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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通过耦合水足迹理论与主成分分析方法袁构建基于水足迹的新疆地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

体系袁分析研究区 2010~2015 年间水资源承载能力变化情况遥 结果表明院2010~2015 年间新疆地区的水

资源承载力呈先增大后减小的现象袁2014 年水资源承载力最差袁供水压力最大遥 其中袁研究区的承载力
主要受水资源和社会因素以及进出口贸易中虚拟水的影响袁贡献度分别为 56.791%尧22.724%遥 另外袁外

部水足迹约占水足迹总量的 10%袁表明研究区出口产品中的水约占总水资源量的 10%遥

关键词院水资源承载力曰水足迹曰主成分分析曰虚拟水
中图分类号院 TV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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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袁用该方法研究水资源承载力

引言

可以更客观真实地反映研究区内的社会尧经济或生态

水资源承载力是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研究的重要

对水资源的需求和占用情况袁且能计算得到进出口贸

内容袁 也是衡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匹配程度

易中虚拟水的比例袁 进而揭示水资源的消耗状况袁弥

的关键指标遥 目前国内外有关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方

补了前述评价方法中的不足遥

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尧多目标分析法尧系统动力学
法尧人工神经网络尧主成分分析法等

遥 这些方法用于

[1-5]

水资源承载力的评价对象社会尧经济和生态环境
系统具有复杂性尧综合性尧时效性等特点袁很难用某个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时各有优缺点袁 模糊综合评价法可

单一指标刻画遥 为此袁本文综合考虑主成分分析法和

以综合处理主观产生的离散过程但是模型信息利用率

水足迹法的优点袁结合新疆地区的实际条件袁构建基

低曰多目标分析法求解过程较为复杂尧收敛速度慢袁但

于水足迹理论的水资源承载能力综合评价指标袁通过

具有自适应性且能有效解决水资源系统中的非线性问
题曰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客观的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袁解

建立两种方法下的耦合模型袁评价新疆 2010~2015 年
的水资源承载状况袁反映研究区水资源的主要用水环

决了不同量纲的指标之间的综合性问题袁 但评价参数

节和占比以及虚拟水的情况袁以期增大水资源承载力

的分级标准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遥

评价结果的信息量遥

上述这些评价方法在数据选取方面仅体现了农
业尧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用水量等方面的信息袁没有反

映与研究区居民消费相对应的水资源真实需求量 [6]袁

实际上袁 水资源的消耗和污染与商品消费类型和数量
以及提供消费者产品和服务的全球经济的结构密不可

分[7]遥 2007 年袁Hoekstra 结合虚拟水理论和生态足迹理
论提出的水足迹理论 [8]袁充分反映了人类活动与水资

2

研究区概况
新疆地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袁远离海洋袁气候干燥

少雨袁属于温带大陆型干旱气候遥 1956耀2015 年多年平
均降水量 154.6mm袁其中南部平原区在 70mm 以下袁最

小的托克逊只有 7mm遥 水面蒸发量为1 500耀3 400mm袁

平均干旱指数达到 7 以上遥 境内分布有湖泊 1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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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尧大小河流共 570 条袁较大的有伊犁河尧额尔齐斯河尧

塔里木河尧玛纳斯河尧乌伦古河尧开都-孔雀河等 20 多
条袁除伊犁河尧额尔齐斯河外袁其它河均属于内流河遥高
山冰川和积雪分布普遍袁储量丰富袁是大部分河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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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FP 为外部水足迹袁 表示该地区从其他国家或地区
进口的虚拟水总量遥
内部水足迹和外部水足迹总量计算公式分别为院
IW FP=A W U+IW W +DW W+EW W -V W E 出口
EWFP=V W I-V W E 进口再出口

要补给来源遥 根据叶新疆统计年鉴曳2010~2015 年全疆
水资源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如表 1 所示遥
表1

量曰DW W 为居民生活需水量曰EW W 为生态需水量曰

Table1 The statistics of social economy and water resources in
Xinjiang during 2010-2015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国内生产总值
5 437.47 6 610.05 7 570.31 8 443.84 9 273.46 9 325
/亿元
42.79

城镇化率/%
万元 GDP
用水量/m3

984

2 453

人均用水/m3
降水量/108m3
水资源总量
/108m3

3 729

44

792

728

2 745

2 999

44.47
648

2 370.2 2 705.9 2 594.5
3 036

46.07
628

2 505

2 394

47.23
619

2 461

2 942

1 124

885.7

903.2

951.3

726.9

510.69

507.19

577.29

574.86

567.28 561.37

7

7.63

8.82

9.16

9.28

10.02

17.39

8.69

4.02

4.05

5.27

5.79

废污水排放
总量/108t

11.586

10.349

10.663

10.825

10.825 10.777

568.9

640

619.8

601.5

总人口/万人

2 185

645.7

生产用水量
/108m3

生活用水量
/108m3

生态用水量
/108m3

农业综合亩均
用水量/m3

3

43.54

2 209

2 233

2 264

V W E 出 口 为出口虚拟水量曰V W I 为研究区从其它地区
或国家进口的虚拟水量袁V W E 进口再出口 为进口后再出口
的虚拟水总量遥

年份
2010

渊3冤

式中院A WU 为农业生产需水量曰IW W 为工业生产需水

2010~2015年新疆社会经济及水资源量统计

指标

渊2冤

2 298

917.6

595

2 360

因工业行业众多袁且生产流程复杂袁而产品中的
虚拟水含量与生产流程紧密相关袁现阶段关于工业产
品中的虚拟水含量还没有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遥 目前
虚拟水计算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农作物产品的虚拟水
和动物产品的虚拟水遥
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的水主要消耗于蒸散发袁因
此袁农作物和水之间的关系较清晰袁但如果涉及到农
产品的深加工袁则一般采用价值构成比例和产品重量
比例因子来进行虚拟水含量计算遥 单一农作物产品虚
拟水含量可以根据公式渊4冤计算[9]院
V cn= W cn
Y cn

渊4冤

式中院V cn 为作物单位重量的虚拟水含量曰W cn 为作物
的需水曰Y cn 为作物的产量遥
计算动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需要将活动物的虚
拟水含量在动物产品间进行分配遥 因此将产品按状态
划分为两类袁直接由活动物提供的产品称为第一类动
物产品袁第一类产品经进一步加工变成第二类动物产

基本理论

品遥 第一类动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用产品比例因子和

3.1 水足迹

价值比例因子计算曰第二类初级产品间用水的分配可

水足迹定义为任何一个国家尧 一个地区或一个人
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

量[7]遥 该定义从社会消费角度出发袁兼顾了社会水资源

以采用同第一类动物一样的产品比例因子和价值比
例因子进行分配[9]遥

新疆主要出口产品为棉纱尧肠衣尧番茄酱尧药材曰

消费的物质以及社会价值袁 是衡量某个国家或者特定

进口产品为纸与纸板尧食用植物油尧羊毛及条尧牛皮革

区域的实际水资源消耗量的方法遥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及马皮革尧锯材尧原木遥 根据公式渊4冤袁并参考文献[11]

实际水资源使用量不仅包括区域内产品生产或者服务

中的部分数据袁 得到研究区每种产品的虚拟水含量[10]

所需的本地水资源总量袁 还包括区域进口产品和服务
的虚拟水总量遥 本文采用自上而下法计算区域水足迹
总量袁表达式为院

渊见表 2冤遥

3.2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把多个变量划分为少数几

渊1冤

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袁其本质是对高维变量空

足迹袁 表示区域内商品与服务所利用的水资源总量曰

简化[11]遥 阐述该方法原理及的研究成果较多袁本文不再

W FP=IW FP+EW FP

式中院W FP 表示一个地区水足迹总量曰IW FP 为内部水

间进行降维处理袁以使原来的多个变量达到最佳综合

Tab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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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新疆主要进出口产品虚拟水含量
The virtual water quantity of Xinjiang's main import
and export products

主要出口产品
棉纱
肠衣

虚拟水含量
/m3窑t-1

主要进口产品

3576

食用植物油

9713.9

纸与纸板

270.5

牛皮革及马皮革

药材

147.6

原木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虚拟水含量
/m3窑t-1
4693.7

计算特征值 姿 与特征向量 滋 并排序

18005

计算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袁当e k叟85%时取 z 1袁z 2袁噎袁z k
作为主成分渊z j= 滋1 j x1+滋2 j x2 +噎+滋pj xp冤

3065.4

羊毛及条

番茄酱

数据标准化处理

20069

1843.5

锯材

1418.1

计算各个主成分权重 棕j = 姿j

过多分析袁仅将该方法的主要计算过程综合为图 1遥

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时袁 其变

p

移姿 渊j越员袁圆袁噎袁k冤
i=1

i

k

计算综合评价值 Zk袁Zk=移 棕i z i

量均是考虑水资源尧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袁这些变量的

i=1

数值仅反映了农业尧 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绝对用水

图1

量袁实际上袁水资源的消耗与商品类型和数量以及提供

主成分分析法流程

Fig.1 The flowchart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有关遥为此袁先将水足迹中的内部
水足迹与外部水足迹的计算分别引入到相关的变量

评价结果的片面性遥 本文根据水足迹的原理尧构成以

中袁再通过降维的方法确定主成分袁从而实现将水足迹

及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袁 围绕研究区的社会尧经

与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耦合遥

4

济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袁结合进出口产品袁构建了 10 项
水足迹指标用以综合评价区域水资源承载力袁这些水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结果与分析

足迹指标不仅反映了水资源组成情况袁水资源的利用

4.1 构建基于水足迹理论的评价指标体系

情况以及紧缺程度袁 表明了区域水资源战略结构袁还

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指标既要反映社会经济尧生

体现了区域水资源的社会价值尧对社会经济的贡献率

态环境和资源等系统的发展指标袁 又要有反映上述系

以及进出口贸易中虚拟水的比例袁因此袁这些指标具

统的相互协调程度的指标袁 以尽量全面反映水资源承
载力评价系统各方面的发展特征袁 且为避免单一指标
表 3

有一定的代表性及合理性[12]遥 每项指标的表达式及意

义如表 3 所示遥

基于水足迹理论的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指标

Table3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water footprint theory
影响因素

评价指标

水足迹经济效益X 4

单位面积水足迹= W FP
A
人均水足迹= W FP
N
水足迹增长率= W FP 现-W FP 前 伊100%
W FP 前
水足迹经济效益= GDP
W FP

水足迹净贸易值X 5

水足迹净贸易量=V W E-EW FP

单位面积水足迹 X 1
社会系统

人均水足迹X 2
水足迹增长率X 3

经济系统

水足迹价值兑换率 X 6
生态水足迹比率 X 7
水环境系统

表达式

水足迹废弃率X 8
水资源匮乏度 X 9
水资源压力指数 X 10

水足迹价值兑换率= 进口贸易值/EW FP
进口贸易值/V W E
生态水足迹比率= EW W 伊100%
IW FP
W
水足迹废弃率= W 伊100%
W FP
水资源匮乏度= W FP
WA
IW
FP+VW
E 出口
水资源压力指数=
WA

表征意义
单位面积水资源承载能力渊A 表示区域面积冤
水资源支撑人口能力渊N 表示总人口数冤
水足迹增长幅度
万元 GDP 所消耗的水足迹量
水资源贸易地位及作用
水足迹贸易价值对比
对生态环境重视程度
水资源有效利用程度
水资源紧缺状态渊W A 表示水资源总量冤
对水资源的需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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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足迹总量见图 3遥 由图 3 可知袁计算时间段水足迹

4.2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结果分析

渊1冤水足迹方法遥用水足迹理论评价水资源承载力

总量呈现先递增至 2012 年后又开始缓慢递减的现

象袁表明 2010~2012 年间的用水量逐年递增遥 其中内

时最常用的评价指标是水资源匮乏度和水资源压力指

部水足迹占水足迹总量的 90%以上袁内部水足迹揭示

数袁指标值越小袁表明压力越小袁水资源承载状况越好遥

根据表 2 的计算表达式得到 2010~2015 年评价指标

的是区域内商品与服务所利用的水资源总量袁外部水

值袁由图 2 可以看出袁这两个指标值在 2010~2015 年

足迹反映的则是该地区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虚

为 0.48曰2014 年指标值达到最大袁分别为 0.82 和 0.80袁

内袁约有 10%左右的水是随着产品进品引入的袁这与

间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袁2010 年两指标值最小袁均

拟水总量袁表明研究区绝大部分的水资源是消耗于区

表明在该研究时段内袁2010 年水资源承载状况最好袁

新疆地区大部分都是内陆河相吻合遥

而 2014 年水资源承载状况最差遥 表明 2010~2014 年

540

460

研究区 2010~2015 年的内部水足迹尧外部水足迹

0.65

图2

2014

2015

率渊见表 5冤遥 从表 4 数据可以看出各因子之间存在显

著的相关关系袁其中袁X 1 与 X 2尧X 1 与 X 7尧X 1 与 X 8尧X 5 与

600
2016

X 6尧X 7 与 X 8 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超过 0.8袁 间接表明主
成分分析方法可以客观分析研究区 2010~2015 年间

的水资源承载状况遥

Fig.2 The change processes of water scarcity, water resources press

表 5 的数据表明前三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index and gross amount of water resources

X1
X2

1

0.808

X2
1

X3

-0.576

-0.739

X5

0.284

0.139

X4

-0.691

-0.011
-0.089

-0.009

0.013

X8

-0.856

-0.652

X 10

0.689

0.420

X9

0.879
0.661

1

-0.165

X6

X7

X3

0.646
0.410

表4 相关系数矩阵
Table4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matrix
X4

1

X5

-0.105

-0.455

-0.765

-0.164

-0.446

-0.223

-0.760

-0.185

-0.527

0.519

-0.215

0.718

-0.782

1

X6

-0.092

0.264

水足迹变化

标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渊见表 4冤和主成分特征值及贡献

水资源匮乏度和水资源压力指数及水资源总量变化过程

X1

0

标袁并经标准化后袁借助 SPSS 软件计算得到中各个指

700

0.50

2015

将评价指标中逆向指标 X 4尧X 8尧X 9尧X 10 转化为正向指

800

0.55

2014

渊2冤水足迹与主成分分析法耦合遥 为了便于比较袁

900

0.60

2012
2013
年份

Fig.3 The variation of water 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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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致袁也验证了水足迹评价结果的合理性遥

2010

10

500

资源压力会增大遥由此可见袁水足迹评价结果与实际条

0.45
2009

15

520

35.80%袁水资源总量最少袁需水量基本不变袁相应的水

水资源匮乏度
水资源总量

20

560

量 最 大 袁 到 了 2014 年 降 水 量 比 2010 年 减 少 了

30
25

580

可以看出袁实际条件下 2010 年降水量最多袁水资源总

0.80

外部水足迹

600

矛盾较突出遥由图 2 和表 1 的水资源总量尧降水量数据

0.85

内部水足迹 总水足迹

620

间新疆地区的水资源匮乏度和压力均在增加袁 即供需

0.921

0.219

-0.105

1

X7

1

0.479

-0.994

-0.459

0.741

0.748

X8

1

-0.739

-0.725

X9

1

0.996

X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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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0

主成分特征值和贡献率

Table5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eigenvalue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1

5.679

56.791

56.791

3

1.346

13.457

92.972

2

2.272

22.724

Z

0.2
0.0

-0.2

年份

-0.4
-0.6
-0.8

映新疆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变化的驱动因素袁因此袁选取

-1.0

前三个因子作为主成分来分析新疆地区的水资源承载

系袁 相关系数值越大袁 说明该变量对主成分的影响越

Z3

0.4

了 92.972%袁达到了超过 85%的要求袁可以较全面地反

主成分荷载矩阵反映了各主成分与变量之间的关

Z2

0.6

79.515

力状况遥

Z1

0.8

图4

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得分值

Fig.4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ores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大遥 从表 6 的数据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与 X 1尧X 2尧

新疆地区水资源承载力与水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的

第一主成分为反映水资源受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曰

年达到最低值袁 表明新疆水资源承载力状况越来越

X 7尧X 9 和 X 10 呈显著正相关袁与 X 8 呈负相关袁因此定义
其贡献度达到了 56.791%袁 体现了区域水资源及社会
因素对水资源承载力影响的占比曰 第二主成分主要与
X 5尧X 6 呈正相关关系袁 定义第二主成分为刻画水资源

影响较大遥 另外 2010~2014 年间 Z 值逐年减小袁2014

差袁2014 年达到最差状态遥 分析主要原因是由于随着
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袁 各行业用水量的不断增大袁其

次 2014 年降水量比 2010 年减少了 35.80%袁致使水资

受经济贸易的影响袁 体现了进出口贸易中虚拟水的地

源供给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袁但随着国家实施最严格

呈正相关关系袁定义其揭示水资源的发展状况袁它的贡

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袁节水水平提高袁也增大了水资

根据主成分计算过程得到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

承载力得分值也开始增大遥 综上可以看出袁基于水足

位和作用袁其贡献率为 22.724%曰第三主成分主要与 X 3

水资源管理袁特别是制定的野三条红线冶袁水资源用水

献率为 13.457%遥

源的利用效率袁2015 年水资源压力有所缓解袁 水资源

得分值渊见图 4袁因原始数据小于均值的数据标准化后
表6
1

2

X1

0.894

0.424

X3

-0.487

-0.512

X5

-0.117

0.86

X2

X4
X6
X7

0.676

-0.771
-0.432

综合对比水足迹尧水足迹与主成分分析法耦合的
3

0.058

-0.583

和水资源压力袁仅能定量反映研究区水资源的压力情

0.863

0.26

足迹与主成分分析法耦合后袁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水

0.137

主要影响因素袁揭示水资源组成情况尧水资源的利用

0.495

0.88

-0.24

0.219

0.877

增大后减小的现象袁且在 2014 年水资源承载力最差袁

0.099

0.601

-0.053

X 10

新疆地区 2010~2015 年间的水资源承载力均是呈先

-0.428

-0.016

-0.959

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袁 两种方法的评价结果完全一致袁

0.495

0.963

X8

X9

实际水资源供需状况一致遥

主成分荷载矩阵

Table6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load matrix
变量

迹与主成分分析法耦合的承载力评价结果与研究区

0.033

-0.179

0.275

为负袁所以最后的得分有正负值冤遥 该分值反映了计算
时间段所处的相对位置袁综合得分越高袁说明水资源承
载力越好袁开发潜力越大袁反之袁表征水资源承载力越
差遥由图 4 可以看出袁第一主成分与综合得分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袁说明综合得分受第一主成分影响较大袁表明

供水压力最大遥 但水足迹的评价指标是水资源匮乏度
况袁二者均不能揭示影响水资源承载力的因素遥 而水
环境系统下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基础上袁不仅可以明确
情况以及紧缺程度袁还可以揭示进出口贸易中虚拟水
所占的比例袁得出的评价结果信息量更大遥

5

结论
水资源承载力是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

研究内容袁特别在西北干旱地区袁掌握水资源的利用
状况袁摸清其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遥 本文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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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理论与主成分分析法的优点进行耦合袁构建了基
于水足迹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袁借助自上而

下的水足迹计算方法计算新疆地区 2010~2015 年间
的水足迹构成及水足迹评价指标数值袁同时袁评价得

到了耦合方法下的水资源承载力结果遥 综合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其评价结果与新疆地区的实际情况一致袁

2014 年承载力状况最差袁 这与前人研究成果一致袁也
表明了水足迹与主成分分析法耦合后用于水资源承
载力评价的正确性与可行性遥 在影响因素方面袁主要
受控于区域水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以及经济贸易的

影响袁其贡献度分别达到了 56.791%尧22.724%遥 另外袁

评价结果还揭示出研究区的外部水足迹约占水足迹

总量的 10%袁说明研究区内约有 10%左右的水是消耗
于出品产品遥

传统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结果仅反映出了评价指
标的用水量以及由此评价得到的承载状况袁而实际上用
水量与产品的类型尧数量尧结构等有关袁但一般的评价方
法或结果很难得出不同产品水的消耗情况遥 本文提出的
水足迹与主成分分析法耦合后袁不仅可以评价得到承载
力的状况袁还可以真实地反映研究区内的社会尧经济或
生态等对水资源的需求和占用情况袁计算出进出口贸易
中虚拟水的比例袁从产品角度深入了解水资源的占用及
消耗情况袁丰富了水资源承载力的评价结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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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eothermal Water Source by H and O Isotopes in Shiqian Area
LI Yongkang1,2袁CHEN Zhengshan1,3袁WANG Ganlu1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 Sichuan Zhid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Chengdu 610041, China;

3. Guizhou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reau 117 Geological Brigad, Guiyang 55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eothermal and geological conditions, chemical composition,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s of

geothermal water, cold springs and rivers in the Shiqian area,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studied the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鄄

tics, sources and recharge modes. Hot spring water belongs to the weak alkaline water with low and medium salinity. Ca 2+ and Mg2+
are the major cations while SO42 - and HCO3 - are the main anions in hot spring group, and the main hydrochemical types are

HCO3 -Ca and SO4.HCO3 -Ca. The values of 啄18O and 啄D are -9.32译-6.81译 and 64.4译-44.9译 respectively in hot water, and
7.51译-6.00译 and -50.7译-38.2译 respectively in cold springs and rivers, which are distributed near the atmospheric precipitation
line and the local atmospheric precipitation line in China.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recharge area could be the exposed carbonate

rock area near the Paomuzhai anticline and the Hongshi strike-slip fault and its fault bundle. Deuterium surplus parameter d indi鄄

cates characteristics of shallow depth in most geothermal water, short time of circulation runoff, relatively weak water-rock reaction
and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s between open and semi-open in the Shiqian area.

Key words: Shiqian, Guizhou; geothermal water; H and O isotopes; deuterium surplus parameter d; recharge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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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formation Center 渊Hydrological Monitor and Forecast Center冤, Ministry of W 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53, China曰

2.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曰3. Hydrological Bureau of A nhui
Province, Hefei 230022, China曰4.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By coupling the water footprint theory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鄄
dex system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WRCC) in Xinjiang and analyzed the changes in WRCC during 2010-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RCC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from 2010 to 2015. The WRCC was the worst while the water
supply pressure was the largest in 2014. The carrying capacity is mainly affected by water resources and social factors, as well as

virtual water i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The corresponding contributions are 56.791% and 22.724%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external water footprint accounts for about 10% of the total water footprint. It reveals that the water in the export products of the
study area accounts for about 10% of the total water resources.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water footprin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virtual w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