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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智慧水务：化繁为简 

 
今天，水利基础设施的压力越来越大，虽然不可持续的

取水和废水处理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我们迟早需要以长

期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管理水资源。我们需要更“智慧”的水

务管理。我们现在有了新的、价格可承受的有效工具和技术，

这些技术正逐步改变对水务基础设施的选择。传感器的质量

和稳定性迅速提升，其可靠性使关键程序的自动化处理变得

可行。在线和实时操控意味着更安全、更有效的操作。 
更好的传感器和新兴水处理技术相结合，使得我们更有

能力进行分散的、多元化的水处理。可以用最少的人力来运

行水处理厂。在未来，水务系统中成千上万的传感器将帮助

我们有效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智慧水务：化繁为简，为智

慧水务提供了一个基于 M-A-D（测量-分析-决策）的框架。通过对配套技术和方法的概

述，本书使“智慧”水务的组织和实施成为可能。 
这本书介绍了一系列方法和工具，预见了可以和可能实现的目标。它为提供了一个

应对水资源挑战的工具箱，是水务管理者、工程师和主管及咨询师、设计师和研究人员

的必备读物。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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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2017 财年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土木工程总统预算公布 
2017 财年（FY2017）的总统预算中安排了对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土木工程项目

总值 46.2 亿美元的可自由支配资金。“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的 2017 财年土木工程预

算体现出政府将重点支持和改善国民经济、保护美国民众和修复环境，” 负责土木

工程的美国陆军部助理部长乔-艾伦·达西将军（the Honorable Jo-Ellen Darcy）说。“该

预算所支持的核心任务领域包括沿海与内陆航运、减少洪水与风暴风险，以及水生

生态系统修复。 

“该预算使陆军工程师兵团有能力执行其重要任务，同时推进一系列关键管理项

目，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生产、减少温室气体影响、打击入侵物种并提高灾后的社

区弹性，”达西说。“该预算继续反映出国家为实现财政可持续而做出的艰难选择。”

新的土木工程联邦预算包括：一般基金 35.9 亿美元、港口维护信托基金 9.51 亿美元、

特殊娱乐用户收费 4500 万美元、内陆航运信托基金 3400 万美元。 

2017 财年资金拨款分配如下： 

 27.05 亿美元用于运行和维护 

 10.9 亿美元用于施工 

 2.22 亿美元用于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 

 2 亿美元用于监理项目 

 1.8 亿美元用于开支 

 1.03 亿美元用于原有可用站点的补救行动计划（FUSRAP） 

 8500 万美元用于调查研究 

 3000 万美元用于防洪和沿海紧急情况 

 500 万美元用于陆军部（土木工程）助理部长的办公室 

2017 财年土木工程项目还获得了约 8.45 亿美元的预算外资金，使 2017 财年项

目资金总额达到了 54.65 亿美元。 

基于兵团对自然灾害后社区应对与恢复的贡献，并考虑到未来发生更多灾害的

必然性，2017 财年预算中专门拨付应急管理资金 3500 万美元，其中 3000 万美元用

于防洪和沿海紧急情况（FCCE），以做好对洪水、飓风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准备和培

训工作，另有 500 万美元用于运行管理。 

摘自：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presidents-fiscal-2017-budget-for-us-

army-corps-of-engineers-civil-works-released-300217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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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可再生能源预测的再思考 
与煤或石油等传统能源不同，可再生能源的供给和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

测的，因为它们受能源本身自然波动的影响。这对一定时间内消费者所能获得的可

再生能源量的计算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冲绳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OIST）马赫什

M 班迪（Mahesh M. Bandi）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希望探索与可再生能源的波动

相关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更好的预测能源产出。该小组最近在《新物理学期刊》上

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该研究小组分析了爱尔兰电网风电场的有关数据，发现来自这些电场的上网电

量也存在类似的波动。这与我们以前的认识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分散的风电场

是相互独立的。换句话说，一个风电场的电量波动不同于另外一个电场（比如 50

公里以外），”班迪说。 

相反，班迪及其团队的分析数据表明，由于当地风速条件的影响，电网中各风

电场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地理天气系统，这使得一天的时间跨

度内所有风电场的电量输出都比较相似。“如果有一个媒介将这些电厂相连，我们

就能发现两个风电场的波动方式很相近。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电力输出在每个瞬间

都完全同步，但平均看来其输出波动非常相似。这种平均状况非常重要。这就是我

们所说的相关性”班迪说。 

风力发电量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更大的地理天气系统的影响，会造成电量输出预

测的误差。因此，班迪及其团队通过统计分析对预测中发现的两种类型的误差进行

了量化，从而在风力电网数据中发现相关趋势，并分析围绕这些趋势所产生的波动。

这两种类型的误差分别是时间误差和程度误差。 

时间误差是指统计模型不做任何预测的时间间隔，这给时间段的选择造成了不

确定性。程度误差是指当前的预测模型不能预测不同风电场之间发电量波动相关性

的程度，班迪说，通常不会考虑这种误差，因为“当人们估计误差时，通常不会考

虑相关性。” 

研究人员进行的统计分析对于更准确地预测风力发电的供需十分重要，而且这

种方法也可应用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研究。 

“这项技术或工具不仅限于风力发电，”班迪说。这意味着它可以应用于其他可

再生能源的误差预测，只要它们具有与时间相关的统计结构上的相应变化。 

摘自：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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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调水对于改善缺水效果有限 

美国的流域间调水大多基于人类对水的需求，然而对于减轻环境引起的水短缺

效果非常有限，美国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点。 
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数据，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的瑞安·伊曼纽尔和她的同事们发现美国大约 40%提供调水的流域

并不比接受调水的流域多雨。该团队认为，这一发现 突显出在管理流域内调水时

缺乏对水供应的持续性的关注。 
“当我们实现流域内调水时，我们是否只简单地关心得到更多的水？或者，我

们还关注了这些水供应的持续性和可靠性？”伊曼纽尔说道，“我想说的是更多的水

并不等同于更高级别的持续性和可靠性，特别当外调水对于气候因素是脆弱和敏感

的，这些因素同样影响着接受调水的流域。我认为我们的结论支持了这个观点，并

且有希望作为综合现有的库存可调用数据以及在世界范围的流域内调水形成更新

的数据库。 
典型的流域内调水通过管道，运河和渡槽实现。例如，一个 670 公里长的渡槽

从加利福尼亚东部延伸到洛杉矶，它 20 世纪初为城市提供足够的水，使得本区域

的面积扩张了 7 倍还多。调水一直都具有争议，有人声称说它剥夺了东加利福尼亚

州农民所必须的资源。 
由于缺少最新的有关流域内调水记录，大多研究只单独关注调水路径。但是伊

曼纽尔和同事们关注累积位移的水文学和气候影响。根据他们的计算，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美国流域内调水每年转移 220 亿立方米，大约是英国泰晤士河

（Thames）年径流量的 10 倍。 
为了完成他们的研究，伊曼纽尔和同事们将历史数据数字化，并提取每年调水

量大小、起点和终点。然后，绘制历史气候数据并对流域进行计算机模拟，他们计

算出每个流域的降雨总量和径流量。 
研究员发现，供水流域和接受调水流域趋于共享相似的水文气候条件，提出在

接受调水的流域，任何由水文气候引导的水短缺也同样会在供水的流域引发水短

缺。尽管约 60%的供水流域比接受调水流域流多雨，而 40%要少雨。 
“如果规划者和决策者希望调水对气候多变性及变化表现的更为弹性……那么

未来选择的供水流域或许将向流量更高的地方倾斜，而不是六四分成。或者，相比

于我们观察到的，未来的供水流域将向降雨更多或径流比更高的地方倾斜。“伊曼

纽尔说道，”我们没有观察到向更有弹性的趋势转移，这使得我们思考在决定如何

建设流域内调水时，如人类水需求、流域内调水基础设施成本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占

据主要角色，水的平衡退居次席。”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4405 



 

5 
 

 

第五版                                                         异域传真 

水是未来城市繁荣和宜居性的关键 

 

城市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且在急剧扩展。目前，一半以上

世界人口都居住在城市，这是人类的一个里程碑。澳大利亚正引导这个

趋势。尽管拥有广阔的大陆（与美国大陆尺寸相当），澳大利亚是世界

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约 90%的澳大利亚人住在城市或者城市

社区，其中约 40%居住在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这意味着今天的

城市从根本上支撑世界经济，这使得城市成为任何政策辩论的中心焦

点。 

水是我们城市和城市社区繁荣和宜居性的关键组成部分。遗憾的

是，这个事实似乎是一个只有水行业才知道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当牵扯

到城市规划时，相比于其他部门如运输、交通和能源，水行业是一个穷

兄弟。如果在规划时候将水铭记于心，而不是像世界范围内大量例子那

样仅仅是回顾性的“引入它”，那么对于城市而言能够得到更多有价值和

有效的产出。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水协会（IWA）在今年十月份的布里斯班世界水

大会和展览上将城市列为关键重点。本次论坛将提供黄金的机遇来分享

知识和深化我们对于城市和水管理一体化的理解，这是我们的会员和伙

伴的福利。 

展望未来，接下来的几十年，在城市水管理的方法上，我们将会面

对一些巨大的挑战： 

 在面对更剧烈的气候变化时，我们必须变得更有弹性。变化的气

候已经引起了许多挑战，如降低水可靠性，更大的洪水风险以及气温升

高变化。 

 随着我国城市的发展，如果没有好的规划和整合，那么城市的宜

居性将大打折扣。（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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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上接第五版）许多国家正在面临以生活习惯病为形式的新一代的公共健康

风险。这给我们带来了明显的成本。通过对水源性疾病的管理，我们的行业对于公共

健康已经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在管理这个新的挑战上我们有许多可以提供。 

 一味追求盲目扩张而进行基础设施的扩建将不太可能具备可持续性。 

 我们正在消耗一系列关键自然资源。 

水行业可以真正的在解决这些挑战上做出贡献。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充分利用贯穿

整个城市水循环的成果，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一部分，比如供水和城市排水服务。

作为一个行业，如果我们能全面的思考，那么可以为我国城市的繁荣和宜居性做出更

大更多的贡献。通过我们集体的能力和创新，我们可以做出的贡献有很多。 

我们正在努力致力于在澳大利亚实现这个综合的方法。举个例子，我们对于整合

水、城市规划和运输正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城市水敏感性合作研究中心是这个领域

的领导者。这项研究的强烈关注点是那些可提澳大利亚城市宜居性的实际且可实现的

解决方案，比如减少热岛效应和发展处理及管理降水的技术。这对于帮助我们水路的

健康和提高防洪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自： 

http://www.iwa-network.org/blog2/water-is-the-key-to-prosperity-and-liveability-in
-cities-of-the-future?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iti
es 

 
 

 探索水保有权的概念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与水资源相关的保有权的概念，

探索水保有权的概念是否可能为解决全球水资源挑战做

出有益贡献。它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a）什么是水保有权？ 
（b）水保有权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水真的与其他自

然资源完全不同？ 
（c）水保有权的概念在自然资源政策和实践的发展

方面是否有用？ 
（d）水保有权的准则在未来是否有发展的空间？ 
摘自：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deta

il/en/c/386816/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Range: current page
     Mask co-ordinates: Horizontal, vertical offset 105.75, 763.00 Width 3.00 Height 4.00 points
     Mask co-ordinates: Horizontal, vertical offset 117.25, 738.38 Width 7.13 Height 0.50 points
     来源: 下左
      

        
     1
     0
     BL
    
            
                
         1
         CurrentPage
         244
              

       CurrentAVDoc
          

     105.75 763 3 4 117.25 738.375 7.125 0.5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0
     6
     0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