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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最简省的文字和数据既客观全面地，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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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的各项特｛正．二是指根据

中凸现地表述区域水资源的特点、优势：ｆｒｒ缺陷，明

评价目的、评价精度决定指标的数目。

确该医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管理上改进的

２．３指标筛选的思路
采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专家咨询法

方向。

设计、筛选指标，以满足科学性和完备性原则。频
同标层

准ⅢⅡ瑶

指标层
ＧＤＰ

度统计法是对目前有关可持续发展、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评价研究的报告、论文进行频度统计，选
择那些使用频度较高的指标；理论分析方法是对

城１１ｉ化水、严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涵、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选择那些重要的发展特征指标：专家咨询法是在

岛等教育入学率

人均自来水供水量

初步提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征询有关专家
的意见，对指标进行调整。如此建立的指标体系
称之为一般指标体系。为使指标体系具有可操作

水资源总量

性，需要进一步考虑被评价区域的自然环境特点
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考虑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并

饮用水渊水质选标率

征询专家意见，得到具体的指标体系。
２．４建立一般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设计原则，首先提出了经济发展、

图１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模型

社会文化、科技与教育、生态环境、水资源开发利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是度量水资

用、人群健康六个方面共１４２个有关指标，如国

源利用复台系统发展特征的参数。由于水资源利

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人均ＧＤＰ、城市化水平、科教投

用复合系统结构复杂、层次众多，子系统之间既

入占ＧＤＰ的比例、自来水输送漏损率、水功能区水

有相互作用，又有相互间的输入和输出，某些元素

质达标率、污水处理率、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人

及其某些子系统的改变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由优到

均自来水供水量、自来水普及率、人均日生活用

劣或由劣到优的变化。要在众多的指标中选择那

水量等。

些镊灵敏的、便于度量且内涵丰富的主导性指标

在形成上述笫一轮评价指标后，作者又分别

作为评价指标．应遵循科学性原则、实用性原则、

征求了有关从事规划、水利、环保等研究的“位

完备性原则、主成份性与独立性原则、整体性与层

专家学者意见。首先向专家介绍指标体系的框架

次性原则、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简洁与聚合原

和各级指标，以及指标的内涵和量测方法．要求专

则、时空耦合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动态性与政策

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友好性原则。
筛选指标时，上述各项原则既要综合考虑。

各级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描述，请他们对各指标按
“赞成、基本合理、需修改、不恰当”四项进行填

又耍区别对待。一方面要综台考虑评价指标的科

写咨询表。而后，统计分析专家咨询表，若半数以

学性、完备性、主成份性和独立性，不能仅由某

上专家赞成某项指标时，该指标作为保留指标；

一原则决定指标的取舍；另一方面，由于各项

对于补充指标，再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同样若半

原则具有特殊性及目前认识上的差距，对各项原

数以上专家赞成增补的，作为保留指标：否则，

则的衡量方法和精度，不能强求一致。例如，

就予以淘汰。这样就构成第二轮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山于受认识水平的限制，目前

最后，根据我国统计工作现状，筛选得出了下列

还难以定量衡量，只能依赖于评价者对水资源可

３２项指标构成相对完整的指标体系（见表１），能

持续利用内涵的理解程度和对评价区域的了解程

比较全面地反映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平、效

度而主成份性和独立性别可采取～定的数学方

率、发展潜在力等特征。

法定量研究，因而不必要也不可能采用同样的方
法和精度。再如，完备性是相剥而言的，它包
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指所选指标应尽量全面反映

万方数据

３本指标体系的特点
本指标体系具有简明、方便、易行和可操作

万方数据

竺竺竺竺型些竺竺坠竺竺二

竺：

收集某个区域历年相关评价指标统计值，计

式中：Ｃ．——某子系统的系统指数值：
，——该了系统中某一单项指标的评价指

算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数，分析该区
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历史轨迹，并且研究确定

数值；

影响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瓶颈因素，从而制定对

形——该子系统中某一单项指标的权重

簧措施。

值。
然后计算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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