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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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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正确评价节水农业，有利于规模化节水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方法】通过对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分析，探讨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研究的发展情况。
【结果】提出了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未来的发展趋势，阐述近年来广泛应用的综合效益评
价方法。【结论】综合效益评价已经涉及人类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其应用的范围也越来越
广，所使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因此对综合评价的方法和理论进行整理、总结，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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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以单纯追求产量为目

标的资源消耗型农业生产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日益突出。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全面提高用水效率，严格控制排污总量，加快节水型社
会建设，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未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发
展趋势。在建设节水型社会，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发展方向上，加快规模化节水农
业的推广十分必要。而且，规模化节水可以改变以往分散投入带来的效益低、用水效率
低的弊端，能有效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改善灌溉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减少灌溉用水
量，提高灌溉保证率。

节水农业涵盖 3 个层面，即节水农业技术的应用、节水型用水管理方式的建构和节

水观念的建立。在节水农业推广过程中，节水农业通过这 3 个层面对区域社会、经济和
生态环境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就是通过借助一定的理论和评价方
法，评价节水农业生产方式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
效益以及综合效益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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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是一个多层次、多指标和多因素的评判过程。节水农业综合
效益评价是将反映研究对象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多个指标构建成不同的层次，同一层
次的各因素从属于上一层因素，同时又影响下一层因素，最上层为目标层，通常只有一
个因素，最下层为方案层，中间有一个或者几个层次，为准则或指标层；由最后一级向
第一级逐次进行分析，最终得到一个综合指标，用定量化指标来反映评价对象的整体评
价情况，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有利于在宏观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实际中
应用极为广泛。研究节水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构建科学合理的节水农业评价
指标体系，提出节水农业的科学评价方法，对于正确评价节水农业，促进节水农业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正确引导节水农业发展，指导节水农业进一步研究，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

1

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研究进展
目前，对于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国内外专家还未提出统一方法。经过对现有文献

资料的研究分析可知，早期的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研究主要是从节水工程的灌溉效益
入手，更多的是研究其水资源利用效益。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其他行业的用水需
求量大幅增加，同时资源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逐渐意识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相关研究人员逐渐开始重视节水农业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
综合影响，并开始探讨相关的效益影响评价。由此取得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节水农
业的发展。
1.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在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方面取得很多成果。已有研究主要针对节水农业

灌溉的技术效益、成本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涉及节水农业的经
济、生态、社会以及技术等领域，尤其是在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上值得学习。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农业部［1］依照本国的节水灌溉系统提出了几种关于节水灌

溉的评价方法，选取影响节水灌溉的几个主要因素展开分析，主要因素为：节水灌溉系

统的灌水深度、灌水强度、灌水均匀度、系统的供水能力、供水过程中的水量损失、管
网能耗以及造假情况和灌水可能对作物产生的损害等 7 个指标，通过计算对节水灌溉系

统进行了评价。

20 世纪 80 年代末，Williams［2］ 为了评估各种节水灌溉系统在不同操作状况下的灌

溉成本和效益，设计了 ICEASE（Irrigation Cost Estimator and System Evaluator）微观数学

模型，从 4 个方面选择评价指标，分别为：灌溉系统的选择、灌溉系统效率降低对灌溉
成本变化的影响、系统动力学的选择、水位变化情况。

20 世纪 90 年代末 Charles 教授［3］ 在《灌溉系统评价》一书中，提出对已经建成

的节水灌溉系统做综合评价，以灌区的实际数据为基础，确立了各项指标，主要综合

评价指标包括：水质、作物蒸腾量、输水量等，通过调查资料进行估算各项评价指标，
得出节水灌溉系统的综合评价结果。这一方法对节水灌溉系统运行管理水平起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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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21 世纪初，Rodriguez［4］ 针对节水灌溉经济效益，提出评价节水灌溉经济效益的方

法，此方法是经过对节水灌溉农业与普通灌溉农业的生产产量的对比来评估节水农业的

经济效益。Schucke 等专家［5］基于美国科罗拉多州数据，分析了干旱程度如何影响农户

节水灌溉技术的选择。Moreno G［6］利用计量模型联合估计了节水灌溉技术的选择和农作

物选择。

《2006 年人类发展报告》［7］以“透视贫水：权利、贫穷与全球水危机”为主题，提
出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水分生产率，使灌溉用水管理更加精密化、智能化。与此同时，国
外学者对节水灌溉与生态环境［8-9］等影响，精准灌溉和灌溉系统的自动控制［10］，非常规
水资源利用［11］，从作物生理特性研究改进水分利用效率［12］等方面进行研究。

Klocke.NL 等［13］ 建立作物产量预测模型，对非充分灌溉制度下作物的产量与经济

效益进行定量评估，评估结果能为农民、专家、农技推广人员提供决策依据。Hussain

Intizar［14］采用定性描述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评估灌溉产生的直接、间接效益以及

潜在的不利影响。
1.2

国内研究进展
节水农业效益评价在我国主要分为两大类，即从最初的定量比较或定性描述的单目

标效益评价逐步发展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目标综合效益评价。
单目标效益评价主要是农业节水灌溉工程的经济、环境、社会评价等方面。齐学斌［15］
对农业节水的环境效益中对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土壤以及各用水户的影响进行了
探讨。刘维峰［16］以定性分析为基础，以农作物高产和节水为目标，应用层次分析法对灌
溉面积、节水量、投资额和净现值等指标在采用不同节水灌溉方式时进行了研究，以分
析在投资一定或在规定面积内时，确定最佳的灌水方案。罗金耀［17］在研究节水灌溉综合
评价中，应用现代统计学的知识将影响节水灌溉工程效益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概括为六大
类指标，即技术类指标、政策类指标、资源类指标、经济类指标、社会类指标和环境类
指标。郭宗楼［18］曾对新疆塔里木盆地农业灌溉工程的规划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灌溉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模型，该模型构建了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经济 3 个指标体系，

包含了 26 个指标。邓绍云［19］针对云南省的部分缺水地区提出了一种基于节水灌溉技术

指标层面的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作物水分生产率、降水有效利用系数、灌溉效率、灌
水均匀度、耗水系数等指标。曹建如［20］利用加权综合评价方法，对河北省主要应用的 6

项旱作农业技术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进行了评价。徐涛等［21］以民勤县为例，基于选

择实验法，采用 Mixed Logit 模型对节水灌溉技术的社会效益进行评估。

多目标综合效益评价主要是从节水农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等方面来研究和评

价。由于多元统计知识发展的逐步完善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多目标综合评价方
法和技术也更加简便，从而在节水农业综合评价的应用中也日趋全面。李慧伶等［22］利用
博弈论将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进行了集化和融合，来确定评价指标权重。雷波［23］等以可
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社会耦合发展理论和区域局部均衡理论为基础，对旱作节
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陆克芬等［24］和方崇等［25］构建了灌区改造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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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投影寻踪模型并分别利用人工鱼群算法和蚁群算法优化投影的方法确定权重，对灌
区改造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刘晓敏等［26］运用熵权综合评价法对小麦玉米农艺节水技术
集成模式进行了评估。邓子谦［27］等则利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法，对简阳市节水农业示范区
的节水农业进行了综合评价。徐晶等人［28］ 针对沿海地区水资源紧缺的问题，结合我国
节水农业的发展现状，以威海市为例对其进行了节水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
的研究，构建了节水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优化了
评价理论和方法。褚琳琳［29］ 结合江苏省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和节水农业发展的现状和
特点，运用因子分析方法遴选节水农业分区关键指标，建立了节水农业分区的评价指标
体系。姚增福［30］利用甘肃省节水农业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基于改进的 AHP 分析法，通
过 Delphi 法确定权重，节水农业建设产生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等的价值进行实证分
析。卢文峰［31］建立了基于改进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云南省楚雄州的农业节水

特点，按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社会和生态 3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田浪等人［32］运用物元可拓理论，将水资源综合效益、水资源综合效益特征以及对应的特
征量值作为物元，建立漳河灌区水资源综合效益评价的物元可拓模型，从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建立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苏晟霖［33］通过 AHP 法和灰色关联度的综合评价方法，

对沟沿灌区综合效益进行综合评价，为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3

多目标综合评价研究方法
对于什么是评价，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约翰· 杜威

认为“评价就是通过引导行为而创造价值、确定价值的一种判断，是一种对价值可能性
的判断，对一种尚未存在的、有可能通过活动而被创造出来的价值承载者的判断”［34］。
不同的研究领域都会涉及评价问题，针对具体的问题和研究背景，评价方法也迥然相异。
将影响因素或指标的共同信息提取出来，并通过一定的评价方法，将多个评价因素或指
标转化为能反映评价对象总体特征的信息。在综合评价方法运用实践中，人们设计了各
种不同的综合评价方法。传统方法有打分综合评价法、综合指数法、功效系数法等，现
代方法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Topsis 法、模糊评价法、人工神经网络法等分析
方法。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已经有很多年的研究历史，随着相关领域学科的发展，新的综
合评价方法与理论不断涌现，虽然评价方法日趋多样，但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研究。
（1）对现有综合评价方法加以改进和发展。这包括对现有评价方法的改进，各种评
价方法的联合使用以及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进而探索新的综合评价方法。如果没有一
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无论收集到的数据如何真实客观，采用的评价方法如何前瞻科
学，数据处理得如何精妙准确，其所得到的评价结果必然会偏离评价目标。
（2）克服收集指标时带来的困难。通常，每位学者研究的问题都有一定的特殊性，
所需用到的指标也有其各自的特点，传统的通过上网查找统计数据、年鉴的方式已经难
以满足研究的需要，而很多问题因为其数据涉及部分企业或者地区的“隐私”，通过调查
也未必得到真实结果，因此问卷缺失值等现象不可避免。上述因素给综合评价研究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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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困难，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3）要注重发展先进智能评价技术。随着人工智能、知识工程、神经网络、计算机
技术和通信技术等传统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应探索综合评价方法的智能化发展及应用。

2

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需要关注的问题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水资源短缺不仅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更影响到居民的

生存环境，而且当地的环境因素、气候特点等决定了节水农业在该地区农业发展中具有
重要的作用，因而需加强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理论和评价体系建设。节水农业所解决
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水资源问题，还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35］，我国节水农业综
合效益评价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根据发展过程看，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2.1

准确界定节水农业综合效益
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是研究节水农业生产方式对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问题。

正确评价节水农业的综合效益对于区域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使研究的
评价结果能够正确全面地反映节水农业对区域发展的综合效益，首先必须解决好节水农
业综合效益的界定问题，节水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广固然会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
益，但并不意味着节水农业会对区域发展的所有方面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同时必
须结合地区发展特点，划分和界定适合该地区的节水农业综合效益。
2.2

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影响节水农业的因素有很多，因此，评价中涉及的指标也较多，地区不同，评价指

标也不同。节水农业指标体系的构建是研究节水农业效益的关键，正确评价节水农业效
益依赖于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面对繁多的评价指标，有重复反映某方面的内容，若删
除过多，就会不全面，丢失重要的信息。合理构建节水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关键是对初
选的节水农业评价指标采取数学方法进行分析，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2.3

评价方法需要深入研究与实用化
目前，我国评价框架的建立随意性与偏重性较强。中国的不同地域、自然条件、经

济发展水平以及水资源量等大不相同，从国外引进的新的评价理论模型需要作进一步探
索来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应该要注意在评价的整个过程中应该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生产方式进行改变，推动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的发展。另外，目
前绝大多数综合评价模型的指标权重确定主观性太强，权重的大小直接影响评价结果。
为此，需要研究一种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主观赋权干扰的综合评价模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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