区域水量

平衡进行水资源消耗量的估算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

水循环消耗项的全面认识,更不能针对性地进行调控。

同时, 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能量条件也发生了明显

变化。能量循环作为水循环的主要驱动力,在作用水循

环的同时, 也受到水循环过程的影响, 其耦合作用在当

前气候条件下变得更加复杂,使得仅依靠能量平衡原理

计算水量的主要消耗项 蒸发蒸腾难以反映实际情

况。为此,在水资源匮乏程度日益加剧的今天, 仅重视

开源,即增加陆地水系统的输入和用水过程末端的节

水,已无法全面提高水资源在其动态转化过程中的效

用。只有重视水循环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充分考虑水

循环的每一个分过程 大气过程、地表过程、土壤过

程以及地下过程的消耗转化,才能实现 真实 节水[ 1]的

目的。与此同时,伴随着水循环,水污染也能够从根本

上加以有效控制。

为此,结合全球环境基金 GEF 项目 海河流域

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规划与管理项目和海河流域水循

环演变规律与水资源高效利用( 973 项目) ,中国水科

院水资源所对二元水循环驱动下的流域/区域水资源管

理进行了探讨,提出了 以耗水管理为核心,七大总量控

制为约束 的水资源管理的理念,认为立足于水循环全

过程,深入开展以区域耗水 蒸发蒸腾量( ET)管理为

核心,以量、质和效总量控制为约束的水资源需求管理,

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区域水

资源的供需矛盾,进而保障流域人水和谐发展。

3 以耗水管理为核心,以七大总量控

制为约束 的水资源管理理念

3. 1 耗水管理 的内涵

耗水管理是以区域/流域总的水资源消耗为对象的

需求管理,是建立在区域水资源的供给和消耗关系的基

础之上,以有限水资源的可消耗量为上限, 在保证基础

产业,特别农业基本效益的前提下,采取各种工程或非

工程措施,最终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由于水资源的消耗是一个动态过程, 发生在自然

人工二元水循环的各个环节,集中的体现为蒸发蒸腾和

被生命体消耗或产品带走的水总量,且以蒸发蒸腾形式

消耗的水量占有绝对大的比重。另外,由于蒸发蒸腾不

仅包括水循环环节的蒸发蒸腾,如植被截留蒸发量、植

被蒸腾量、土壤蒸发量和水面蒸发量,而且也涉及水循

环过程、能量循环过程和物质循环过程, 并伴随着物理

反应、化学反应和生物反应,能够较为全面的体现水资

源在其动态转化过程中的消耗结构。因此,有关 耗水

管理 ,常常简称为 ET 管理 ,其实质是对传统水资源

管理需求侧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控和管理,也是对水循环

过程中水资源消耗过程的管理。

3. 2 七大总量 控制指标

由于水资源短缺引发了一系列与水相关的生态问

题和环境问题,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利用,必须

维持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 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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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水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的基础上,综

合考虑水资源量、质、效三个方面, 结合水资源管理的

三条红线 (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

总量控制; 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严格控制入河

排污总量; 和明确用水效率控制红线, 坚决遏制用水浪

费) ,从社会水循环过程的 取水 用水 耗水 排水 四大

环节进一步细化,提出了以下 七大总量 控制指标。具

体指标为:

结合区域/流域水资源的最大可消耗量约束下的

地表水取水总量控制; 结合区域/流域水资源的最大

可消耗量约束下的地下水可开采量控制; 结合区域/

流域合理用水结构的国民经济用水量控制; 结合区

域/流域合理用水结构的生态环境用水量控制; 结合

区域/流域用水结构的水资源消耗量控制; 维护上下

游、左右岸和干支流用水关系的出境水量/入海水量控

制; 维护区域水环境而确定的排污总量控制。

4 开展 ET 管理 的水资源管理的重要

性和可行性分析

4. 1 重要性分析

由以上 水资源消耗( ET)为核心、以七大总量控制为

约束 的水资源管理内涵可见,开展相应的水资源管理,

是一种坚持 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协调好生产、生活和生态用

水 为原则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是对传统水资源管理有益

必要的补充。集中的体现在 节水 理念和管理对象上。

在 节水 理念上:传统水资源管理通常是指通过修

建科学合理的水利工程、水资源管理工程等手段,来提

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其衡量的指标侧重于不同措施

实施前后源头取水量和末端用水量间的水量变化,即节

水量的多少。对水循环 (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消耗量

并没有进一步依据消耗效用进行区分,即对消耗的有益

与否的关注较少;从而使得 节水 重在水量的量值,而

对水资源消耗效用的认识相对薄弱,特别是在输水过程

中,这一点体现最为明显。在水资源的实际消耗过程

中,尽管农业灌溉中提出的不同的灌溉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通过 ET 管理 理念提高耗水效率的内涵,但

是,其管理的程度和涉及的范围既不深入也不系统,更

未能将水资源消耗作为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

以 ET 管理 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理念中的 节

水 ,是从水资源消耗效用出发,不仅重视循环末端的节

水量,而且依据水循环过程中每一环节中用水量的消耗

效用进行的水资源量的节约。因此,只有依据相关原则

明确水资源在循环过程中的消耗结构和相应的消耗效

用,以减少无效消耗量,提高有效消耗为目的,才能立足

于水循环系统, 使区域有限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才能明确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下水资源的净亏缺量,明

确供水与耗水之间 真实 的节水量。因此, 实行以

ET管理 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对区域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在管理对象上, 传统管理以 供需平衡 为核心,仅

重视水循环过程中径流量的管理。对于在农业生产和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非径流性水资源如

土壤水却并不涉及。以 ET 管理 为核心的水资源管

理,则是立足于水循环全过程,是以全部水汽通量为对

象的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同时, 七大总量控制为约束

的水资源管理, 不仅重视水量的节约,而且伴随着水循

环过程,加强了对水质的管理,这有利于水量水质的综

合管理。

总之,传统的节水理念更多地体现为水循环末端用

水量的节约,而以 ET 管理 为核心的节水则是对区域/

流域水资源量的节约,后者是对前者在节水, 提高水资

源利用效率方面有益的补充,是对水循环过程中水资源

消耗过程的一种管理;结合 七大总量控制指标 又可很

好地指导未来区域/流域水量水质综合管理。因此, 在

现代环境下,针对水资源短缺以及水环境恶化日益严重

的情势,立足于水循环过程,进行以水资源消耗为核心,

以七大总量控制为约束的水资源管理,不仅有利于提高

径流性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对进一步开源, 充分利

用非径流性水资源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水量的

合理利用,而且对水环境保护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4. 2 可行性分析

尽管在区域/流域水循环过程中,在有限补给的基

础上,合理调控区域/流域的蒸发蒸腾量,提高其消耗效

用,必然会减少水资源的需求,实现 真实 节水的目的。

但是,由于蒸发蒸腾作为水循环中的一个过程量,受到

自然和人类活动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区域/流域蒸发蒸

腾结构和效用不仅变得越加复杂,而且鉴别的难度也进

一步提高。要实现以 ET 管理 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

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切实的指导,就必须对复杂的

蒸发蒸腾结构和效用做出精确评价。在此过程中,随着

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特别是 3S 技术和分布式水文模

型技术和水质模拟模型的出现,为以 ET 管理 为核心

的现代水资源管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技术支撑手段。

因为,遥感技术和反演模型
[ 2 6]
的进一步发展,其对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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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腾的反演精度的改善有较大的促进; 同时,新发展起

来的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7] ,特别是分布式物理水文模

型,能够克服遥感反演蒸发蒸腾缺乏直接考虑水循环过

程的缺点,且二者通过多种数据的有机结合( 数据同化

技术、下垫面参数反演 )将对提高复杂下垫面条件下的

蒸发蒸腾的模拟精度有积极作用。因此, 与遥感相结

合,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对区域以 ET 管理 为核心水

资源管理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同时,耦合于水

循环模型中的宏观水质模拟模型也为污染的控制提供

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5 结 论

面对复杂的水循环过程以及水资源和水环境所面

临的问题,文章立足于水资源的动态转化形式 水循

环,在全面剖析现代环境下的水循环 自然 人工 二元

特性的基础上,提出立足于水循环过程, 开展以 ET 管

理为核心,以七大总量控制为约束 的水资源管理理念;

并通过与传统水资源管理比较说明了开展以 耗水管理

为核心,七大总量控制为约束 的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通过分析实施耗水和七大总量控制指标的现代先进的

技术说明了开展的可行性。

(2010年 4月 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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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New Concept of Water Re

sources Management Under Dualistic Water Cycle

Condition

WANG Hao , Y ANG Gui yu

CAE Member , Senior En gin eer , Chin a Inst itute of Water Re

sources and Hydr op ower Research , Beij 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the questions includin g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degradation of ecology and deterior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are the fol low ing tw o aspects: one is the lower natural w a

ter resources; the other is faulty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Th ere

fore, to the later, the authors preliminarily study a new concept of w a

ter r esources under currency situation associat ing w ith natural arti fi

cial dualist ic w ater cycle process, and provide a new concept named

core of water consumption and the constrains of the seven total amount

cont rolling index. Meanw hile, the importance and feasibility of the new

concept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 t are analyz ed by comparing w ith

the traditi onal w ater r esources management and associating w ith the ad

vantage technology.

Key words con sumpt ion management , seven total amount cont rol

ling index, water resources m anagem en t, n atural art if icial duali s

t ic w ater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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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Originate and Evolve for Continental Crust

of the Earth Precambrian Geology: a Mysterious

and Interesting Science

ZHAI M ing guo
CAS Member , I nsti 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 Chinese Acade

m 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29, Ch ina

Abstract Th e Earth is ca. 4 600 Ma old up to now . 545 Ma is a

key b oundary mark. Th e epoch gr eater th an 545 M a is called Pre

cam brian Era, t im e r an ge of wh ich is ab ou t 4 000 Ma long. Th e ep

och o f 545 Ma is ter med Phaneroz oic Era. C ambrian is the f irst ge

ological per iod of Phan er oz oic Era. T he 80% ~ 90 % volume o f

cont inental crust was for med in Precam brian. Old age con tinent

crust records comp licated and super natur al geotecton ic history, and

contains abundant mineral r esources wi th enorm ous reserves. Pre

cam brian geology is a branch of Ear th scien ces that study geological

pr ocess and end ing in pr ecambr ian, in clud ing early con tin en t form

ing and evolving.

Key words Earth, con tinental crust , originate and evolve, Pre

cam brian 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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