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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问题安全形势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许新宜1 

 

在国际上，把洪水泛滥、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形象地称之为水多、

水少、水脏问题。虽然说发生洪水泛滥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但由于人

类的不良经济社会活动会直接影响气候变化，造成地球上极端气候事件

的发生日趋频繁和严重。水资源短缺问题一方面受气候变化影响，另一

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受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日益增强的影响。水

污染纯粹是由于人类不良经济社会活动引发的。我国存在黄河流域泥沙

和全国性水土流失现象，又将其形象地称之为水混问题。水土流失受自

然与社会两方面影响，更多的是受人类不良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 

自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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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

时，以水多、水少、水脏、水混为代表的水问题也日益突出，引起党中

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广大水利工作者历时

35 年的不懈努力，四大水问题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已经得到不同程

度的缓解或者扭转。 

 

一、现状与形势 

 

1、关于水多问题 

随着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等一大批大江大河干流控制性

工程的建成，我国的防洪形势已经得到根本扭转。2010 年以来，尽管

也出现了较大降水，全流域性洪水灾害没有发生，更没有出现数万人巡

堤保安全的状况。当前，水多的主要问题是大江大河支流洪水灾害和大

中城市内涝的形势比较严峻。流域的防洪局势已经由全局性问题逐步演

变为局部性问题，由干流问题逐步转变为支流和城市问题。 
 

2、关于水少问题 

随着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和中线一期工程建成通水，以及一批重

要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投入运行，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缺水最严

重的黄淮海平原地区和沿海局部地区水资源问题得到根本扭转，遇到特

大干旱年景，国家有能力、有手段缓解缺水问题，基本可以保持经济社

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当前，水少的主要问题是东部沿海地区三个

GDP高产区（水质型缺水）、西南地区（工程型缺水）和西北地区（资

源型缺水）水资源问题依然严峻。流域性水资源局势已经由全局性问题

逐步演变为局部性问题，由大范围问题逐步扭转为小范围、城市和局部

山区农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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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水脏问题 

随着全国 1.6亿多吨日污水处理能力的建成，水环境问题最突出的

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巢湖、滇池）的治理已经取得

重大进展。辽河现在正在进行“摘帽”行动，淮河干流水质已经出现重

大转机，海河过去那种“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状况有了较大改观。

三湖问题也出现重大转变。总起来讲，以城市工业和生活为主的点源污

染已经得到抑制，大江大河大湖干流水质明显好转，其主要支流的水污

染形势不容乐观。当前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加大点源治理力度并积

极推进受损江河湖库的生态修复工作，另一方面是治理量大面广的农业

面源污染以及受长期、大量污染物排放引发的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

在解决以 COD（化学需氧量）为主要控制指标的点源污染和以氨氮为

主要控制指标的面源污染之后，在加强生态重建的基础上，需要突出解

决抗生素和激素污染问题。 
 

4、关于水混问题 

主要是黄河流域泥沙问题和全国性水土流失问题。就黄河而言，可

以说现在已经基本稳定趋好，2014 年黄河泥沙已经下降到不足一亿吨

（实际只有 0.6亿吨）。水少带来沙少，原因较多，有气候变化的因素，

有水土保持的贡献，也有人类干扰强度降低的效果。当前，我国水土流

失问题依然严重，特别是西南部石漠化地区和中西部山区的水土流失。

另外因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问题近几年十分突出。 

 

二、水安全问题 

 

所谓“安全”的定义是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和损失。这种

定义有缺陷。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发生危险、危害和损失的可能，



  4

也就是存在安全风险。问题是我们能否防范或者管控这些风险，如果

能够，那就是安全的；如果不能够，就是不安全的。事实上，水安全

就是政府对水安全风险的防范与管控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对水问题

可能引发的安全风险可以完全防范和管控，就不存在安全问题了。问

题是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防范和管控水安全风险，只能将风险降低到

最低。 

可以看出，水安全风险防范与管控涉及四个重要环节，即分区分类、

安全评估、风险预警和管控策略。 

分区分类。一般情况下，研究区域可以是一个流域，也可以是一个

行政区域，还可以是一个特殊区域，在其范围内包含若干的地形地貌类

型、水文水资源类型、经济社会发展类型、生态类型等。为了便于分析

研究，通常会依据某种类型的区划标准，将研究区域划分为若干亚区。

同理，一个亚区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子区。以四大水问题为背景，可以初

步判断各个亚区、子区的主导因子。需要注意的是自然区划与行政区划

之间的统计关系。 

安全评估。就是要看看各个亚区、子区的现状是否是安全？在收集

各个亚区、子区现状资料的基础上，根据科学的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和安

全评估方法，进行水安全现状评估。通常可以将水安全评估结果依据四

大水问题划分为四个等级：严重不安全（红色）；不安全（橙色）；基

本安全（黄色）；安全（蓝色）。例如，某个子区的评价结果是防洪问

题基本安全，缺水问题严重不安全，水污染问题严重不安全，水土保持

问题基本安全，综合评价结果是严重不安全。 

风险预警。根据评估区域的现状水安全评估结果和未来经济社会发

展趋势，预判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存在的水安全风险。如果某个区域现在

是红色，未来可能继续是红色；经过努力有可能变成橙色，经过积极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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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可能变成黄色。反之，如果不加强管控，蓝色区域有可能变成黄色，

甚至于红色。 

管控策略。针对可能的风险制定有效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

措施。这个管控策略我们也称之为“变色工程”。 

为了顺利进行水安全风险动态管理，有必要运用数字流域技术建立

模拟分析平台。可以在数字流域平台上采用系统分析方法，进行多情景

模拟分析，为决策者提供更为科学的技术支持。 
 

水安全风险动态管理示意图 

 
 

三、我国水安全形势初步分析 

 

综合国内外大量科研成果和文献资料，表~1和表~2分别列出 1980

年和 2015 年我国十大流域片区水安全评估结果。可以看出，经过 35

年的不懈努力，中央、地方与社会累计投资原值接近十万亿元（包括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水电工程、污水处理工程以及生态环境工

程投入），辽河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

水安全状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黄河流域由于缺水问题严重没有得到

明显改善，内陆河流域和西南诸河由于投入资金等问题也没有明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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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表~1：1980年各流域水安全评估一览表 

流域名称 水多 水少 水脏 水混 综合 

松花江流域 ++ + ++ + ++ 

辽河流域 +++ +++ +++ + +++ 

海河流域 ++ +++ +++ + +++ 

黄河流域 ++ +++ ++ +++ +++ 

淮河流域 +++ ++ +++ + +++ 

长江流域 +++ + ++ + +++ 

珠江流域 ++ ++ +++ + ++ 

东南诸河 ++ ++ ++ + ++ 

内陆河流域 + ++ ++ ++ ++ 

西南诸河 ++ + ++ ++ ++ 

注：+表示安全；++基本安全；+++严重不安全。 
 

表~2：2015年各流域水安全评估一览表 

流域名称 水多 水少 水脏 水混 综合 

松花江流域 ++ + + + ++ 

辽河流域 + ++ ++ + ++ 

海河流域 + ++ ++ + ++ 

黄河流域 ++ +++ ++ ++ +++ 

淮河流域 ++ ++ ++ + ++ 

长江流域 ++ + ++ + ++ 

珠江流域 ++ ++ ++ + ++ 

东南诸河 ++ ++ ++ + ++ 

内陆河流域 + ++ ++ ++ ++ 

西南诸河 ++ + ++ ++ ++ 

注：+表示安全；++基本安全；+++严重不安全。 

 

四、几点建议 

 

就 2015 年的水安全形势来看，除了缺水严重的黄河流域以外，其

它主要大江大河基本处于基本安全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水安全问题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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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枕无忧了，依然存在大量的特别是局部地域范围的安全问题。如果

按照不低于 2014年投入四千亿元的资金强度，预计在 2030年，我国主

要江河的水安全形势将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需要特别注意： 

1、黄河流域治理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流域性严重缺水问题。

我们形象地比喻黄河已经进入“老年期”，现在需要大量“输血”，才

能焕发其新的活力。就目前前期工作进展来看，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

最具有开发条件，国家应当尽快立项，加快建设；也可以采取“库线分

离”的办法，先把水库建起来，必要时把隧道打通就可以通水。 

2、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应当尽快制定应对对策措

施，特别是政府的职能要尽早到位。宜昌长江葛洲坝水电站以上已建、

在建和规划建设的大型水电站已经超过一百座，蓄水时大家都抢着蓄

水，河道将脱水干涸；泄水时大家都争着泄水，会形成巨大的人造洪水。

预计在 2020 年左右将会出现全流域性的、严重的生态灾难。当前最主

要的问题是政府职能缺位，无法协调各个业主的水库调度与发电经营行

为，实现按河流生态准则调度。 

3、海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稳定粮食生产任

重道远。尽管国家正在实施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海河平原地区仍然是

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如何利用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的优势，相

机向农业和生态补水，把不同年代兴建的大大小小灌区串起来，实施

统一改造，打造世界级巨型粮仓，意义重大。东北地区人口下降已经

成为新常态，规模化、机械化、精细化的农业现代化生产将是面临的

新挑战。 

4、淮河流域易涝易旱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解决水脏问题依然严

峻。淮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易涝易旱特征十分明显，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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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集、水污染严重，流域治理任务相当艰巨，关键是要解决中长期

雨情水情的预测预报这个关键性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虽然水污染势头已

经得到抑制，要真正实现水环境安全，还需要下大力气控制和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 

5、西北内陆河地区生态问题异常突出，一定要“量水发展”。我

提出的绿洲常数定律是指，在干旱地区，由于水量的限制，绿洲面积长

期以来基本上维持在一个常数水平，当你开发出一个新的绿洲，就一定

会消失同等面积的现有绿洲。我们一定不要去干那些得不偿失又严重危

害生态的事情，要尊重自然规律。 

6、珠江流域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城镇供水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要长

远谋划，综合考量。现在大体上是粤港澳各自考虑各自的供水安全和环

保问题，缺乏统一规划，其结果是大家都不安全。应当以大藤峡＋思贤

滘为主要水源地，勾画“倒 Y”字型安全供水系统，满足 2030 年珠三

角粤港澳城镇安全供水需要，同时进一步加大珠三角地区水污染特别是

农业面源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村建设。 

7、今后需要兴建的像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这样的巨型项

目将会越来越少，主要面对的是解决局部地区问题的大中型骨干工程，

还有量大面广的、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各类小型工程，政府需要有智

慧和策略，在优先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努力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以

促进各地均衡发展。 

8、在体制与机制上需要积极创新。当前，水安全问题涉及政府多

个部门，各司其职，各吹各调，由于专业技术性又很强，很难统筹协调，

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创新性改革，重

点是理顺水事关系与责任。此外，还需要积极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为

科学解决水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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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中国地大广袤，在四大水问题中，水脏与水混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

水多与水少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全盘解决，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彻

底解决，局部的、小范围的水旱灾害依然会每年发生，关键是如何从全

局利益出发，控制住全局性或者流域性灾害，至关重要。 

当前，最重要也是最急迫的事情是尽早制定河（流）湖（泊）生态

准则，明确生态红线，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约束、限制人类对天然水

体无止境的伤害、毒害和破坏，前置性的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