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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的

设计与研究
"

李!悦
!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新疆 乌鲁木齐!IH##GK#

!摘!要"!本文以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为例"主要探讨了区域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和特点"

阐述了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并对评价指标逐一进行了解释说明% 该指标体系的构建

将有利于今后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工作的开展"对其他区域效益评价工作也可以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区域效益&评价&指标&设计

中图分类号# M#HF*!")%&&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

P05.@<9<=10509123;4.<=0Y05.<10@.;<9>C0<04.70/9>L97.;<.<=0Y 565708

eZc;0

" R#$3#%$0 &%'()!*$+(),%$-.%$8 G.8)*P*=()6(+(%)-" E$+'#'7'(# >)7<5#IH##GK# !"#$%$

'C571927! Z- 4+01,102" 0==)*)0-45,402̀3,>)-.)22).,4)8- 128̂0*4,20,90-0=)40>,7;,4)8- )-<0h3?3406)3,<8140< ,3,-

0h,6170@/+012)-*)170,-< *+,2,*402)34)*38=20.)8-,70>,7;,4)8- )-<0h<03).- ,206,)-7?<)3*;330<@/+0*86183)4)8- 8=

20.)8-,790-0=)40>,7;,4)8- )-<0h3?3406)- 0==)*)0-45,402̀3,>)-.)22).,4)8- 128̂0*4)3<03*2)90<@/+00>,7;,4)8- )-<0h03,20

.2,<;,77?0h17,)-0< ,-< <03*2)90<@/+0*8-342;*4)8- 8=4+0)-<0h3?3406)390-0=)*),7=8220.)8-,790-0=)40>,7;,4)8- 582: )-

0==)*)0-45,402̀3,>)-.)22).,4)8- 128̂0*4)- 4+0=;4;20" 4+0209?17,?)-.,20=020-*02870)- 84+0220.)8-,790-0=)40>,7;,4)8-

582:@

D06 A;1=5! 20.)8-,790-0=)4# 0>,7;,4)8-# )-<0h# <03).-

$&研究目的

新疆是一个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内陆干旱区#农业

生产全部依靠灌溉
0"1

( 新疆多年来很重视发展农业节

水灌溉技术#截至 C#"$ 年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已发展到

CEIFDE+6

C

#其中滴灌面积占 I#J以上#位居全国前

列( 随着新疆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规模化的发展#亟待

对现有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做一些客观真实

的评价分析#明确其实施后的区域效益#以确定未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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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节水灌溉工程发展的趋势(

首先#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不是对工

程效益发挥的预测评价#是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群实施

后对区域效益影响的后期评价( 指标评价内容上要符

合+节水灌溉项目后评价规范,"L_O/H#KGK/C#"G$

0C1

(

其次#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不是对单一工

程效益评价#而是对区域范围工程发挥的综合效益影

响评价(

有关于节水灌溉项目后评价方面的文献很多#如#

刘艳丽等
0H1

从节水灌溉项目的整体角度探讨过节水灌

溉项目后评价)邓丽等
0G1

曾研究过节水灌溉项目的建

设过程后评价的方法和评价指标)马成祥等
0$1

曾研究

过成功度法在节水项目运行管理后评价中的应用)唐

小娟等
0D1

曾研究过运行框架法进行节水灌溉工程的目

标与可持续性后评价)郑和祥等
0E1

研究了基于信息熵

和模糊物元模型的牧区节水灌溉项目后评价( 比如#

雷波等
0I1

论述过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研究进展#并

做过旱作节水农业综合效益评价体系研究#尚忠林

等
0K1

对贺兰山东麓滴灌区节水综合效益评价做过研

究( 陈莹等
0"#1

#穆建新等
0""1

#韩振中等
0"C1

都做过评价

指标体系相关研究#但他们研究方法'角度和侧重点各

有千秋( 近期#朱美玲等
0"H1

曾在农业高效用水内涵与

效益定性分析基础上#基于西北干旱区灌溉农业特点#

从区域水资源管理目标'农业高效节水效果'农业高效

节水推广成果和农业高效节水投入 G 个准则层入手#

从区域尺度范围#工'农业生态用水相互关联性思路出

发#构建了适合农业高效节水区域效益评价的指标体

系)并提出了建立覆盖省'县"市$两级体系的农业高

效节水监测评价制度的建议(

开展节水灌溉项目效益综合评价是节水灌溉项目

规范化管理的需要#目前针对不同目的'不同地区特点

和不同类型项目的评价方法很多#相应的评价体系各

有侧重#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能够适合所有节水

灌溉项目综合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
0"G1

(

本文旨在从更直观反映目标影响变化程度的角度

出发#选取关键评价指标#构建一套更易于操作'实用

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效

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进行评价(

#&指标设计筛选的原则及特点

CF"!指标数量应少而精#具有代表性#避免繁杂

重复

!!评价指标体系要有完整性#兼顾与目标关联的众

多各类指标#但选用的指标并不是多多益善#否则指标

体系太过庞大繁杂#对目标的实现只会事倍功半#所以

指标的数量还是要少而精#抓住关键和主导的影响因

子( 在设置指标时不要盲目追求指标体系%万能&#而

要在不影响系统性原则下#尽量减少指标数量#以尽量

提高指标的操作性和实用性
0"$1

(

研究初期考虑了与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效益相

关的三十多个指标#经过多次讨论'分析'筛选#最后确

定了指标体系中基准层为 G 个一级指标#指标层为 "G

个二级指标#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类指标#包含直接效益

和间接影响#这些指标具有代表性'独立性和不可替

代性(

CFC!指标名称应严谨#具有科学性#表述含义

清晰

!!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前提是确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 综合评价只有建立在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基

础上#才有可能得出科学公正的评价结果
0"D1

( 所以指

标体系中的指标必须具有科学性#指标既有独立性#又

要与目标有逻辑关系(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些词语一字之差#意义就大

不同( 所以每个指标名称都尽量采用专业术语#遵循

行业习惯#尽量不出现生僻难懂或易引起歧义的字眼#

尊重科学性#内涵清晰( 指标名称要表述清楚#指标值

是标准值还是变化量或变化率都要区分清楚#也要和

计算公式保持一致性(

CFH!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并注重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原则

!!指标的可操作性主要体现在指标值的可获取性(

指标的可操作性包括指标值的基础数据可以收集到#

指标值可以运算或分析获取#而且指标间可以在同一

层次比较#以便于专家评判打分( 毕竟一个完整的指标

体系包含大量的分级指标#无论一个指标本身对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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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度多高#但是如果指标值无法获取或极难获取#或

者获取指标值的工作量巨大#就该权衡它的取舍(

指标的可操作性还体现在指标的真实性'可靠性

和有效性#指标体系的建立要有公众的参与#积极听取

社会各方面意见和要求#保证指标的有效性( 指标体

系的可操作性不能只注重学术理论上的探讨#再完美

的理论体系如果不能和实际相结合#那也是空谈( 指

标体系中指标选取要实用'方便'简洁#这样方便资料

的收集整理#也可以减少工作失误#提高工作效率(

CFG!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根据实际需求

设计

!!对总目标区域效益主要影响的指标有些可以量化

计算#而有些却不能量化或难以量化#但它又是总目标

的主要影响因子#只能定性描述#所以一个完整的指标

体系需要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 根据指标对总

目标的影响程度#具体每一个指标及其各自的权重系数(

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类别确定也不是绝对的(

比如指标A

HC

的指标名称为%地下水位影响度&#而不

是%地下水位变化值&#就定义成一个定性指标而非定量

指标#这个指标的含义仅反映地下水位变化影响程度#而

不关注具体变化数值( 这个指标是个%度&的概念(

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均要考虑指标值的获取途径#

定量指标的计算公式力求简单明了#基础数据能够收集

到)定性指标采用成功度法定义#以度或评价结尾#利用

调查问卷和调查表的方式收集数据'统计分析获取指标

值( 调查问卷法是间接获取材料和信息的一种方法#通

过向调查者发出简要问卷表#收集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

议等#也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0"E1

(

CF$!指标体系要有弹性特征#考虑时空敏感性#

动态指标和静态指标相结合

!!指标体系应用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而这个过程有

各种可能发生#因此#在建立指标体系的时候#指标要

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敏感性#使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要

具有弹性特征#从而更好地应用于实际评价工作中(

另外#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是个动态

的评价#应当考虑动态指标和静态指标相结合( 动态

指标值要考虑评价时限#暂定以 $,为评价年限#动态

指标设计侧重于考虑它每年的变化程度而不是本身的

数值( 如定量指标V

""

的指标名称为%灌溉水利用系数

年提高率&#而不是%灌溉水利用系数&#它是一个动态

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年平均灌溉水利用系数的提

高程度( 这样的指标设计不仅更能直观反映灌溉水利

用系数每年提高的节水效益的特性#而且省略了指标

无量纲化处理的麻烦#便于指标间的对比(

%&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国际上流行的指标体系模式是%压力`状态`响应

"N%[$&模式( N%[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研究人与自然的

相互关系#回答%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如何回答&这

H个问题
0"I1

( 指标体系是为了达到或完成特定目标服

务而构建的#一般包含目标层'基准层和指标层(

HF"!指标体系评价目标的确定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

总目标是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结论#是用

评价分值表示的综合评价结果(

HFC!指标体系的基准层

影响总评价目标的主导因子是多元化的( 以影响总

目标的主导因子作为指标体系的基准层( 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经过分析讨论#最后确定基

准层为 G个一级指标#即效果评价指标A

"

'社会影响评

价指标A

C

'环境影响评价指标A

H

和过程评价指标A

G

(

HFCF"!效果评价指标A

"

效果评价指标主要是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对节水效

果'增产增收效果'土地占用效果和节能省工效果等进

行评价(

HFCFC!社会影响评价指标A

C

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主要是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对农

业生产方式'农民收入'减少贫困人口'劳动生产率和

促进农村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价(

HFCFH!环境影响评价指标A

H

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主要是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对水

环境'土壤环境以及生态环境方面影响进行评价(

HFCFG!过程评价指标A

G

过程评价指标主要是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前期工

作'建设实施以及运行管理方面进行评价( 由于涵盖

的方面比较广泛#以定性描述为主(

*&#*



HFH!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

层#目标层为评价总目标#基准层由 G 个一级指标构

成#指标层由 "G 个二级指标构成( 详见表 "(

表 $&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区 域 效 益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一 览 表

目标层 基准层"一级指标$ 指标层"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类别

高效节水

灌溉工程

区域效益

评价

效果评价指标A

"

社会影响评价指标A

C

环境影响评价指标A

H

过程评价指标A

G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年提高率A

""

J 定量

主要作物综合年增产率A

"C

J 定量

节灌率年增加值A

"H

J 定量

农业用水占比年减小值A

"G

J 定量

工程有效使用率A

"$

J 定量

农民满意度A

C"

度"o$ 定性

农业生产方式改善度A

CC

度"o$ 定性

脱贫致富贡献度A

CH

度"o$ 定性

可持续发展度A

CG

度"o$ 定性

土壤环境影响度A

H"

度"o$ 定性

地下水位影响度A

HC

度"o$ 定性

前期工作评价A

G"

度"o$ 定性

建设实施评价A

GC

度"o$ 定性

运行管理评价A

GH

度"o$ 定性

E&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解释

GF"!定量评价指标的计算公式与解释

GF"F"!指标A

""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年提高率#是一个反映节水效

果的指标#为效果评价中的二级指标( 表示评价年与基

准年比较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年平均提高的比率(

计算公式!

A

""

H

!

评价期
I

!

基准期

!

基准期
TL

""$

式中!A

""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年提高率#J)

!

!基准期///基准期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

!评价期///评价期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L///评价年限#,(

GF"FC!指标A

"C

主要作物综合年增产率#是一个反映增产增收效

果的指标#为效果评价中的二级指标( 表示区域主要

作物面积加权平均的综合增产率的年平均值(

计算公式!

A

"C

H

"

L

(

$

#H#

-

#评价期
I-

#基准期

-

#基准期

T%

#

"C$

式中!A

"C

///主要作物综合年增产率#J)

!!

#基准期///基准期第#种作物产量#:.)

!!

#评价期///评价期第#种作物产量#:.)

!%

#

///第#种主要作物的面积比例#J)

!$!///主要作物的种数)

!L!///评价年限#,(

GF"FH!指标A

"H

节灌率年增加值#是一个反映节水灌溉面积发展

效果的指标#为效果评价中的二级指标( 表示区域节

水灌溉面积占总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年平均增加值(

计算公式!

A

"H

H

F评价期

@评价期

I

F基准期

@

( )
基准期

YL "H$

式中!A

"H

///节灌率年增加值#J)

!F基准期///基准期节水灌溉面积#亩)

!F评价期///评价期节水灌溉面积#亩)

!@基准期///基准期耕地面积#亩)

!@评价期///评价期耕地面积#亩)

!L///评价年限#,(

GF"FG!指标A

"G

农业用水占比减少值#是一个反映农业用水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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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指标#为效果评价中的二级指标( 表示区域农

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例年平均减少值(

计算公式!

A

"G

H

&农基准期

&总基准期

I

&农评价期

&

( )
总评价期

YL "G$

式中!A

"G

///农业用水占比减少值#J)

!&农基准期///基准期农业用水量#6

H

)

!&农评价期///评价期农业用水量#6

H

)

!&总基准期///基准期总用水量#6

H

)

!&总评价期///评价期总用水量#6

H

)

!L///评价年限#,(

GF"F$!指标A

"$

工程有效使用率#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有效使用效果的指标#为效果指标中的二级指标( 表

示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能否正常发挥效益#有效使

用运行的效率( 实际调查中按照有效使用面积占总面

积的比例估算#或有效使用长度占总长度的比例估算(

指标值由工程调查数据取平均值所得(

GFC!定性评价指标的解释

GFCF"!指标A

C"

农民满意度#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对社

会影响的定性指标#为社会影响指标中的二级指标(

表示农民对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使用'维护等

方面的满意程度( 通过调查问卷中设计的相关问题获

得指标值(

GFCFC!指标A

CC

农业生产方式改善度#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对社会影响的定性指标#为社会影响指标中的二

级指标( 表示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方式

改善方面的影响程度( 通过调查问卷中设计的相关问

题获得指标值(

GFCFH!指标A

CH

脱贫致富贡献度#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对社会影响的定性指标#为社会影响指标中的二级指

标( 表示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对农民脱贫致富方面

的贡献程度( 通过调查问卷中设计的相关问题获得指

标值(

GFCFG!指标A

CG

可持续发展度#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对

社会影响的定性指标#为社会影响指标中的二级指标(

表示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的程

度或潜力( 指标值为极大可持续发展性'有一定可持

续发展性'没有可持续发展性三种可能( 通过调查问

卷中设计的相关问题获得指标值(

GFCF$!指标A

H"

土壤环境影响度#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对土壤环境影响的定性指标#为环境影响指标中的二

级指标( 表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对区域内土壤污染及

涝'渍'碱等环境的影响程度( 通过调查问卷中设计的

相关问题获得指标值(

GFCFD!指标A

HC

地下水位影响度#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对水环境影响的定性指标#为环境影响指标中的二级

指标( 表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对区域内地下水位的影

响程度( 通过调查问卷中设计的相关问题获得指

标值(

GFCFE!指标A

G"

前期工作评价#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

设实施过程评价的定性指标#为过程评价指标中的二

级指标( 表示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在前期工程

程序合规性'设计承担单位资质及方案设计合理性方

面的评估情况( 该指标是通过典型工程调查表的形式

对 H 个主要方面做调查评估#获得指标值(

GFCFI!指标A

GC

建设实施评价#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

设实施过程评价的定性指标#为过程评价指标中的二

级指标( 表示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在工程建设

过程制度执行情况'投资管理'技术应用情况和竣工验

收方面的评估情况( 该指标是通过调查表的形式对 G

个主要方面做调查评估#获得指标值(

GFCFK!指标A

GH

运行管理评价#是一个反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

设实施过程评价的定性指标#为过程评价指标中的二

级指标( 表示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在工程运行

管理机构设置和制度情况'工程运行管理和用水管理

方面的评估情况( 该指标是通过调查表的形式对 H 个

主要方面做调查评估#获得指标值(

*(#*



F&结&论

$F"!区域效益指标体系的指标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目标的分析#设计筛选出影响区域效

益的关键指标#构建了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

价体系( 目前该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体系

可以用来对区域效益做评价#指标值按照评价标准采

用专家打分法评分#然后按照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加权#

区域效益评价的直观结果是一个分值( 对指标值评价

标准和各级指标权重本文暂不论述(

$FC!研究过程中的困扰

评价体系在调查基础数据中发现#有些数据在不

同的统计口径下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数值上的

差异#还有单位上的差异'范围上的差异'概念上的差

异等( 这些差异也反映在不同的年份上#这给指标的

纵向比较带来一些困扰(

$FH!本文与之前同类或近似研究的不同

本文与之前同类或相似研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评

价指标的设计上( 评价指标在遵循一般的指标选取原

则基础上#尽量精选关键指标#体现指标的独立性和代

表性#同时也使指标体系简单易操作#更具有实用性(

另外#定量指标值采用变化率和比率变化值来定义#既

反映动态变化情况#又省略了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定性指标采用成功度法定义为 % ff度&( 便于分级

评分( 这也是本文的特点(

$FG!研究的意义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的

结果#可以有助于了解掌握该区域的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的发展现状及评价期限内发展变化态势#也可以指

导区域新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推广实施和运行管

理#可为今后区域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决策提供

依据#也可以对不同区域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区域效

益做比较#借鉴经验#吸取教训(

$F$!展望

今后#将积极推广应用该高效节水工程灌溉区域

效益评价体系对区域效益做评价#通过实践的验证分

析#进一步改进完善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包括对指标评

价方法'评分标准和权重系数等的修正( 使这套区域

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更广泛的普遍适用性和更好的借鉴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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