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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摘要

跨国界江河流域评估对286个跨国界江河流域进行全球比较、基准评估，这是迄今为止对此类江河流域的最

全面的评估。 

关键信息和建议

1. 环境、人及农业用水压力经常在相同的跨国界江河流域发生，导致各行业部门及各国家之间竞争

水资源。在286个流域中的41个流域，此类压力的相对风险为高或很高。必须在一体化、合作的

框架内规划缓解水资源压力的行动，以悉心考虑到流域内每个国家的所有行业部门。 

2. 很多跨国界江河流域的污染风险颇高并预计将继续上升。在286个流域中的218个流域，营养物污

染或废水污染的相对风险为高或很高。大多数流域必须改进废水处理和农业营养物管理。

3. 淡水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是全球性问题。在70%的跨国界江河流域地区，物种灭绝风险为中等至

很高。然而，必须在地方一级用度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应对物种灭绝风险。 

4. 在很多跨国界江河流域，正在进行或规划水坝和河水改道工程建设，国际水资源合作文书有时并

不充分。尽管现存很多跨国界协议，但需要加紧努力更新这些协议，使其体现现代跨界水域管理

原则，例如：不造成严重危害的义务和合作与信息交流原则。 

5. 必须继续致力于改进新水坝选址原则、设计多用途水坝，以及优化水坝运营以最大限度创造对人

类的效益，同时尽量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栏沙效应。这对于跨国界江河流域尤其意义重大，

因为水坝通常位于上游国家。

6. 在经济高度依赖水资源、社会福祉水平低以及受水灾和旱灾威胁程度高的跨国界江河流域，与气

候相关的风险最高，其中包括林波波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以及湄公河流域。在气

候相关风险较高的流域，必须不断改进治理能力。

7. 几乎所有跨国界江河流域三角洲都有一项或多项风险指标为中等至很高。应当特别关注上游活动

对三角洲的影响，尤其是水坝和改道工程造成沉积物供给减少（导致三角洲下沉）和水流量下

降，以及污染问题。

8. 通过分析确认了四组跨国界江河流域，每组流域的风险特征相似。应当探讨在每组流域采用通用

管理策略的机会。其为各区域之间相互学习提供空间。

9. 据预测，各项风险将在今后15-30年内上升，尤其是在四个热点地区：中东、中亚、恒河-布拉马

普特拉河-梅克纳河流域，以及南部非洲的奥兰治河和林波波河流域。应当立刻行动起来以减少

未来的成本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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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环境基金发起的跨界水域评估方案首次对地球上所有跨界水资源进行基准评估。跨国界江河流域评估是对跨界
水域系统的五项评估之一（参见 www.geftwap.org）。 

跨国界江河流域评估是基于指标的评估，旨在确认各种问题造成的风险并按风险程度将各江河流域分类、
鼓励知识交流，以及提高对跨界水域重要性及状态的认识。

由于江河流域内的活动经常影响到三角洲地区，因此还评估了26个三角洲。 

国境
线

人类

农业

生态系统

能源

电力

电力

食品

食品

 

三角洲

来自陆上源头的海
洋污染

沉积物供给

利用江河的行业部门

利用江河创造价值使各国发生联系

污染，如废水和农业径流

跨国界江河。同一江河流域内的各国因使用水资源、从中创造价值以及通过开发和污染造成影响等而发
生联系。  

流域国别单元是每
个流域属于各国
的部分

流域边界

国境线

流域国别单元

跨国界江河流域占全球
的比例: 人口

陆地面积

河流

跨国界江河流域

42%
42%

56%

世界上的跨国界江河流域关系到各国共同的未来。其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并且是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生物的家
园。151个国家和28亿人口共享286个跨国界江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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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个专题组别的15项核心指标进行评估。
对其中5项指标进行预测，联动指标涵盖湖泊和三角洲。

专题组别 指标

基准 (2010年) 预测 (2030和2050年)

1. 环境用水压力
2. 人类用水压力
3. 农业用水压力 

• 环境用水压力 
• 人类用水压力 

4. 营养物污染
5. 废水污染 

• 营养物污染 

6. 湿地断流  
7. 水坝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8. 鱼类受到的威胁 
9. 物种灭绝风险

[环境用水压力]

10. 法律框架
11. 水政治紧张局势
12. 有利环境

• 加重水政治紧张局势的因素

13. 经济对水资源的依赖性
14. 社会福祉
15. 受水灾和旱灾威胁程度

• 人口密度变化 

湖泊 • 湖泊影响

三角洲

• 相对海平面上升   
• 湿地生态威胁 
• 人口压力 
• 三角洲治理

这是首次如此大范围和大规模地对跨国界江河系统进行评估。对各江河流域及每个流域属于各国的部分 （
简称“流域国别单元”，见上一页的图表）开展分析。本评估及在此过程中建立的机构伙伴关系可为各种
类型的利益攸关方、组织以及从全球到地方的规模不等倡议提供支持。其中包括《联合国水道公约》（于
2014年生效）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水公约》（于2015年向所有国家开放）、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区
域经济委员会、各捐助人、各国际组织、各流域、三角洲及各国。

生态系统

治理

社会经济

水质

水量

水系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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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结果
所有指标的分析结果数量太多，无法在此全部列出。下文提供一份指标分析结果地图以及每个专题组别的
重要结论样例。评估涉及各种复杂因素，需将所有指标组合成一个简单的参数，对所有流域缺点进行排序
以体现风险的多样性。报告中的结果和分析，以及互动式数据门户网站提供的工具，帮助使用者分析各种
问题以获得更详尽的资料  (http://twap-rivers.org/indicators).
 

2% 37% 27% 21% 10% 2%
s

参数：利用流域模型推算的
营养物输出量得出的氮和磷
浓度

类别：跨国界江河流域的相
对风险

营养物污染

14亿人口（占生活在跨国界江河流域人口的一半）面临严峻且不断上升的营
养物污染风险。预测情景显示，从2000至2030年期间有30多个流域的风险上升。

重要结论

很
低 低 高中等 很高 无

数据

环境用水压力相对风险很高的跨国界江河流域：堪克索河/洛卡河、科罗拉多河、达什特河、瓜地亚纳
河、马什克尔湖 / 拉克什河、哈里河 、约旦河、纳马克萨尔湖、穆尔加布河、格兰德河（北美洲）、塔
里木河

营养物污染相对风险很高的跨国界江河流域： 北江/西江、易北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约旦河、

林波波河、马江、莱茵河、塞纳河。

跨国界江河流域对不同国家的作用有别。对于同一流域，环境（见下文）、人类及农业用水压力指

标经常同时显示颇高压力，凸显行业部门之间及国家之间对水资源的竞争。在一些流域，水质不佳

加剧用水压力

水污染经常对下游国家造成影响。

营养物污染（见下文）和废水污染指标说明各流域内及其沿海受纳水体的水质问题

水质

水量

环境用水压力  

很
低 低 高中等 很高 无

数据

40% 36% 7% 5% 6% 6%

参数：自然流量条件的月度
变化
类别：跨国界江河流域的相
对风险

水坝管理与用水显著改变了流态，并且由于气候变化
（尤其是在较干燥的地区和冰雪融水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和用水量上升，
据预测环境用水压力将增大。

重要结论

http://twap-rivers.org/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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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水灾和旱灾威胁程度相对风险很高的跨国界江河流域：阿图伊河、巴拉卡河、堪克索河/洛卡河、
朱巴河-谢贝利河、纳马克萨尔湖、洛塔吉皮沼泽、塔里木河、纳特龙湖、马罗尼河、韦梅河、西贡
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林波波河、科罗拉多河、湄公河、奥卡万戈河、格兰德河（北
美洲）、楚河、奥兰治河。 

26% 37% 31% 4% 1% 1%

参数：脆弱性、
不可替代性和物种丰富性

类别：跨国界江河流域的相
对风险

 

生物灭绝风险

跨国界江河流域80%以上人口和70%的面
积面临中等到很高的生物灭绝风险，
需要在地方一级用度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应对这些风险

重要结论

流域国别单元分析结果显示，流域内某些地
区的风险程度较高，比如上游地区

很
低 低 高中等 很高 无

数据

物种灭绝相对风险很高的跨国界江河流域：亚马逊河、多瑙河。相对风险很高的流域国别单元包括：
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德林河）、中国（北江/西江）、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格里哈尔瓦河）、美国
（密西西比河）。

14% 41% 28% 8% 10% 0%

参数：按年际流量计算的水灾
对经济的威胁程度及旱灾对人
口的威胁程度

类别：跨国界江河流域的相
对风险

受水灾和旱灾威胁程度  

近9亿人，占跨国界江河流域人口的大约30%，
生活在受水灾和旱灾威胁程度很高的流域。

重要结论

很
低 低 高中等 很高 无

数据

生态系统 人类开发通常影响生态系统，这经常又对人类生活和健康造成长远负面影响 湿地断流、水坝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以及鱼类受到的威胁等指标均代表可能导致物种灭绝风险（见下文）的各种压力。

社会经济 面临挑战的并不仅限于水资源，还包括多项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代表性指标是社会福祉、经济对水

资源的依赖性，以及受水灾和旱灾威胁程度（见下文）。这些指标的分析结果显示出人类易受到气

候和开发造成的各种影响的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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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大量丰富的分析结果可清楚地表明，必须加强跨国界合作以应对江河系统面临的风险。

法律框架指标（见下文）显示现有的流域协定及其中对跨界水域管理的主要原则（如不造成严重危害的义务和合

作与信息交流原则）的体现程度

3% 18% 20% 22% 38% 0%

法律框架

参数：流域协议中体现的现
代国际水法原则，全球水公约
批准情况

类别：跨国界江河流域的相
对风险

风险最高类别的流域在法律框架中只有少
量甚至没有国际水法的重要原则。
批准全球水公约可降低流域风险类别。

 
t

 

重要结论

流域国别单元一级的结果表明流域内的风
险水平不同，凸显合作的必要性

  
  

很
低 低 高中等 很高 无

数据

法律框架相对风险很高的跨国界江河流域：阿尔塞克河、阿图伊河、阿瓦什河、巴胡卡拉特河/路德
卡尼河、贝克河、巴拉卡河、北江/西江、贝尼托河/恩特姆河、堪克索河/洛卡河、卡塔通博河、可
可河/塞哥维亚河、科兰太因河、克鲁河、达什特河、迪古尔河、埃塞奎博河、加什河、马什克尔湖/
拉克什河、汉江、赫尔曼德河、伊洛瓦底江、朱巴河-谢贝利河、加叻丹河、科莫埃河、纳马克萨尔
湖、尼扬加河、奥果韦河、欧雅帕克河/欧雅帕克河、奥里诺科河、帕蒂亚河、萨尔温江、圣胡安
河、萨纳加河、圣保罗河、斯蒂金河、塔米河、塔里木河、图们江、鸭绿江、育空河。

14% 17% 56% 5% 8% 0%

水政治紧张局势

参数：在缺少机制能力的情
况下正在进行及规划中的水坝
和改道项目建设

类别：跨国界江河流域的相
对风险

   
   

 
  

很多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开发的地区的机制能
力偏低。联合解决方案需要各行业部门及各
国之间，尤其是上游与下游使用者之间的合
作。

  
   

  
   

    

重要结论

流域国别单元一级的结果显示了风险可能由上游
基础设施开发导致的流域某些部分

   
    

很
低 低 高中等 很高 无

数据

水政治紧张局势相对风险很高的跨国界江河流域：北江/西江、贝尼托河/恩特姆河、红河 、德林河、伊
洛瓦底江、图尔卡纳湖、马江、米拉河、莫诺河、奥果韦河、红河、萨比河、西贡河、萨尔温江、圣胡
安河、萨纳加河、塔里木河、图盖拉河、瓦尔达尔河。

有利环境指标所评估的国家一级的治理能力是跨国界一级风险响应能力的基础。

治理

治理 水政治紧张局势指标显示很多跨界流域正在进行或规划中的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在仍然

缺少国际水资源合作文书或其范围有限的地区。为开展合作， 各行业部门及各国之间，尤其是在上

游与下游使用者之间必须联合制定解决方案



7

决策者摘要

治理水平一般较差，各项社会经济
指标为高风险，用水量大

风险一般较低，
水资源压力较低
的未开发流域

治理能力不足、生态系统风险
高的流域，尽管水资源开发
程度低

人类福祉较高、t治理良好的流域，
但生态系统风险和人类用水压力也较高

9%16%

9%

14%

相似的流域

参数：利用统计分析将各
流域分组，同组流域的相
似度很高

1 7 3 8 7

相对海平面上升

参数：海平面上升、地面
沉降和沉积物沉降造成的
三角洲地表总下
沉率（毫米/年）

类别：跨国界江河流域的
相对风险

 
 

大多数风险很高的三角洲位于亚洲，但也有的位于非洲、欧洲和北美洲。与
相对海平面上升风险相关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三角洲（超大型）城市人口
增长，尤其是在亚洲。

重要结论

很
低 低 高中等 很高

相对海平面上升风险很高的三角洲： 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印度河、伊洛瓦底江、湄公
河、尼日尔河、罗讷河、格兰德河。

相似的流域

水系统联系

风险特征相似的流域组别。共同风险特征可推动流域间相互学习和分享管理方针。在其中某些流

域，有必要对治理/能力进行更详尽评估，尤其是对于其他风险也甚高的流域。以下四个组别划分

与相互之间的风险高低比较无关，每组由面临相似风险类型的流域所组成。 

查询每个组别的跨国界江河流域名单，请参阅《跨国界江河流域：现状与趋势》（环境署和环境署水资
源环境中心，2016年）。 

大约80%的海洋污染来自陆地源头，因此应特别关注上游干预对最为脆弱的江河三角洲及沿海地

区的影响，尤其是水坝造成的沉积物供给减少（导致三角洲下沉）和水流量下降。三角洲指标

包括相对海平面上升（见下文）、湿地生态威胁、人口压力，以及三角洲治理。



8

跨国界江河流域现状与趋势

有些地区格外易受
社会经济发展和气
候变化的影响，预
测多个指标的风险
将会上升

重要结论

动因：  

  人口

  取水量

  来水量

预测的风险热点
67%

36%
-6%

24%

96%

19%

变化%
2010-2050年

79%

36%
-25%

3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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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的跨国界江河流域： 咸海、哈里河、赫尔曼德河、伊犁河、印度河、穆尔加布河、楚河、塔拉
斯河和塔里木河。中亚地区的跨国界江河流域： 约旦河、幼发拉底河、奥龙特斯河和底格里斯河-幼发
拉底河/阿拉伯河。

世界上的跨国界江河流域为近半数世界人口提供赖以生存的资源。本评估报告显示，大多数流域已面临风
险且风险不断上升。树立政治意愿和建立跨国界合作框架，以及在国际和跨国界一级改善经济与技术能

力，对于未来管理这些风险及维护江河与三角洲的健康至关重要。 

预测 “一切照旧”预测和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增长，跨国界江河流域面

临的很多风险在今后15-30年将上升。根据五项指标综合影响预测（即环境用水压力、人类用水压力、营养物

污染、水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因素，及人口密度变化），确认了四个热点地区。图表还显示三项关键动因（人

口、取水量和来水量）从2010至2050年的变化幅度。

尽管预测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流域，以及奥兰治河和林波波河流域的来水量将增加，但预测取水量

增幅更大。制定降低用水需求策略应当是所有四个热点地区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但对上述两个流域格外重

要，因为预测其取水量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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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摘要

利用在线资源了解各江河、区域及感兴趣的问题
如果您希望更多地了解您的国家、某个具体的跨国界江河流域或水资源稀缺等问题，您可以自行搜索数
据、开展指数编制等分析，以及从互动式数据门户网站下载江河流域简介，请查询网站 
http://twap-rivers.org/。
网站还提供一份题为《跨国界江河流域技术概要》的简报文件、《跨国界江河流域报告》全文，以及《跨
界水域评估方案江河流域持续机制报告》

跨界水域评估方案互动式江河流域数据门户网站截屏图（左）和江河流域简介的一部分（右）

跨界水域评估方案官方网站和数据门户网站网址 www.geftw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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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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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摘要

第3卷：江河流域

TWAP
跨界水域评估方案

d

世界的水系统——含水层、湖泊、江河、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及开放海洋——维持生物圈和支撑世界人口
的健康及社会经济福祉。很多水系统由两个或更多国家共享。这些跨国界水域覆盖71%以上的地球表面，与
地下含水层一道构成人类的水资源遗产。

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认识到跨国界水系统的价值，以及很多水系统仍被过度利用、质量等级下降，
且管理分散之现实，适时启动跨界水域评估方案。评估方案的目标是提供基准评估，以识别和评价人类活
动和自然过程使水系统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给赖以生存的人类带来的后果。在本次评估过程中
形成的机构伙伴关系有望为未来的跨国界评估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全环基金跨界水域评估方案的最终成果分成以下六卷发表：

第1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界含水层和地下水系统：现状与趋势 
第2卷—跨国界湖泊与水库：现状与趋势 
第3卷—跨国界江河流域：现状与趋势
第4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现状与趋势 
第5卷—开放海洋：现状与趋势
第6卷— 跨国界水系统：横切状态与趋势

每一卷均备有决策者摘要。

本文件——第3卷决策者摘要——描述对世界上286个跨国界江河流域首次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基准评
估，评估范围包括151个国家，这些流域的居民总人数占地球人口的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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