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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活动会消耗和污染大量的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农业生产消耗了大部分的水资源，还

有相当一部分水资源用于工业生产和人类生活。水资源的消耗和污染常伴随着特定的人类活动，

如灌溉、洗浴、洗涤、清洁、冷却及加工等。一般认为，总的水资源消耗和污染是各种独立的水

资源需求和水污染活动之和。然而，只有很少的人会关注这样一种事实：水资源的总体消耗和污

染最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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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

前，在水资源管理的科学和实践中，人们很少想到在整个生产和供应链中研究水的消耗和污染，

只有少数人意识到水的消耗和污染量以及其时空分布会受到生产和供应链的组织方式及特征的

深刻影响，并与最终消费的产品相关联。研究表明，揭示产品背后的虚拟水有助于理解淡水资源

的全球属性及消费和贸易对水资源使用的影响。这种深入的理解将为更好地管理全球水资源打下

基础。在全球高耗水产品贸易不断增长的推动下，淡水资源快速转变为一种全球资源。除了地区

市场外，高耗水产品如农产品、畜产品、天然纤维和生物能源等还存在一个全球市场，全球贸易

使得水资源的使用和消费者在空间上分割开来。 

以棉花为案例，从产地到最终产品，棉产品的生产要经历许多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对水资

源产生不同的影响，各种生产阶段通常发生在不同地区，而最终消费往往又发生在其他地区。例

如，马来西亚不生产棉花，但从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进口原棉，然后在其纺织工厂内加工棉质

服装，并出口到欧洲市场。因此，棉花最终产品的消费对全球水资源的影响只有通过考察其供应

链并追溯到初始产品才能得以实现。可见，揭示消费和水资源使用背后的联系，有助于确认促进

变革的新动因并为新的水资源治理战略奠定基础。最终消费者、零售商以及食品工业和贸易者这

些与高耗水产品相关联的群体，以往处于水资源治理的视线之外，如今将成为潜在的“改革参与

者”，其角色不仅是直接用水者，也是间接用水者。 

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期刊数据系统检索，自 2003 年虚拟水、虚拟水战略、水（资源）足迹引

进我国至今，我国已发表以虚拟水为关键词的文献 462 篇，以虚拟水战略为关键词的文献 260

篇，以水（资源）足迹为关键词的文献 194 篇，硕/博士论文 68 篇。本次收集了近 6 年来我国该

方面研究具有一定深度和代表性的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 58 篇。 



 

近年来，国外对虚拟水和水足迹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全球虚拟水与水足迹的研究成果先后

在《Science》、《Nature》等杂志发表，甚至开辟专栏进行讨论。本次我们遴选了其中 40 篇进行

研读分析，与国内研究动态分析共同形成本报告。 

报告围绕虚拟水、水足迹这两个近年来水资源与社会经济领域十分热门的“新”话题，阐述其

来源发展、国内外研究动态，探索凝练虚拟水、水足迹的国际研究前沿，试图为国内相关研究提

供一些创新线索与研究建议。 

1 虚拟水、水足迹的提出与发展概述 

1.1 虚拟水的提出与发展 

商品生产过程中所用到的水称为虚拟水。这些商品一旦在市场上流通，则产生了“虚拟水贸

易”或“虚拟水流”。虚拟水并非真实意义上的水，而是以“虚拟”的形式包含在产品中的“看不见”

的水。虚拟水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 John Anthony Allan 教授于 1993 年提出，认为虚拟水指在生产

商品和服务过程中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Allan 发现，如果一国减少或者不生产粮食等高耗水产

品，而是选择以进口的方式获得这些产品，则相当于同时进口了“虚拟水”。对于缺水国家来说，

通过进口虚拟水缓解当地水资源危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这一方式克服了真实水调配中

路途遥远、成本巨大、缺乏生态安全等缺点，相当于利用贸易的手段完成了水资源的二次调配。

2002 年，在荷兰代尔夫特召开的以虚拟水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极大的推动了虚拟水研究。

自此，虚拟水概念得以不断拓展，从最初只考虑农作物产品到目前考虑所有产品及服务，从只考

虑产品中的蓝水（地表水和地下水），到考虑蓝水、绿水（土壤水）以及灰水（污水）；虚拟水贸

易的量化方法得以不断进步，并伴随着数据精度的提高；而虚拟水贸易的研究也从单纯量化向机

理揭示，进而帮助制定水资源管理政策方向发展。为表彰提出“虚拟水”概念的英国学者约翰·安

东尼·艾伦，斯德哥尔摩水奖评选委员会宣布约 Allan 教授获得 2008 年斯德哥尔摩水奖，该委员

会认为：“‘虚拟水’概念对全球贸易政策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促使人们改进水政策和对水资源

的管理，提高了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率”。2012 年，《science》开辟专刊，讨论水足迹的问题。 

2003 年，虚拟水概念首次由程国栋院士首次引入我国，自此在我国掀起了近 10 年的研究热

潮，但从实践看，我国对虚拟水及虚拟水贸易的研究，绝大多数仍停留在量化和水资源管理政策

的理论研究阶段，而对虚拟水及虚拟水贸易的机理研究，相比国际同行，仍有一定的差距。关于

中国国家尺度的虚拟水与水足迹研究，大部分由国外学者完成；即便少数国人在国际上发表的关

于中国水足迹的研究成果，亦大部分是华人学者或中国学者在国外期间完成的。从虚拟水到水足



 

迹的研究，我国经历了一个从学者引入、争相模仿研究，到官方排斥、冷处理的发展过程与现状。 

1.2 水足迹的提出与发展 

在虚拟水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加拿大经济学家 Wiiliam Rees 提出的“生态足迹”概念理论，荷

兰特文特大学著名的水资源管理教授 Hoekstra 于 2002 年提出了“水足迹”的概念。“水足迹”是指

任何已知人口（一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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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的数量。 

“水足迹”从整个产品供应链中看待用水问题的视角，突破了从单一过程统计用水的传统，因

此自 2002 年提出以来便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从探讨明晰水足迹概念、内涵，到探索完

善水足迹量化方法，再到水足迹政策含义与可持续评价，从科研小组式的研究到建立全世界范围

的水足迹网络（Water Footprint Network）并制定水足迹研究的国际标准（《水足迹评价手册》），

水足迹研究得到了迅速、全面的推广。水足迹理论方法于 2003 年由龙爱华等率先引入，在国内

也迅速掀起了研究热潮，并不断深入，在初期甚至提出了比国际更超前的前沿领域。 

水足迹是一种衡量用水的指标，不仅包括消费者或者生产者的直接用水，也包括间接用水，

可以看作有别于作用有限的传统取水计量指标，而能衡量真实水资源占用的综合评价指标。一种

产品的水足迹指用于生产该产品的整个生产供应链中的用水量之和。它是一个体现消耗的水量、

水源类型以及污染量和污染类型的多层面的指标。水足迹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明确了水足迹发生的

时间和地点，蓝水足迹是指产品在其供应链中对蓝水（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消耗，消耗是指

流域内可利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损失。当水蒸发、回流到流域外、汇入大海或者纳入产品中时，

便产生了水的损失。绿水足迹是指对绿水（不会成为径流的雨水）资源的消耗。灰水足迹是与污

染有关的指标，定义为以自然本底浓度和现有的环境水质标准为基准，将一定的污染物负荷吸收

同化所需的淡水的体积。 

水足迹试图从产品生产的最源头开始并直到进入最终消费这一整个链条间的水消耗，因此为

理解消费者和生产者与淡水系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加合理和广阔的视角。它是水消耗和水污染

的体积衡量指标，而不是水消耗和水污染对当地环境影响程度的衡量指标。特定数量的水消耗和

水污染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取决于当地水系统的脆弱性及使用此水系统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数量。水

足迹核算为人类各种活动对水资源的占用提供了明确的时空信息。水足迹核算为讨论可持续和公

平用水提供了素材，也可为当地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评价奠定良好的基础。 



 

2 虚拟水研究国际动态 

本报告从研究方法发展与创新、虚拟水贸易定量评价及虚拟水贸易的机理研究三个方面阐述

虚拟水研究的国际动态。 

2.1 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进展 

虚拟水量化的研究方法主要可归为“自下而上”方法与“自上而下”方法两大类（表 2-1）。 

2.1.1  “自下而上”方法 

“自下而上”方法一般以可计算的最小单元（一件特定产品）为核算对象，以虚拟水含量（单

位产品产量或价格的耗水量）的计算作为核算基础。由于认识到粮食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消耗大量

水资源，虚拟水量化始于对粮食产品虚拟水含量和虚拟水贸易的核算。这也使得“作物生长模型”

（CROPWAT）核算法成为目前应用最多的一种“自下而上”方法。 

对“自下而上”方法的应用，已有研究多选择全球尺度，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作物

和气象数据，应用“作物生长模型”核算特定农作物产品的蒸散发量。进而可以结合产量计算虚拟

水含量，结合产品贸易量核算虚拟水贸易量。同时，作为作物产品供应链向“上游”的简单延伸，

一部分研究以畜禽产品为核算对象。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将空间化模型与“作物生长模型”相结合，使得地理信息系统（GIS）

在虚拟水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Liu 等（2007）开发的 GEPIC 模型（GIS 与 EPIC 模型相结合）

能够以较高精度（30arcmin）反映各种农作物的蓝色和绿色虚拟水含量在空间中的分布。计算虚

拟水含量另一个应用广泛的模型是 H08 全球水文模型。 

2.1.2  “自上而下”方法 

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利用部门间的财政货币或实物交易来考虑部门间直接与间接关系的经

济模型，由 Leontief 于 1936 年提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方法，投入产出分析能够衡量所有行

业部门之间的直接与间接虚拟水贸易，克服了应用“自下而上”方法而产生的“截断误差”

（truncation error），即在整体供应链中仅截取有限的部分进行计算，从而带来的计算误差。近年

来，投入产出方法在虚拟水贸易研究领域发展较快。目前绝大部分投入产出表以货币为单位，可

分为单区域和区域间投入产出两种模型。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以单一研究区为研究对象，因而不

能考虑进口方的生产耗水情况。为此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往往假设进口方的技术（以单位经济总

产出的生产耗水表征）与研究区相同。这种假设的意义是能够衡量本地的潜在耗水情况，即计算

的是如果本地不进口同类产品而是选择自己生产，则需要消耗多少本地水资源。 



 

我国的黄晓荣等（2005）较早的提出了单区域投入产出计算虚拟水的模型，并计算了 2002

年宁夏虚拟水贸易的输出量和虚拟水的消费利用状况。Dietzenbacher 和 Velázquez（2007）分析

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虚拟水贸易，发现每年 90%的水消费都源自农业部门，而超过 50%的农

业最终需求出口到西班牙的其它地区或国外，因而提议减少农业产品的虚拟水出口。Zhao 等

（2009）计算了中国 2002 年的虚拟水进出口情况，发现与“自下而上”方法相同的是中国是农业

虚拟水净进口国，但是如考虑所有部门，中国实际是虚拟水的净出口国。 

相对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应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核算虚拟水贸易的相关研究还较少。这

主要是因为：一般国家或地区官方发布的多为单区域投入产出表，因此其数据较容易获得，而区

域间投入产出表往往需要研究机构专门进行编写，工作量较大。Lenzen（2009）编制了澳大利亚

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并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种视角核算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其他州的

虚拟水贸易情况。Zhang 等（2011）应用 2002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北京市与中国其

他省区的虚拟水贸易情况，研究发现与北京相邻的河北虽然也极度缺水，但却大量出口虚拟水至

北京（占北京虚拟水进口量的 16%）。Zhang 等（2014）采用 2007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

了中国 30 个省间的虚拟水贸易，发现省间虚拟水贸易量较大，约为中国虚拟水出口的两倍。 

由于数据问题，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选择的研究区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国家之间或国家内

部的区域间。但近年来，以 GTAP，WIOD，以及 Eora 为代表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先后被不同研

究机构开发出来。可以预见，应用全球投入产出表核算国家间虚拟水贸易的研究将成为该领域的

前沿热点。 

此外，一些与投入产出分析密切相关的方法也应用在虚拟水的研究中。网络分析方法（NWA）

是投入产出法在生态领域的应用。Yang 等（2012）构建了全球 13 个区域的虚拟水贸易生态网络

分析模型。通过“控制分析”研究者量化了区域间对虚拟水贸易的相互的依赖程度，通过“效用分

析”分析了区域间通过虚拟水贸易的相互作用关系。Berrittella 等（2007）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

型（CGE 模型）对全球虚拟水贸易进行了研究。该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理论，以市场供需平衡为

前提假设，将水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优点是可以考虑各类价格因素（例如税收）对于虚拟水贸

易的影响，但由于该模型假设较多，核算复杂，较难推广。 

表2-1 虚拟水研究方法分类及特点 

方法 模型 研究区 研究对象 代表文献 

自 

下 

作物生长需水

模型核算法 
Cropwat 全球 

农作物(蓝

水绿水)、

Hoekstra & Hung (2005)[6]; 

Yang et al. (2006)[19] 



 

而 

上 

GEPIC 模型 畜禽 Liu et al.(2009)[20] 

高分辨率空间

化模型 

Mekonnen & Hoekstra (2010 )[21] 

Hoekstra & Mekonnen (2012)[22] 

自 

上 

而 

下 

投入产出方法 

单区域投入产

出(SRIO) 

国家、省、市、

流域 
所有产品 

Guan & Hubecek(2007)[23]; 

Zhao et al. (2009)[10]; 

多区域投入产

出(MRIO) 

全球，国家内

部区域间 
所有产品 Lenzen (2009)[11] 

网络分析方法

(NWA) 
全球 

农作物、畜

禽 
Yang et al. (2012)[18] 

可计算一般均

衡模型法 
CGE 模型 全球  Berrilletta et al.[24] 

2.1.3 两种方法的比较 

两种方法相比，“自下而上”方法更适于研究具体农作物产品的虚拟水贸易。这是由于农作物

产品属于“初级产品”，位于供应链的起点，计算农作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只需要核算作物生长期

间的直接耗水即可，无需计算整个供应链而产生的间接耗水。而工业产品由于供应链复杂，其原

材料中包含的间接虚拟水可能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应用“自下而上”方法很难准确核算其作为最终

消费品的虚拟水贸易量。由于“自上而下”方法能够考虑不同地区所有社会经济部门间的贸易联

系，从而可以核算间接虚拟水贸易量，而不产生“截断误差”，因此更适合研究区域及区域间所有

经济部门的虚拟水贸易，两种方法的简要比较见表 2-1 所示。 

虽然“自上而下”方法具备以上优点，但其缺点也较为明显。主要在于“自上而下”方法由于考

虑社会整体经济活动，不可避免的要降低计算精度，即减少部门分类。例如我国发布的投入产出

表只有两种部门分类：135 个部门和 42 个部门，在 42 部门分类中，农林牧渔等各行业统一合并

成“农业”这个单一部门。这使得投入产出表很难反应特定农产品的虚拟水情况。此外，当前应用

投入产出表方法一般采用的是价值型水资源投入产出表，而源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模型缺少农

作物自然过程中重要的水消耗（如降水及土壤水），导致该方法测算结果往往偏小。实际上，从

科学原理上看，虚拟水的测算方法与国际上流行的产业生态学中生命周期评估（Life Cycle 

Assessment，简称 LCA）方法本质一致；LCA 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为虚拟水产品虚拟水含

量核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特别是近年来混合 LCA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解决动物产品、工业

产品的虚拟水测算提供了新的思路。 

由此可见，两种方法的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及研究范围，而将两种方法有效结合起来对地区虚

拟水贸易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应成为未来虚拟水研究的发展方向。 



 

2.2 虚拟水贸易的定量评价研究进展 

2.2.1 全球虚拟水贸易图 

全球虚拟水贸易图展示了各国的虚拟水进出口量，以及国家间的虚拟水贸易流量和流向等现

状，是虚拟水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虚拟水贸易的空间化展示，可以了解全球水资源通过贸

易重新分配的情况，这对揭示产品贸易对水资源影响的机制起到了数据支持的作用，如图 2-1 所

示。 

 

图2-1 应用GEPIC模型计算的全球人均作物虚拟水净进口（Liu and Yang, 2010） 

虚拟水流向方面，多数研究发现北美和南美是虚拟水的主要输出方，欧洲、中美洲、中东以

及西亚是虚拟水的主要输入方。虚拟水的出口可以表示本国水资源被其它国家占用的情况。

Hoekstra 和 Mekonnen（2012）的分析发现，美国、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以及土耳其等国家蓝色虚拟水出口占全球总量近一半，但以上这些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水

资源压力。因此提出：选择消耗有限的国内蓝水资源用于出口产品是否是有效率或者是可持续

的？ 

虽然全球虚拟水贸易图展示了虚拟水贸易对全球水资源的再分配作用，但这一研究也存在一

定局限，主要表现在：各项研究计算的虚拟水贸易量值差异巨大。这是由于虚拟水含量，研究对

象、时间的选择，以及数据和模型的不同。例如 Liu 等（2007）应用 GEPIC 模型估计的 2000 年

全球小麦虚拟水贸易为 159km3，而 Hoekstra 和 Hung（2005）应用 CROPWAT 模型计算的结果

为 200km3。这种差异也反映出全球尺度的虚拟水贸易核算所能提供的精度还较为有限。因此，



 

通过以上核算为基础的全球虚拟水贸易图，很难为各个国家或地区解决水与粮食危机提供相关的

决策支持（Yang 和 Zehnder，2007)。 

2.2.2 虚拟水贸易与水资源节约 

虚拟水贸易定量化研究的另一方面是计算通过虚拟水贸易而节约的水量。由于各国各地区的

生产的技术、气候等条件的不同，其虚拟水含量也存在差异。普遍认为，一件产品从虚拟水含量

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出口至虚拟水含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水资源得到了节约。原因是：虚拟水含

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一旦自己生产这件产品则会消耗更多的水资源。根据这一思路，在全球尺度，

Chapagain 等（2006）发现，全球农产品虚拟水贸易平均每年节约水量为 3520 亿 m3，约为全球

农产品用水量的 6%。其它类似的研究也证明，在全球尺度，主要的虚拟水出口国比虚拟水进口

国具有更低的虚拟水含量。Konar 等（2013）考虑了气候变化对虚拟水贸易的影响，其研究结论

认为未来气候变化将增加虚拟水的节约。这主要是因为更多的小麦会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出口至

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对于国家内部区域间的虚拟水贸易和水资源节约，Dalin 等（2014）应

用一般均衡福利模型结合线性规划研究了中国各省间及其与国外的虚拟水贸易，发现中国从国外

进口大豆节约了大量本国水资源，而省间虚拟水贸易节约了绿水资源，但更加消耗蓝水资源。 

虽然从全球尺度看，虚拟水贸易使得水资源得到了节约，但这仅是从虚拟水含量这个单一指

标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一结论对实际水资源管理的作用还较为有限。例如，水资源丰

富但虚拟水含量较高的国家从水资源短缺但虚拟水含量较低的国家进口虚拟水，虽然从全球尺度

上看水资源得到节约，但其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水资源丰富国家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而水

资源短缺的国家则越来越缺水。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虚拟水含量较低，可能跟大量使用农药和

化肥而增加产量有关系。已有研究表明，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是许多虚拟水出口国共同面临的主

要环境问题。 

2.2.3 地区虚拟水贸易的量化研究 

如果全球虚拟水贸易是为了展示全球贸易对水资源的影响，地区虚拟水贸易的量化研究则注

重于研究虚拟水贸易对本地资源和经济产生的影响。其研究区多为水资源较为紧缺的地区（中东，

地中海）、国家（西班牙，澳大利亚，印度）和流域（尼罗河流域，海河流域）。很多研究显示，

某些地区虽然干旱缺水，却是虚拟水的出口方。 

中国是虚拟水研究最主要的区域之一。自 2003 年由程国栋院士率先引入虚拟水概念以来，

虚拟水量化研究一直成为中国虚拟水研究的重点，虚拟水贸易研究多停留在理论阐述方面。部分



 

研究则以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为视角，指出中国存在实体水的“南水北调”、但虚拟水的“北水南

调”这一矛盾。Ma 等（2006）的计算表明，南方每年从北方进口食物虚拟水达 520 亿 m3，这一

数字已超过南水北调的最大调水量。Guan 和 Hubacek（2007）采用了扩展的单区域投入产出模

型对中国北方地区（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以及京津）和南方地区（广东）的虚拟水贸易分别

进行了核算，其中还考虑了污染物的虚拟水贸易，结果显示北方地区虽然缺水却是虚拟水的净出

口区域，而南方地区水量丰富却是虚拟水净进口区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吴普特教授研究组，自

2010 年起从粮食生产区域分布与消费区分布角度，分析中国粮食生产水足迹与虚拟水流动，已

出版发布 3 个年度报告。 

2.2.4 虚拟水贸易的时间序列分析 

目前大部分关于虚拟水贸易的研究集中于某一年或者多年平均，而关于时间序列的分析较

少。但这些有限的研究显示，国家和地区的虚拟水贸易呈现增加趋势。Oki and Kanae(2004) 最

早进行了虚拟水贸易的时间序列研究，其研究结果指出 1961-2000 年间全球主要农作物和肉类的

虚拟水贸易增长了至少 40%。Liu 等（2007）通过对中国 1961-2004 年农作物虚拟水贸易计算发

现，农作物虚拟水净进口呈现上升趋势，并在近年快速增长，2004 年中国农作物虚拟水净进口

达到 78.1km3，占当年农作物生产用水量的 11%。随着数据的更新，近期虚拟水贸易时间序列研

究逐渐增多。Dalin 等（2012）的研究表明，全球虚拟水贸易量从 1986 年至 2007 年增长了约一

倍。 

但某些对虚拟水时间序列的研究存在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虚拟水含量不随时间变化，这就意

味着虚拟水含量可以被看作一个不变的常量，则研究虚拟水贸易就与单纯研究粮食贸易没有区别

了。因此，考虑虚拟水含量随时间的变化，及其驱动因子（气候变化，用水效率，单产等），将

使得虚拟水的时间序列分析更有意义。 

2.3 虚拟水贸易的机理揭示 

2.3.1 比较优势原理与虚拟水贸易 

在机理揭示方面，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概念常常被看作虚

拟水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认为，对于某种限制性资源，一国只要将其用在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品上，就会从贸易中获益。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水资源方面，Wichelns（2004）认为特别缺水的

国家可以通过进口高耗水产品同时将有限的水资源用于高附加价值的活动当中来获利。比较优势

原理需要考虑水资源的机会成本，也就是只有在水资源成为限制因子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而很



 

多地区水资源往往不是贸易最主要的限制因子或者决定因素。 

2.3.2 虚拟水贸易的驱动因素分析 

另一个涉及虚拟水贸易机理的问题是：虚拟水贸易由哪些决定因素驱动？很多研究指出，在

全球尺度虚拟水贸易与地区水资源禀赋并无相关关系：很多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是虚拟水进口

国，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则经常是虚拟水的出口国。但 Yang 等（2003）的研究发现，在一定水资

源阈值之下，人均水资源量与和谷类虚拟水净进口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对谷物进口的需求以及

伴随的虚拟水进口量随着水资源的减少呈指数增长。而 Verma 等（2009）则提出农作物虚拟贸

易量与人均土地面积有一定的相关关系。Tamea 等（2014）通过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人口、GDP、

耕地、农产品中的虚拟水量、饮食需求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与 25 年（1986-2010）的全球虚拟水

贸易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人口、GDP 以及地理距离是虚拟水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

由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持续关注，考虑气候变化对虚拟水贸易的影响成为虚拟水机理研究方

面的热点问题。 

2.3.3 虚拟水贸易中影响地区水资源安全的不利因素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虚拟水贸易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水资源的公平分配。同时有观点认

为，由于“土地掠夺”（Land Grabbing）而产生的虚拟水贸易是一种“水资源掠夺”（Water grabbing）。

土地掠夺是指在未征得之前土地使用者的同意以及不考虑社会环境影响，在违背人权的情况下所

获得的土地。Rulli 等（2013）的研究认为，在全球，尤其是非洲和亚洲地区存在广泛的土地掠

夺现象，而全球 90%的被掠夺土地中存在水资源被大量掠夺的问题。另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认

为，持续进口虚拟水增加了进口方对外部输水的依赖程度，长远看增加了其水资源及粮食安全风

险。因此，虚拟水能否在粮食生产及水资源安全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待继续探索。 

3 水足迹研究国际动态 

虚拟水概念和生态足迹理论方法的提出，为水足迹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基础。虚拟水概念首次

揭示了产品形成过程所“蕴含”的全部用水量，是产品水足迹的主要组成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生态

足迹采用统一的量纲（生物性生产土地）和账户方式记录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占用，为水足迹

采用账户方式统计全过程（供应链式）的用水总量提供了强大的借鉴。因此，尽管水足迹研究在

近十多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相比虚拟水更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和核算方法体系，使得部

分水足迹研究人员试图撇清水足迹与虚拟水的联系，但实际上，水足迹的发展完善与虚拟水的延



 

伸进步几乎随影同行。可以说，虚拟水核算的推进发展其实就是水足迹核算的动态完善，而水足

迹发展壮大其实也促进了虚拟水研究的深入推进，图 3-1 以两个国家为例较好地展示了虚拟水与

水足迹的关系。本报告将从水足迹理论框架体系完善、定量核算、可持续评价与政策作用三方面

阐述水足迹研究的国内外动态。 

 

图3-1 两个贸易国的国家消费的水足迹和国家内部水足迹及与虚拟水关系 

3.1 水足迹理论框架体系完善 

3.1.1 水足迹理论框架体系完善动态 

与虚拟水及虚拟水贸易研究的理论基本一致，水足迹研究的理论基础有资源流动、资源替代、

区域联合与区际协调、比较优势、生态安全等理论。2002 年 Hoekstra 首次提出的水足迹概念，

基本借鉴了生态足迹概念，后在研究过程中，水足迹概念内涵逐步拓展，研究目标、范围、时空

尺度、持续评价等内容框架相继丰富完善。如研究目标，从初期的产品水足迹、消费者水足迹、

生产者水足迹、消费群体水足迹、地理区域内水足迹，扩展了过程水足迹、企业水足迹、企业部

门水足迹和人类水足迹；在水足迹核算范围方面，从最初直接水足迹、间接水足迹拓展到蓝水足

迹、绿水足迹，后又加入了灰水足迹的类别（如图 3-2 所示）；在时空尺度方面，从最初的全球、

国家或区域（包括特定流域）层面深入扩展到小流域或田间甚至单产品的全过程核算，从单一年

度评价扩展到多年系列的比较研究（见表 3-2 所示）；在水足迹持续性评级方面，从最初的统计

法分析水足迹与相关社会、自然因素相互关系，延伸至水足迹变化的机理分析。总的来看，除水

足迹持续性评价方法尚有较大完善空间外，水足迹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已基本完善。 



 

 

图3-2 水足迹组成构成示意图 

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水足迹评价可以帮助了解人类活动和产品对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造成的影

响，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以确保人类活动和产品对淡水的可持续利用。作为一种工具，水足

迹评价主要是提供一种视角，它并不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但可帮助人们理解能够做什么。一个

完整的水足迹评价包括如图的四个阶段（图 3-3）。 

表3-1 水足迹研究的时空尺度 

级别 空间尺度 时间尺度 所需用水数据来源 核算的典型应用 

A 级 全球平均 年 

可获得的有关产品或过程

的典型耗水和污染的文献

与数据库 

提高认识；粗略确定总水足迹的重

要部分；全球水消耗的预测 

B 级 
国家、区域

或特定流域 
年或月 

同上，但采用国家、区域或

特定流域的数据 

空间扩展和变化的粗略确定；为热

点确定和水分配决定提供基础知

识 

C 级 
小流域或 

田间 
月或日 

经验数据或（若无法直接测

量）基于当地的年度水消耗

和污染最佳估计 

为进行水足迹可持续评价提供基

础知识；构建减少水足迹和相关地

方影响的战略 

 

 

 



 

 

图3-3 水足迹研究的4个阶段划分 

水足迹核算阶段主要进行数据收集和计算。计算的范围和尺度依赖于研究目的。核算阶段之

后是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角度进行水足迹可持续评价。最后阶段是制订响应方案、战略或政策。

研究中不需要包括所有的步骤，在第一阶段确立了研究目标和范围后，可以重点进行水足迹的核

算，也可在可持续评价阶段终止以后再进行响应方案的讨论。而当前，绝大部分研究尚停留在阶

段 2，即水足迹核算。水足迹可持续评价尚在探索中，而制定水足迹响应方案研究尚无成熟案例，

停留在理论阶段。 

3.1.2 水足迹研究的范围拓展动态 

人类几乎所有的活动都需要陆地的淡水，水足迹反映人类使用的淡水量。虽然水资源是循环

的，陆地的淡水资源可以不断更新补充，但是可利用的淡水资源是有限的。利用淡水资源的另一

种方式，是直接利用离不开水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由此水足迹是可以流动的。因此，水足迹理论

方法，可用于评价区域的水资源自承载能力以及对外依存度，也可较为全面地描述水资源安全状

况。蓝水、绿水概念早在 1993 年由瑞典水文学家 Falkenmark 提出后，在水资源领域应用发展并

不是特别顺利，但水足迹概念提出后，蓝水绿水概念以及由该概念衍生命名的蓝水足迹、绿水足

迹得到了迅速推广，蓝水、绿水足迹与流域水循环的关系也逐渐明晰，如图 3-4 所示。 

 

图3-4 蓝水、绿水足迹与流域水循环的构成关系 



 

蓝水足迹指人类消耗的径流，也就是被人类利用而不再回到原流域的径流。绿水足迹指人类

利用、主要用于作物和森林生长的蒸散发。同时，径流作为淡水源和污水的排放处，和径流的可

利用量一样，其纳污容量也都是有限的，蓝水足迹描述了已经被有效利用的径流量，表示“占用

的供水能力”，灰水足迹表示“占用的纳污能力”，其定义为吸收污水所需的水量，即确定一定范

围内稀释污染物所需的水量，以使环境水质满足允许的水质标准。以占有的水量来衡量水污染的

优势在于不同类型的污染物有了同一个起点，即稀释污染物所需水量。灰水足迹于 2008 年由

Hoekstra 和 Chapagain 首次提出，Zarate 在 2010 年组建了水足迹网络下的灰水足迹工作小组，进

一步完善了灰水足迹的概念，提出了如计算时考虑取水的水质，面源污染的灰水足迹评价采用多

层次的方法以满足不同详细程度的要求等，Dabroski 等（2009）、Ercin 等（2009）、Gerbens-Leenes 

和 Hoekstra（2009）、Van Oel 等（2009）、Aldaya 和 Hoekstra（2010）、Bulsink 等（2010）、Chapagain

和 Hoekstra（2010）、Mekonnen 和 Hoekstra（2010）。 

同绿水资源相比，蓝水资源更为短缺，且机会成本较高。因此，人们通常只关注蓝水足迹。

但我们同样应该关注绿水足迹，因为绿水资源也非常有限和缺乏。同时，蓝水和绿水在农业中可

以相互替代，计算这两者才能全面地了解整个水资源的消耗状况。之所以考虑绿水，是由于传统

的工程往往只关注蓝水，对绿水这一重要生产因素的评价过低。灰水足迹的提出，实现了从水量

的角度评价水污染，从而可以与水资源消费的量进行比较。 

3.2 水足迹定量核算研究进展 

3.2.1 水足迹核算类型的研究进展 

根据研究目的及所需要的详细程度，首先需要确定水足迹核算的类型。如果仅仅是为了提高

对水足迹的认识，评价国家或全球水平的产品平均水足迹就可以满足要求，如果是为了确定水足

迹热点地区，则需要在研究区内搜集详尽的资料，随后进行详细的计算和评价，从而能够明确水

足迹对当地环境、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是为了规划和建立减少水足迹量

的政策和目标，就需要更为详尽的时间和空间资料。水足迹核算类型，已从最初的产品水足迹、

消费群体水足迹（国家水足迹）、人类水足迹（全球水足迹）核算，逐步深入到过程水足迹、流

域水足迹、企业水足迹等。迄今，水足迹核算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1）过程水足迹；2）产品水

足迹；3）消费者水足迹；4）消费群体水足迹，包括：一个国家的消费者水足迹，市、省或其他

行政单元的消费者水足迹，一个流域的消费者水足迹；5）地理区域内的水足迹，包括：国家内

的水足迹，市、省或其他行政单元内的水足迹，流域内的水足迹；6）企业水足迹；7）企业部门



 

的水足迹；8）人类整体的水足迹。这些类型构成了迄今为止水足迹研究最为完整的核算类型，

而这其中单一“过程”的水足迹是所有水足迹核算的基础，图 3-5展示了这些核算类型的构成关系。 

 

图3-5 各类型水足迹核算的构成关系 

3.2.2 水足迹与虚拟水的关系及水足迹核算方法进展 

虚拟水是指在生产商品和服务过程中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虚拟水概念提出的最大特点或意

义就是告诉我们，看一个产品的用水量，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将所有“蕴含”在产品生产全过程所

消耗的所有水资源“揭示”出来，从而真实量化产品或活动对水资源系统的影响。在绝大多数人的

生活中，实体水的使用相比产品中“蕴含”的虚拟水，比重非常低，因而虚拟水是水足迹构成中的

绝对主体。 

正如前述，水足迹的提出是基于虚拟水的概念，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储存在河流、湖泊、

湿地以及浅层地下水层中的水资源（简称蓝水），储存在非饱和土壤层中并通过植被蒸散消耗掉

的水资源（简称“绿水”），以及生产时污染的水（简称灰水）。因此，水足迹通过整合人类活动所

消费产品或服务的整个生产链条中对水资源的使用和污染，定量核算产品或服务的潜在水资源占

用状况，直观呈现人类消费和全球水资源占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由此，可以看出，在尚未大规模深入考虑“灰水”足迹前，水足迹核算的主体仍是虚拟水核算，

甚至可以说虚拟水核算是水足迹核算的基础。因此，虚拟水定量评价的国际动态进展，实质也是

水足迹核算的国际动态进展。在我国国内，虚拟水研究的代表性动态有：石敏俊、张卓颖等完成

了 2002 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并应用该模型进行了区际经济联系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的分



 

析测算，如 2002 年北京市的水足迹、中国各省区的碳足迹。徐长春等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并

考虑土地利用对蓝水的影响，同时引入水资源压力指数，比较研究了我国黄河、海河、淮河和长

江流域小麦生产的水足迹，认为水足迹能否成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驱动指标，关键在于其能否

体现水资源利用对环境的潜在影响，直接将蓝水、绿水、灰水相加得到的单一数值虚拟水及水足

迹计算方法，并不能直观地体现其相应的环境影响。赵旭等应用投入产出方法，分析计算了中国

水足迹和虚拟水贸易；吴普特等估算了中国粮食生产水足迹与区域间虚拟水流动，提出了一些建

设性意见。 

3.2.3 水足迹核算成果动态 

水足迹核算是近年来国际水足迹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定产品或区域的水足迹是水足迹概

念提出以来的重点和热点，过去 10 年来，国际上着重对全球农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畜产品及其

衍生产品、林产品以及生物能源的水足迹进行了核算。Mekonnen 与 Hoekstra 等分别核算了

1996~2005 年全球主要粮食及其衍生产品的水足迹、1996~2005 年全球畜产品的水足迹，

Gerbens-Leenes 等核算了产量占全球 80%的作物的生物能源的水足迹，包括生物热能、生物电能、

生物乙醇以及生物柴油。此外，也有学者计算了单个农产品如棉花、小麦、大米的水足迹规模及

其构成。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各类产品中蓝水足迹与绿水足迹大致占水足迹总额的 80%以上；

单位质量的农产品水足迹普遍低于动物产品，农产品中水足迹最小的是糖料作物（197L/kg），最

大的是坚果类作物（9063L/kg）；而动物产品中水足迹最小的是牛奶（1020L/kg），最大的则是牛

肉（15415L/kg）。 



 

 

图3-6 1996~2005年全球年均水足迹类型构成及空间分布 

区域水足迹评价是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有效途径。国际上较多开展全球及国家尺度的水足迹核

算，也有少量学者完成了国家尺度以下的区域和流域水足迹核算。Hoekstra 和 Hung 最早定量核

算了全球水足迹，并对 1995~1999 各国虚拟水贸易平衡进行分析，该项工作在 2007 和 2008 年由

Hoekstra 和 Chapagain 进行了完善，而后 Hoekstra 和 Mekonnen 在考虑国家内部空间异质性的基

础上完成了基于空间分辨率 5’×5’的经纬网的全球水足迹计算，进一步提高了全球水足迹核算的

研究精度。研究结果表明，1996~2005 年全球年均水足迹为 9087×109m3/a（蓝水足迹 11%，绿水

足迹 74%，灰水足迹 15%），其中农产品水足迹占绝大多数（92%），工业产品和生活用水则分别

占 4.4%和 3.6%；中国、印度和美国是全球水足迹最大的 3 个国家，分别为 1207×109、1182×109、

1053×109/a，占全球水足迹总量的 38%；中国和美国的工业水足迹分别占全球工业水足迹的 22%

和 18%；全球灰水足迹 26%来自中国，详见图 3-6、图 3-7 所示。 



 

 

图3-7 1996~2005年全球年均水足迹部门构成及空间分布 

因此，区际贸易流通，特别是农产品贸易引起的水资源流动量不容忽视，且我国水足迹总量

巨大、产品生产过程水污染严重，面临极大的水资源危机，未来中国要在解决水污染问题的同时，

注重通过贸易手段缓解水资源压力。在国内，水足迹模型于 2003 年引入后，涌现出了较多的区

域水足迹核算及其空间分异与时间动态研究，研究区以国家、省市为主，研究者大都在国外学者

已有的产品水足迹核算结果基础上，采用相对简化的方法计算区域水足迹，其中龙爱华等对北四

省（区）2000 年水足迹总量及内部分异的研究、王新华等对中国 2000 年水足迹核算、孙才志等

对 1997~2007 年中各地区水足迹核算等研究较有代表性。近年来基于流域的水足迹核算与分析也

逐渐出现，傅春等核算了环鄱阳湖区 1989~2008 年的水足迹，表明虽然水足迹仍处于盈余状态，

但水足迹的快速增长使得环鄱阳湖区面临较大的水资源危机；潘文等完成了福建省九龙江流域的

水足迹核算。而自 2009 年起，特定地区的产品水足迹核算成为国内学者的关注热点之一，晓军



 

等基于水足迹理论方法和棉花生产水资源消费特征，核算了 2005 年南疆地区棉花消费水足迹；

盖力强等计算了 2007 年华北平原地区（河北、北京、天津）小麦、玉米的虚拟水含量及其生长

生产水足迹，并就绿水的重要性和灰水对环境的不利响进行了分析；秦丽杰等结合水足迹核算理

论方法和持续性大田试验研究，核算了吉林省西部玉米生产水足迹，研究表明米水足迹以绿水足

迹为主（占 80%以上），灰水足迹介于 10%~20%之间，而蓝水足迹不足 1%。总体来看，我国区

域水迹评价研究显著多于产品和过程水足迹评价，虽然成果较多，但多数研究对核算方法不同程

度的简化，使得不同区域评价结间的可比性不强；产品和过程水足迹核算是区域水足迹核算的基

础和前提，且其规模和结构受地方生产条件影响显著，不同域同种产品的虚拟水含量差别较大，

而我国产品和过程的水足迹核算起步较晚，且鲜见实证研究对核算结果的引用和实践，因此亟需

开展典型区域的产品和过程水足迹的系统核算，提高核算的科学性和准确度，从而为水足迹综合

研究在我国的进一步展打下坚实基础。 

总的来看，Hoekstra 等完成了多种农产品、食品、日常用品和生物能源的水足迹核算，同时

大量关于不同地理区域的水足迹核算也已完成；2011 年 Hoekstra 等人出版的水足迹评价手册，

作为水足迹评价的国际标准，规范了水足迹中蓝水、绿水和灰水足迹的核算方法及步骤，极大地

推动了全球水足迹核算研究。然而，鲜见国内学者参照该国际标准完成我国不同空间尺度水文、

行政单元的水足迹评价，未来应进一步规范核算的账户设置及具体参数设定，以提高不同区域水

足迹核算结果的可比性，方便对不同研究成果的整合，从而为水足迹评价等后续工作打好基础。

此外，囿于资料和数据，国内现有的区域水足迹核算往往只考虑了主要产品(如农产品)的蓝水足

迹和绿水足迹，对灰水足迹核算几乎是空白。 

3.3 水足迹可持续评价及其政策响应方案研究进展 

3.3.1 水足迹可持续性评价理论框架进展 

水足迹类比生态足迹概念发展而来。生态足迹是衡量生物生产的空间占用量（公顷）的指标，

水足迹则是衡量淡水资源占用量的指标。在研究生态足迹时，研究者需要比较生态足迹与可利用

的生物生产空间；同样为了理解水足迹大小的含义，我们需要将水足迹与可利用淡水资源量进行

比较。以前的统计主要侧重于取水量，没有认识到水资源消耗才是影响流域水资源系统的主要因

素。最初水足迹核算仅包括淡水资源的占用量，区域蓝绿水足迹应与当地可利用蓝绿水资源量比

较，灰水足迹应与流域水体纳污能力的比较。水足迹可持续评价就是以上二者之间的比较。

Hoekstra 于 2008 年最早明确提出水足迹核算之后需要进行可持续评价，当时称之为“影响评价”。



 

Van Oel 等（2008）、Kampman 等（2008）以及 Chapagain 和 Orr（2008）最早比较了水足迹与当

地的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从而首次确定了水资源匮乏的热点地区。然而，目前两者相关研究不

多。 

近 7 年的研究发现，水足迹可持续评价涵盖多方面的问题，涉及的问题中有许多比较复杂，

水足迹可持续评价有不同的维度（环境、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不同水平的影响（初级影响、次

生影响）包含了不同的“色彩”（蓝水、绿水和灰水）。评价区域水足迹的可持续性首先要确定可

持续性标准并进行量化，通常是根据实际水资源可用量和水环境条件确定阈值范围；其次确定水

资源匮乏、水污染等水足迹不可持续的热点区域，以及该区域水足迹不可持续的时间范围；最后

根据水资源短缺程度和水污染严重程度，明确水足迹可持续性问题的严重等级，进而根据具体需

要分析热点区域产生的初级影响和次生影响，其中初级影响主要考虑径流、水位、水质因子，将

水足迹对水环境的影响可视化，而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相关部门经济产值等次生影响量化方

法目前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利用初级影响评估结果科学估算水足迹的次生影响也是下一

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水足迹可持续评价步骤如图 3-8 所示。 

 

图3-8 区域（流域）水足迹可持续性评价步骤框架 

3.3.2 区域水足迹可持续性评价实践进展 

理论上，每种类型的水足迹均可开展持续性评价，从而根据评价提出一些改善措施和响应方

案。根据国际水足迹网络小组 2012 年出版的《水足迹评价手册》，目前制定的水足迹评价类型主

要包括：流域水足迹、过程水足迹、生产水足迹、消费者水足迹和企业水足迹。但迄今，关于水

足迹可持续评价的研究实例尚不多见。仅有的几个也多以区域为对象，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应用。

例如，早在 2004 年，Hoekstra 和 Chapagain 等在初略核算世界近百个国家水足迹的基础上，就

对水足迹与国民总收入、主要农作物产量、农业平均生产率等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了外部水

资源依赖度与国内水资源稀缺的关系；在 2007 年、2008 年，他们又先后深入了这些研究，提出

了全球水足迹核算成果，并进一步进行了一些分析。 

区域（流域）水足迹可持续性评价涵盖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可持续性，即应当保障区域



 

不同利益人群正常生活的水资源使用（社会公平），通过经济有效的方式分配和利用水资源（经

济高效），并将水质污染维持在流域水质标准阈限内（环境容限）。从国际文献和动态报道看，关

于区域水足迹的可持续性评价成果并不多见。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已通过构建水足迹效益指数、

水资源可持续性指数等，初步开展了区域水足迹可持续性定量评价，例如，耿涌等从水环境保护

视角，提出了基于水足迹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型，量化流域生态补偿额度标准，为流域水资源的科

学管理提供定量依据；孙才志等基于 1997~2007 年中国各地区水足迹核算结果，采用基尼系数、

锡尔指数分析中国水足迹强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中东西三大地带空间

发展呈先极化后趋同的态势，且灰水足迹强度地域差异最为显著。 

3.3.3 水足迹政策响应方案研究进展 

有争论说，消费者应当对其消费行为负责，也应为其间接使用的资源负责，因为资源使用与

消费模式密切相关。如果这样理解，消费者应当对他们的水足迹负责，并采取措施以确保其水足

迹的可持续性，如果消费者如此行动，将推动生产者提供可持续的产品。另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

生产者应当负责提供可持续的产品，这意味着生产者应该采取措施以确保水足迹的可持续性。当

然，投资者应该在做投资决策时将水的可持续性纳入考虑范围。最后，水是公共资源，政府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提出适当的政策和地方奖励来确保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可见，消费者、生产

者、投资者以及政府在减少水影响方面，都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身体力行，以有效的行动或方案

减少水足迹，特别是降低水足迹的影响。这就是水足迹政策响应方案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自水足迹概念提出，就在虚拟水贸易甚至虚拟水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

了。最显著的，就是对可利用水资源缺乏的地方，应通过进口产品来满足其水资源需求，大幅度

提高水资源生产率，充分利用好绿水资源，改善消费模式践行“低”水消费，等等。减少水足迹可

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技术替代或技术革新，二是避免使用或尽量少使用，其中第二条更

为重要，因为“避免”常常需要对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进行再“思考”，而“提高生产”允许我们向以

往一样生产，仅仅是更加生态高效。 

目前，水资源丰富地区的雨养农业（大量的绿水足迹）水分生产率往往较低，提高这些地区

雨养农业的水分生产率就是增加全球水分生产力，可减少缺水地区对高耗水产品的生产，帮助解

决缺水地区蓝水资源的压力。作为消费者，可选择改变消费结构，使用需要较少水足迹的产品替

代需要较多水足迹的特定产品，例如少吃肉食、喝清水（替代咖啡）。当然，由于很多消费者不

能轻易做到改变消费结构，但政府应有全局观，开展国际或国内大区域合作，可制定各种政策来

改变（调控或限制）生产导向，让缺水地区的企业或个体生产者尽量少生产水足迹大的产品。政



 

府制定减少水足迹战略的关键包括：提升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水的认识，提高经济社会各部门的节

水技术，重构水价机制使最终产品的成本包括水投入的全部成本，提高产品在整个供应链上的透

明度，对不可持续的供水进行经济重组。 

由于水足迹政策响应方案研究建立在水足迹核算和可持续评价基础上，属于水足迹研究的高

级阶段，因此迄今为止，尚没有专门的水足迹政策响应方案研究案例，绝大多数是在具体的水足

迹核算和评价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对有关区域政策进行较为简要的探讨。 

4 虚拟水与水足迹研究国际前沿 

4.1 虚拟水研究的国际前沿 

4.1.1 虚拟水核算方法前沿 

如前述，虚拟水量化研究方法包括“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两大类。“自下而上”方法主要用

于计算单产品虚拟水，相对微观；“自上而下”主要用于区域尺度的核算，相对宏观。在计算农作

物产品虚拟水方面，已有各类水文、生态、作物模型及观测实验，已可较好地解决；但动物产品、

工业品虚拟水含量的量化，尤其是依赖农作物的动物产品虚拟水含量量化，一直是虚拟水研究的

难点，今后也将是研究的前沿。 

实际上，从科学原理上看，虚拟水的测算方法与国际上流行的产业生态学中生命周期评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简称 LCA）方法本质一致；LCA 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为虚拟水产

品虚拟水含量核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特别是近年来混合 LCA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解决动物

产品、工业产品的虚拟水测算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推动和发展混合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在虚拟

水评价中的应用，是今后虚拟水量化研究的前沿。 

在“自上而下”的虚拟水研究中，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在研究区域间虚拟水流动问题具有特别的

优势，但由于数据问题，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选择的研究区目前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国家之间

或国家内部的区域间。近年来，以 GTAP、WIOD 以及 Eora 为代表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先后被

不同研究机构开发出来。可以预见，应用全球投入产出表核算国家间虚拟水贸易的研究将成为该

领域的前沿热点。 

4.1.2 虚拟水流动机理揭示研究的前沿 

比较优势原理是从理论上解释当前一切贸易的主要理论基础，对虚拟水贸易也概不例外。但

从实际看，悖于该理论的事实大量存在，这表明决定虚拟水贸易的不仅是产品的水资源生产率，



 

虚拟水贸易还受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本报告第二部分所述。目前相关研究得出的部分结论，

均可能只从某一方面揭示了虚拟水贸易的主要驱动因子，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特殊性，但综合几

类因素进行检验分析，应该能更好地说明一些问题。例如，徐中民等对虚拟水战略的分析就认为，

在当前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生产什么产品，取决于生产该产品在市场上是否占

有绝对优势，判断一个地区生产的产品是否具有绝对优势，一是通过详细分析所生产产品，找寻

其在同类产品中独有的特征并进行相互比较；二是根据资本的走向来判断，如果一个地区生产的

产品有较多的外来企业参与生产，那就可以判断该产品的生产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

因此，如何进一步揭示影响虚拟水贸易的驱动因素或者流动机理，是今后应着重加强研究的前沿

领域。 

截止目前，大部分虚拟水研究均是针对特定年份的，而要揭示虚拟水及其贸易演变的内在机

理，开展序列年时间段研究非常必要。将序列年虚拟水或虚拟水贸易量化成果，与其他可能影响

虚拟水及其贸易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检测其变化规律、驱动因素、作用机理，对进一步给水资

源战略管理、政策制定，促进水资源的持续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今后

虚拟水研究应重点拓展的前沿领域。 

4.1.3 结合虚拟水的社会水循环研究前沿 

在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下，任何区域的社会经济系统均通过贸易与其他区域的社会经济

系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地水循环的影响因素已不再仅受本地因素的影响，而是拓展得更宽

更广。事实上，通过产品交换来满足和影响不同区域的水需求，已经成为很多区域水需求的基本

途径。例如，城市化地区人口对食物的巨大需求，就是通过农产品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这其中

隐含着城市地区对农村用水的“无形”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地区不断增加的工业与生活污水，

也日益向城市地理空间之外的区域蔓延。因此，在社会水循环的研究中，尽管很难穷尽所有对本

地水循环有影响的区域，但决不能忽略主要相关区域对本地水循环的影响。社会水循环定义为受

人类影响的水在社会经济系统及其相关区域的生命和新陈代谢过程。从水的视角，产品贸易的过

程和结果其实就是虚拟水贸易，因此虚拟水与社会水循环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社会水循环中大

量的水运移过程以“虚拟水”形式进行，虚拟水流动实质是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变的伴生过程，虚

拟水流动机理研究是撬动社会水循环研究的一个“支点”，是真正深入认知社会水循环驱动机制和

演变规律的切入点。社会经济发展对水循环的影响十分复杂，因此在今后的社会水循环研究中，

结合经济规律与虚拟水的关系，找寻虚拟水流动的演变规律及其衍生的社会水循环规律（包括水

量和水质），研究虚拟水与社会水循环的复杂耦合机制、探索其驱动机理，是虚拟水研究的前沿



 

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水足迹研究的前沿领域。 

4.2 水足迹研究的国际前沿 

水足迹概念提出 10 余年来，其基本原理、核算方法和实证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蓬勃发展，

帮助人们认识和澄清了一些地区水资源分配、管理的现状和问题。然而，水足迹核算在实际操作

和应用过程中仍存在较多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下一步应重点研究的前沿领域。 

4.2.1 水足迹核算的深入细化与不确定性分析 

综观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水足迹研究成果，目前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水足迹核算阶段。前已述

及，水足迹与虚拟水关系密切，因此在水足迹核算方面，虚拟水核算研究的前沿，实际也是水足

迹核算的前沿。但是，水足迹评价并非以水足迹核算为研究终点，其目的在于明确水足迹的数量

规模与结构组成，以此为依据制定响应方案，进而指导区域或消费团体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水资

源。水足迹的响应方案是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等多层次的责任共担方案，

因此唯有综合多利益群体的水足迹可持续方案，整合小至消费者的日常节水措施、大到国家贸易

战略，才能达到借助水足迹核算这一方法，降低水足迹规模、优化水足迹结构、缓解水资源危机、

提高水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使用效率等实践目的。因此，参照《水足迹评价手册》的规范，进一步

加大开展水足迹核算范畴和实例研究，仍是今后水足迹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在我国，灰水足迹的

评价工作几乎空白，今后应是我国水足迹研究的前沿领域。 

此外，当前水足迹研究中，不同的研究组对同一研究区同一研究时段的研究成果，差异较大，

表明当前的水足迹核算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存在于水足迹评价的各个环节，从数据

来看，底层统计数据等基础数据本身存在一定的误差和不确知性，且几乎未见对其不确定性的定

量描述；从方法本身来看，部分数据的缺失，导致以经验值和平均值代替观测值等简化方案以及

以现有数据推算缺失数据的替代方案的产生，增加了模型本身的不确定性。定量识别水足迹评价

过程中不确定性的产生和传递路径，明晰影响不确定性的敏感因素及其调控途径，进而提升水足

迹核算结果的可靠性及准确度，该工作关系到水足迹的应用前景，但在目前水足迹研究领域却鲜

有涉及，今后应是水足迹研究的前沿领域。 

4.2.2 水足迹与物质流核算的关联研究 

定量评估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支撑能力及其可持续性，是当前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领域。物质流核算从实物质量出发，通过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输入、输出与贮

存等物质流分析指标，定量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测度人类物质使



 

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区域生态可持续性评估方法。水足迹研究采用账户方式详细

测量人类活动对淡水资源的真实占用情况，是目前定量测度水资源消耗的最好指标，应与其他测

度指标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使水足迹评价能纳入到更广泛的资源消费测度系统。物质流核算是

目前较为系统测度人类物质使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账户体系，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方法体

系，正在全球逐步推广。 

但是，已有的物质流核算对水资源账户考虑不足；区域实体水消耗往往仅占水资源消耗的极

少部分，隐藏在产品或服务中的虚拟水占水资源总量的 90%以上，而在物质流核算中，水资源

账户基本未考虑虚拟水的消费，且对水资源的输出，即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放后为消纳其携带

的污染物所损耗的水资源量也未进行估算；因此，现有的物质流核算框架相对较为保守，未能全

面纳入人类活动水资源消耗，有必要将水足迹核算与物质流核算系统整合起来，综合衡量人类活

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在水足迹研究日益完善成熟的情形下，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基本

的资源，将水足迹纳入到更广泛的核算账户中，将是未来水足迹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4.2.3 与其他足迹理论整合实现多维测度可持续发展评估 

人类日益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诸如氮循环、生物多样性损失、气候变化等已日益超

出持续的“边界”，如图 4-1 所示。近二十年来，采用“足迹”理念定量表征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本的

占用及其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纷纷被提出。生态足迹、碳足迹、水足迹模型相继创立，表明随

着全球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加速，定量表征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本的占用及其对自然生态系统的

干扰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环节。然而，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影响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彼此关联的人类活动同时影响着地球上不同的自然资源。因此，为了帮助决策者综合应对人类活

动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多种问题，规避单一治理方案对相关自然资源及其利用的不利影响，整合多

种足迹指标势在必行。 



 

 

图4-1 全球环境边界及现状持续状态图示 

Alessandro 等在 2012 年首次提出了“足迹家族”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多角度追踪人类活动

对自然生态系统压力的一系列指标簇。基于生产者、消费者视角，生态足迹、水足迹、碳足迹分

别核算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本消耗，均从各自的角度定量

探讨了资源供给特征、资源利用效率及资源消费阈限，通过对“足迹家族”相关指标的整合，有望

实现一个鲁棒的、实用的区域发展生态可持续性多维综合评估。图 4-2 展示了 Hoekstra 和

Wiedmann 在 2014 年初步整合完成的蓝水足迹、灰水足迹、绿水足迹、物质足迹、生态足迹、

碳足迹评价结果示意图。 

因此，围绕这一思路，未来要将加强与其他足迹理论的融合研究作为前沿探索领域，使水足

迹真正成为测度、指导人类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工具。 



 

 

图4-2 全球相关足迹与其可持续利用阈值的比较示意图 

5 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虚拟水、水足迹分别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提出并迅速发展的水资源研究新概念，在全球淡

水水资源日益紧缺的形势下，近年来围绕虚拟水、水足迹理论方法、模型开发和区域应用的研究

方兴未艾，虚拟水、水足迹和其他足迹（生态足迹、碳足迹等）概念一道，逐渐深入普通民众中，

引起很多国际高层决策者的关注。本报告在广泛收集、整理和分析近 10 年来虚拟水、水足迹研

究相关文献和国际报道的基础上，简要介绍了虚拟水、水足迹的相关概念、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历

程，重点围绕虚拟水、水足迹研究的国内外进展动态，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分析，

分析总结、高度凝练了虚拟水、水足迹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创新方向，试图为下一步相关研究提供

参考。 

本报告研究认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在虚拟水与水足迹方面的研究，相比国际在各方



 

面，均有一定的差距。进一步加强虚拟水核算方法完善与创新、深入揭示虚拟水流动机理，是未

来虚拟水研究应重点加强的前沿领域；而深化水足迹核算及其不确定分析、加强与物质流核算的

关联研究、与其他足迹理论整合实现多维测度可持续发展评价，是下一步水足迹研究的重点前沿

方向。 

5.2 建议 

虚拟水、水足迹等概念，在国际上均是由水资源研究者提出的新概念、新理论，并迅速在相

关领域获得了热点关注和长足发展，相关研究十分热烈。在我国，这些概念方法最初的引入和持

续研究者，多属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阵地，而少有水文水资源专业研究机构尤其是水

利部门的深度参与。即便是目前的研究，水利科研机构对这些新概念新理论的研究仍稍显落后，

思想上仍未得到应有的解放、开放。 

虚拟水作为一种“看不见”但实实在在、时时刻刻参与水资源分配的资源，建议现有的水资源

优化配置研究应纳入并联合这些概念，切实纳入到水利规划与研究中来，从而促进水资源配置与

规划能更好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契合。蕴含在产品贸易中的“虚拟水流动”，实质是“嵌入”在产品

中的水资源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循环——即社会水循环，该循环量巨大，既包含了当今最常用的蓝

水利用循环，又包含了不为大部分人所关注的绿水利用，是社会水循环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真

正撬动社会水循环研究的主要支点。 

水足迹作为一个能较全面真实反映人类占用淡水资源的统计指标，应加强研究，争取尽快作

为现有用水统计的参考指标纳入用水统计中。尤其是灰水足迹指标，可较好地揭示“三条红线”

中的纳污红线，既可定量又非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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