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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济的发展与水资源的关系密切，可以说水资源遏制着着区

域经济发展的命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毫无例外
的，水资源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中国水资源的分析无疑将对中国
经济发展有重要参考意义，然而解决或者均衡一个国家水资源问
题是相当复杂和庞大的系统工程。

1  中国水资源特点分析

1.1  总量丰富，人均匮乏
根据2012年统计年报的数据，自2000年到2011年12年来，

我国水资源总量平均为 26569.8 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量平均为
25517.8 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平均为 7974.7 立方米，地表水与
地下水资源重复量平均为 6922.8 立方米。虽然在水资源总量上
我国水资源并不匮乏，淡水资源总量占世界第六位，但由于中国
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导致人均水资源很少。近 12 年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仅为 2035.8 立方米，只有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4，全世
界排 110 位，是世界 13 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表 1 列出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水资源公报》对我国 2000 年 ~2011 年水资
源总量与人均水资源量统计信息。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我国近 11 年来水资源总量总体上呈下
降趋势，人均水资源量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2011 年水资源
总量为 23258.5 亿立方米，同期人均用水量 1730.4m³/ 人，相比
11 年前的 2000 年，水资源量减少了近 16%，人均水资源量相比减
少了 21%。由此我们得出中国水资源的第一个特点：总量丰富，但
人均匮乏。

1.2  空间分布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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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域面积角度考虑，西北内陆地区的水资源总量占全中国

表 1 中国 2000~2011 年水资源总量与人均水资源量变化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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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而流域面积占全国的 64%，长江以南地区的水资源总量占
全中国的 80%，而流域面积仅占全中国的 36%。从人口角度考虑，
我国北方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 40%，然而水资源占有量仅仅不足
20%。根据 2011 年的统计数据，人均水资源小于 1000 立方米的
省区中，北方占了 7 个，占缺水省区的 78%。从降水量上来说，东
部 11 个省级行政区多年的平均降水量为 1105.7mm ；中部 8 个
省级行政区多年的平均降水量为 916mm ；西部 12 个省级行政区
平均降水量为 501.8mm，中东部地区的降水量大大超过西部地
区。北方 6 区水资源总量 5259.8 亿 m3，南方 4 区水资源总量为
22446.5 亿 m3。东部地区水资源总量为 5526.4 亿 m3 ；中部地区
水资源总量 6733.4 亿 m3 ；西部地区水资源总量 15451.4 亿 m3。
从以上三方面分析，得出中国水资源的第二个特点 ：空间分布不
均匀。 

1.3  时间分布不均匀
中国大部分河流处于季风区内，所以导致降水季节分配不

均匀，汛期洪水暴涨，容易泛滥成灾，枯水季节水源又十分不足。
资料显示，中国南部地区最大年降水量一般是最小降水量的 2~4
倍，北部地区是 3~6 倍。南部地区最大年径流量一般也是最小年
径流量的2~4倍，北部地区一般为3~8倍，有的甚至高达10多倍。
中国多数地区雨季为 4 个月左右，南方有的地区长达 6~7 个月，
北方干旱地区仅有 2~3 个月。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最大 4 个月降
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0%。我国这种特殊的气候特点，使得我国
区域间水资源条件差异比较大。从而得出中国水资源的第三个特
点：时间分布不均匀。

2  水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

2.1  供求不平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望，对水资源的依赖

会越来越严重。表 2是 2000 年 ~2011 年供用水量的统计信息。 
表 2 中国 2000~2011 年供用水量

通过的表 2 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供水量总体上呈上升趋
势，与 2000 年相比，2011 年我国供用水量增加了约 9%。农业用
水占了很大比重，约 61%，但是近 11 年来农业用水量逐年缓慢递
减，而工业和生活用水呈持续增加势态，其中生活用水增加了近
33%。

目前全国市级以上的城市有 660 多座，然而供水不足的城市

就有有 300 座，最严重的有 110 座。北方的一些大型城市很多都
处于缺水状态，南方的部分城市由于人口众多，也处在缺水的环
境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人口增
长迅速，加剧了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的水资源总量呈减少势态，
但供用水量去逐年递增，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
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激烈，供求不平衡是中国水资源利用存在的
第一个问题，如不及时寻找适当的解决措施，其造成的结果无法
想象。

2.2  水污染严重
一方面国家缺水严重，另一方面全国有 53.6% 的水功能区水

质不达标。如我国重点治理的“三湖”：太湖，Ⅳ类、Ⅴ类、劣Ⅴ类水
面积分别占评价面积的 0.3%、18.8% 和 80.9%，全湖总体水质为
劣Ⅴ类。除贡湖、东太湖和东部沿岸区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外，其
他湖区均处于中度富营养状态。滇池，耗氧有机物及总磷、总氮污
染均十分严重，水质也为劣Ⅴ类。巢湖，总体水质为劣Ⅴ类。东半
湖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西半湖处于中度富营养状态。

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近十年来污染也日益严重。
黄河干流约 40% 河段的水为Ⅴ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同时，长江
的水体情况也不容易乐观，长江近六成干流河水遭到污染，超过
Ⅲ类水的断面达到 38%，比八年前上升了 20.5%。

南方虽然作为中国的丰水带，但由于近些年来由于水污染严
重，导致“水质性”缺水。对珠江三角洲区域 5147 家重点工业污染
源的调查统计，工业废水每天的排放量约为 235.5 万吨；城市生
活污水排放量约为每天 660.5 万吨，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约 240
万吨，污水排放量巨大，同时又有咸潮上溯等诸多问题，破坏了淡
水水质，造成南方饮水困难。导致河水污染的重要原因是污水排
放量与江湖水体纳污能力不挂钩。2011 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
为 652.1 亿吨，其中大于 30 亿吨的有 10 个省，小于 10 亿吨只有
9个省。

表 3 2011 年全国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生活和农业排放量所占比重较大，分别
达到了 37.5% 和 47.5%。而在氨氮排放量中，生活排放的氨氮比
重最大，达到了 56.7%，其次是农业达到了 31.7%。因此水污染是
中国水资源利用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2.3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
发达国家早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就开始采用节水灌溉 , 

现在 , 很多国家实现了输水渠道防渗化、管道化 , 大田喷灌、滴
灌化 , 灌溉科学化、自动化 , 灌溉水的利用系数达到 0.7~0.8, 
而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大多只有 0.3~ 0.4。其次 , 工业
用水浪费也十分严重 , 目前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约 80 m3,
是发达国家的 10~ 20 倍 ; 我国水的重复利用率为 40% 左右 ,
而发达国家为 75%~85%。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浪费也十分严重 , 据
统计 , 全国多数城市自来水管网损失率为 15%~ 20%。对比美、日
等发达国家的用水水平 , 我国的用水效率还很低。因此水资源利
用效率低是中国水资源利用存在的第三个问题。

3  解决方法探讨

3.1  充分利用江、河水资源
江河所提供的水资源是构成用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的七条主要河流阈值如表 4。
表 4 七条主要河流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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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允许开发利用率的上限为阈值。通过表 4 知松花江、
长江、珠江等 3 条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在其阈值范围之内 , 
辽河、海河、黄河、淮河等 4 条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均超过了最大允
许开发利用率。所以我们只能增加对松花江、长江、珠江的水资源
利用率，使得它们分别达到各自的最大利用率上限如表 5。

表 5

3.2  依靠科技创新解决难题
面对我国水资源面临的严峻挑战。从政府到地方已经开始制

定必要的水政水法等管理措施。而在此基础上，依靠科技创新，更
新观念，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子是上策。首先要特别重视包括人
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研究，包括城
市化效应，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对水文过程 ( 包括质和量 ) 的影
响。土地利用变化 ( 不同的耕作方式和不同的种植制度 )、不同
的植被覆盖、不同的土壤质地、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地质条件、不
同的气候条件对水文过程的改变。对于城市化，通过研究城市的
排水排污系统、城市地面的蒸散发与透水性等，解决城市径流中
所包含的诸如地表、地下径流混合不清等一系列问题。其次，要特
别重视流域关键过程与淡水河流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建
立基于计算机的水生信息评价系统，注重河流的生命和非生命因
素的联系，综合应用地球化学生物物理模型和多元统计方法，研
究河流对水文系统、泥沙输送及营养负荷的变化的生态响应。 　
　第三，要特别重视地下水 / 地表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从野外
试验、示踪计 ( 镭和锶的同位素 ) 和模型模拟三方面研究地下水
/ 地表水交错带上发生的各个过程及地下水和地表水在质与量
上的相互作用。

第四，大规模开展区域和全球研究。任何区域上的研究都离
不开区域范围乃至全球尺度的实测资料的支撑。国际地权—生物
圈计划已经建立起基于流域的全球数据库和基于海滨的全球数
据库，并正在实施一个电子河流档案系列计划，用于建立全球河
流系统的类型。我国要充分利用各大国际组织已建立的数据资源
开展区域研究，在较大尺度上给水资源管理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
据。

第五，开展大规模的新技术应用研究。遥感通常用来反演地
表参数。示踪计常用来探测地表水源、地下水滞时、地表及地下水
流的途径。目前一个最重要的研究新动向是将示踪剂、遥感及先
进的水文测验技术集成起来，并用于流域水文学。先进的科学技
术对水文研究将有极大帮助。

3.3  海水淡化后补水
3.3.1 主要思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淡化海水的成本会越来越低，通过海

水淡化一解决部分地区补水问题，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海水淡
化站的选址也是尤为重要的。众所周知，海水淡化系统应该建立
在靠近海岸的地方，为了确定海水淡化站的位置。将中国分为以
下几个区域，如图 1。从中国版图上可以发现毗邻大海的部分有
A,B,C,D 四个区域。本文采用层次分析
法来给出最佳的建造地址。

3.3.2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层次分析法是将决策问题分解

为 3 个层次，最上层为目标层，即选择
建造地，最下层为方案层，根据图 1 有
A,B,C,D4个供选择地点，中间为准则层，
有海水可养殖面积，水质评价，人均GDP、

海岸线长度 4个准则，各层次的联系如下图 2所示：

图 2
3.3.3 构造成对比较阵
如果用 A1,A2,A3,A4 依次表示海水养殖面积，水质，人均 GDP,

海岸线 4 个准则。首先，我们要比较这四个因素对上层 Loctaion
的影响，即比较 A1,A2,A3,A4 在选择建造地这个目标中的重要性，
我们采用 Saaty 等人提出的 1—9 尺度，通过六次两两比较得到
如下的成对比较阵：

其中 A12 表示海水养殖面积 A1 与水质 A2 对 Location 这个
目标的重要性之比为 2；

用同样的方法可构造第三层对第二层的每一个准则的成对
比较阵

3.3.4 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
为了能用成对比较阵 A 的对应特征根 的特征向量作为被

比较因素的权向量，我们需要对成对比较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定义 为一致性指标：

。

=0 时，A为一致阵。 越大 A的不一致程度越严重。
定义 为随机一致性指标，它的数值如下表 6：
表 6 RI 的数值

将成对比较矩阵的 与同阶的随机一致性指标 之比称为
一致性比率 :

。
当 <0.1 时认为成对比较阵的不一致程度在允许范围之

内，可用其特征向量作为权向量。
对于 A 可以算出， =4，特征向量

, 从而 =0, =0.9 因此 =0< 0.1，一致性检验通过，上述
可作为权向量。

同理可用 matlab 算出第三层成对比较阵 的权向量 ，最
大特征值 ，一致性指标 ，结果如下表 7：

表 7 一致性指标 CIK 的值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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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n=4 时随机一致性指标 =0.9，所以上表的 均可通
过一致性检验。

3.3.5 计算组合权向量并做组合一致性检验

对于地区 A，它在海水养殖面积等 4 个准则中的权重用
的第一个分量表示，即上表的第一行，而 4 个准则对于目标的权
重又用 表示，所以地区 A 在目标中的组合权重应为它们相应
项的两两乘积之和，即：

 0.0517*0.1333+0.1429*0.0667+0.2824*0.4000+0.0315*0
.4000=0.1420

同理可以算出其他地区在目标中的组合权重 ：

若第 p 层的一致性指标为 （n 是第 p-1 层因数的
数目），随机一致性指标为 ，定义

则第 p层的组合一致性比率为：

,

最下层（第 s层）对第一层的组合一致性比率为：

,

, 组合一致性检验
通过， 可以作为最终的决策依据。

3.4  结论
表 8 权重向量

所以，海水淡化站最佳选址为 C 区，A 区应建立海水淡化站
的比例为：

同理可以确定出 区域所建海水淡化站的比例，如图3：

图 3

4  最优化水均衡模型
我们需要建立适当的模型把淡化后的水送到各个缺水的区

域，以达到水均衡。我们的设想是要在各个省之间铺设管道，为了
降低铺设管道的成本，我们采用 Prim 算法，在六个区域之间找到
最短的路径，从而使铺设管道的成本降到最低。

4.1  区域 Prim 计算
在带权连通图中，从图中某一顶点 v 开始，此时集合 U={v}，

重复执行下述查找法则：在所有 u ∈ U,w ∈ V-U 的边 (u,w) ∈ E
中找到一条权值最小的边，将 (u,w) 这条边加入到已找到边的集
合，并且将点 w 加入到集合 U 中，当 U=V 时，就找到了这颗最小生

成树。
A区计算：

单位：公里
图 4
A1,A2,A3,A4,A5 分别代表 A 区域 5 个省的省会城市。由谷歌

地图测得各个城之间的直线距离，并作为各边的权值。
以 A1 作为起始点，运用查找法，查找与 A1 相邻的点，有 A2，

A3，A4，而 ，所以我们选择 A2 点如下图并将 A2 加入到
U中。

图 5
此时集合 U中有 {A1,A2} 两个点，再分别以这两点为起始点，

根据查找法则，找到权最小的边A23，并将A3 加入到U中。如下图：

图 6
继续运用查找法则，直到所有的顶点 Ai 都在 U 中。最后最优

管道铺设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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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各个区域中最优的管道铺设

方案：

图 8

4.2  区域与区域间连通

根据需补水点，我们找出了相邻两区域最短距离，确定相邻
两区域铺设管道的方式。如图 9：

5  结语
通过对中国水资源分析，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中国是个用水

大国，以 全世界 7% 的土地、5.8 % 的水资源养活全世界 22% 的
人口，如果不重视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无法养活 13 亿人的，
经济也不可能持续稳定发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和均衡水资
源是个多么重要而又难办的事，因此必须从现在做起，重视现有
水资源利用，不断创新和开发新的水资源，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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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是否串标看其所处的初始状态，需要扩大 xAx 0 和 yAy 0 的联
合区域，使初始落在区域内的概率增大。

3.2  招投标网上系统构建的必要性分析
根据对投标人串标现象演化博弈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构建

招投标网络系统可以有效地促进双方不串标的稳定均衡点（0，0）
的实现：

（1）构建招投标网络系统能降低串标成功的概率 
从不串标均衡解（0，0）的条件可以看出，降低串标成功

的概率能使不串标的条件 和
更容易满足。

开展网上招投标，使招标人、投标人相互不见面，减少了围标
串标的机会；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网上评标委员会，能
很好地降低招投标中的贿赂问题；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评
标，可以降低会议过程中的串标概率。

（2）招投标网络系统能使招投标信用体系落到实处，增大串
标信誉损失 1e 和 2e 。

增大串标信誉损失 1e 和 2e ，也能使不串标的条件容易满足。
在招投标网络系统中，建设招投标信用评价模块，对每次的招投
标过程进行信用评价，并予以公示，这样增大其串标信誉损失。

（3）招投标网络系统能增加串标被发现的概率
一方面，网上运作招投标过程，每一步都留有痕迹，一些不合

理的地方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就可以发现，增加串标被发现的概
率 ；另一方面，网上的监督举报系统能降低招投标监督举报的
成本，提高举报人的积极性 ；第三，招投标全过程网上信息公开，
可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借助社会力量发现招投标过程中的串标问
题，串标被发现的概率。

（4）招投标网络系统可与第三方金融平台合作，使串标罚金
1d 和 2d 的预缴具有安全性

增大串标罚金 1d 和 2d 也能使不串标的条件更容易满足，因
此需要设立招投标保函，即要求招投标双方向其主管部门提供高
数额的招投标保函，规定招标人一旦与某一投标人串谋，其他利
益相关者可以举报并从招投标保函中获得补偿。这样，招标人与
投标人之问就形成了相互监督与制衡的机制，可有效限制招投标
中的串谋行为。

招投标保函具有相当的效果，但主管部门可能不愿意从事这
方面工作，把保函交给其中的任一方都不太放心，招投标标网络

系统可与第三方金融平台合作，这样招投标双方就可以放心地进
行保函的操作了。

4  结论

目前工程招投标制度已经在全国得到普及，但从我国推行招
投标制度 20 多年的实践来看，招投标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围标
串标行为有愈演愈烈及越来越隐蔽的趋势，针对这种现象，本文
运用演化博弈的有关理论，分析有限理性下招投标双方串标现象
的演化过程，给出投标人、招标人采用“不串标”演化稳定策略的
条件，指出构建招投标网络系统可以有效地促进双方不串标的稳
定均衡点的实现：构建招投标网络系统能降低串标成功的概率
 、招投标网络系统能使招投标信用体系洛到实处，增大串标信
誉损失 1e 和 2e 、招投标网络系统能增加串标被发现的概率 、招
投标网络系统可与第三方金融平台合作，使串标罚金 1d 和 2d 的预
缴具有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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