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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制度量化研究进展：
对象、方法与框架

谢慧明　吴应龙　沈满洪

摘 要　水制度量化研究是提高水制度绩效的必要条件。水制度量化的
研究对象包括水价、水量、水质、工程和法令。水制度量化的研究方法有虚

拟变量法、规制强度法和内容分析法。水价、水量和水质一般通过规制强度

法进行量化，工程和法令则分别通过虚拟变量法和内容分析法进行量化。水

制度量化研究可以在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评价水制度绩效，其

经验研究主要通过控制变量、随机实验、自然实验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

方法进行。进一步践行系统分析思路、探讨方法的稳健性和完善一般均衡框

架是推进水制度量化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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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面临水危机的巨大挑战，通过技术和制度并举的治水方略包括水利工程

建设、自治或社会阶层安排等。技术治水有放大之嫌，而制度治水的关注度却远远不

够。事实上，水问题的根源并非技术治水之难而更多的是水制度的缺位或不合理

（胡鞍钢、王亚华，２０００；王亚华，２００７；沈满洪等，２０１７）。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行为规则，涵盖的内容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的方方面面。

水制度可以视为社会治水的游戏规则或行为规则，包括配水、用水、治水、节水等各

环节上的制度安排，也包括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各领域内的制度安排，可分为

法律、政策和组织三个层次，涵盖防洪、灌溉、土地、环保等广义水制度安排和立足

于解决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危机的水法律、水政策和水行政等狭义水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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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慧明、沈满洪，２０１６；沈满洪等，２０１７）。多样化的水制度安排使得相关研究不
够聚焦，细致梳理水制度量化研究对象有利于明确水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使用

恰当方法量化水制度研究对象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水制度及其绩效的关键。水制度量化

研究包括水制度的量化以及量化后水制度的绩效研究，它源于对水制度绩效的考察且

对绩效评价结果影响深远。

一、水制度量化研究的对象

水制度量化研究可以量化制度本身，也可以量化制度内容。水制度内容量化一般

涉及水价、水量和水质，水制度本身量化则涉及工程和法令。这五类研究对象包括水

的属性和水的制度安排的属性，与水权配置和水质标准等相关。有一些水制度安排

（如水权）确实存在其固化的创新对象，但也可以被纳入这五类研究对象中。譬如，

水权交易和水污染权交易制度等量化研究可以从水量和水质视角切入，水污染减排成

本和水权交易价格等与水价关联。

（一）水价

水价是水制度安排的核心，也是被研究最多的一类对象。在西班牙，当水价从０
ＰＴＡｓ／ｍ３变为５０ＰＴＡｓ／ｍ３时，水价与水资源需求量负相关 （ＢｅｒｂｅｌａｎｄＧóｍｅｚＬｉｍóｎ，
２０００）。在阿拉伯，水价由每月固定的５０Ｄｈｓ变为２２Ｄｈｓ／ｍ３，样本中７３％的家庭平
均减少了每月２９％的用水量 （ＱｄａｉｓａｎｄＮａｓｓａｙ，２００１）。在意大利，农业系统水价约
为００１６～０３１W／ｍ３ （Ｂａｒｔｏｌｉ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在美国加州，水价翻倍会减少１２％的
用水量 （ＮａｔａｒａｊａｎｄＨａｎ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１）。在约旦河谷，水价被区分为四档，分别是每
千立方米ＭＹＭ１１５、ＭＹＭ１７３、ＭＹＭ２８８和ＭＹＭ５０４（Ｍｏｌ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在伊
朗，水价由 ０ＭＹＭ／ｍ３提至 ０１５ＭＹＭ／ｍ３，地下水需求显著减少 （Ｂａｌａ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在巴西，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水需求价格弹性为 －０４５～－０５０，收入弹性为
０３９～０４２。在印度，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灌溉用水需求价格弹性为 －０１５，偏向于保障
贫困家庭的水价呼之欲出 （Ｒｕｉｊ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Ｓｈｉｆｅｒａｗ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在中国，理顺
水价有巨大的节水潜力 （贾绍凤、康德勇，２０００；Ｈａｎ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７；秦长海等，
２０１０）；生活用水缺乏弹性，工业用水富有弹性 （李眺，２００７；郑新业等，２０１２；谢
慧明等，２０１８）；随着水价上涨，用水量对水价将先后经历无弹性、敏感弹性和低弹
性 （刘莹等，２０１５）。以水价为研究对象的水制度量化研究旨在刻画市场化水制度安
排，重点关注水需求方程的估计，是水市场或水政策研究的核心。

（二）水量

水量视角的水制度量化研究关注的关键问题是提高水价能否减少用水量，也包括

对水配额的研究。在美国，严格的灌溉政策在干旱期并不能有效减少水资源使用量

（ＯｚａｎａｎｄＡｌｓｈａｒｉｆ，２０１３）；基于规范报告的节水举措短期内能够显著减少用水需求，
而长期的节水效应具有条件附加性 （Ｆｅｒｒａ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在西班牙，减少１０％水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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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将减少９６％农业利用面积和５６％农业产值 （Ｒｅｃｉ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在瑞士，通过
限制取水以减少灌溉的水政策会增加农民的增收风险且会提高土豆生产的用水需求，

而水配额措施却能在保持农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显著减少用水需求 （Ｌｅｈｍａｎｎａｎｄ
Ｆ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在以色列，水配额给定时提高水价不能提高水效率，农作物的混合种
植是最大化净收益的有效手段 （Ａｍｉｒ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０）。中国的水资源总量控制政策
业已实施多年，相关研究集中于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及与水环境容量关联在一

起的总量控制制度 （包存宽等，２０００；严登华等，２００７；王媛等，２００９；王浩，
２０１１；左其亭、李可任，２０１３；金菊良等，２０１５）。水量视角的水制度量化研究主要
关注水资源使用量以及水配额和节水举措，它往往与水价一道构建起水市场分析的

基础。

（三）水质

水质视角的水制度量化研究主要针对水环境问题，围绕水环境压力和水污染减排成

本展开。早期关注河流和入海口水污染物的排放管理 （ＢｉｋａｎｇａｇａａｎｄＮａｓｓｅｈｉ，１９９５）
和有毒有害水污染物排放禁令的成本收益 （Ｌａｋｓｈｍｉｎａｒａｙ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Ｇｒｅ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后来人们开始关注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对水体的影响，如化肥使用量和氮压
力之间的关系 （Ｆａｓｓｉ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以及水体富营养化问题 （Ｗｏｌ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再
后来人们又开始关注水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以及水污染物减排。在荷兰，减少１０％、
２０％和５０％的水污染物的成本是国民净收入的０２％～９４％ （Ｂｒｏｕｗ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在德国，实现欧洲水框架指令中所设定的水质目标会使社会经济成本增加 １０倍
（Ｖｏｌ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在以色列，处理后的废水用于灌溉农业可以增加３３亿美元社会
福利，而且经农业预处理的污水淡化政策能够减少 ２７亿美元损失 （Ｒｅｚｎｉｋ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在中国，分质供水和中水回用等循环利用战略是实现工业节水的有效举措，
耦合水质的水生态补偿等制度实践不断深入且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沈满洪等，２０１６；
谢慧明等，２０１６）。水质视角的水制度量化研究经历了从禁令到梯度减排的转变，从
成本收益到社会福利损益的转变，从单政策工具到多政策工具比较的转变 （Ｄｏｏｌｅ，
２０１２）。

（四）工程

鉴于水制度内生性以及难以量化等问题，水利工程逐渐成为研究水制度的一个有

效对象。工程建设前后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是核心。早期主要关注

自然影响。在美国，２１个水坝下游的洪水危害、含沙量、悬浮载荷显著降低，河床
降解显著，河道宽度有增有减，岸边植物一般增加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ｄＷｏｌｍａｎ，１９８４）。
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对水源区和受水区的丰枯遭遇产生影响并在重塑地理空间格局

（闫宝伟等，２００７；Ｗｅｂｂ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中线工程使得汉江水质和丹江口水库水质
产生不利影响 （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庞振凌等，２００８）。水坝的经济影响与可持续管理
问题尔后被提上议事日程。大坝会产生区域内、区域间乃至全国或全球影响 （Ｃｅｓｔｔｉ
ａｎｄＭａｌｉｋ，２０１２）。有研究考察了泥沙调度的经济可行性和大坝的寿命，以及拆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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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设计寿命大坝的成本收益 （Ｐａｌｍｉｅ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ＢｏｈｌｅｎａｎｄＬｅｗｉｓ，２００９）。虽然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全球登记在册的大坝有 ３６０００多座，但仍需兴建更多的大坝
（Ｐｉｒｃｈｅｒ，１９９３）。大坝经济学逐渐兴起，“建大坝”和 “反大坝”是争论焦点，考虑

社会和生态环境双重外部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决策基础 （张晓，２００４）。
（五）法令

更为直观的量化对象是水法律或指令，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环境政策。已有的相

关研究主要涉及美国的清洁水法、欧盟的水框架指令等。在美国，清洁水法在改善水

质的同时使游艇、垂钓和游泳等活动的收益高达每年３５７９亿～１８亿美元 （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ｄ
Ｏｗｅｎｓ，２００１）。在苏格兰，欧盟水框架指令产生了积极影响，收益成本比为１６９∶１
（Ｈａｎｌｅｙ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２００６）。在以色列，相对于需求管理和供给保障类政策，海水淡化
政策的成本更低 （Ｂｅｃ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在泰国，为了满足２０２１年政府生物乙醇生
产计划还需要约１６２５亿ｍ３的灌溉用水，约占现有活水量的３％ （Ｇｈｅｅｗａｌ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在美国，森林保护计划有利于提高水支付意愿 （Ｋｒｅｙ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滴灌补
贴会增加灌溉面积和农业生产总值 （ＢｒｉｎｅｇａｒａｎｄＷａｒｄ，２００９）。在美加边境，美国能
源独立和安全法案改变了北部红河盆地的农业土地利用类型，进而影响区域水资源

（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在中国， “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有助于节水 （Ｇ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法令研究有对单一水法律或指令实施前后的效果进行比较，也有基于农业、
资源、环境等政策讨论水问题，还包括对若干水政策关系的讨论。

二、水制度量化研究的方法

水价、水量、水质、工程和法令五类研究对象中，有些易量化，有些不易量化；

有些时候易量化，有些时候不易量化。水价、水量和水质往往被认为易量化，居民和

工业水价的高低、水配额的多少以及Ⅰ～Ⅴ类水等是具体的量化指标。工程和法令则
往往难以量化，可能只存在有无之分。那些被认为是容易量化的水制度研究对象在有

些时候也难以估计。以水价提价政策为例，虽然水价容易被量化，但各地区在什么时

候提价多少又千差万别。如何量化水价提价政策等难以量化的水制度研究对象需要有

特定的方法，目前常见的有虚拟变量法、规制强度法和内容分析法等。

（一）虚拟变量法

虚拟变量法是指通过工程建设或政策实施前后情况的比较，或通过制度变量０和
１的设置，或通过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设计来评价水制度绩效。工程建设或政策实施前
后情况的比较体现了最为原始且经典的虚拟变量法思想。前后情况的比较主要是分析

工程建设前后资源、环境、经济等要素的变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ｄＷｏｌｍａｎ，１９８４；Ｒｉｃｈｔｅｒ
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２００７；ＳａｎｄｏｖａｌＳｏｌ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或政策实施前后成本
收益的变化，如欧盟水框架指令和清洁水法分别在苏格兰和美国的成本收益分析

（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ｄＯｗｅｎｓ，２００１；Ｈａｎｌｅｙ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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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兴起，０和１的设置被广泛用于分析水制度绩效在制度实施前
后的变化。０～１方式的水制度变量设置可以是时间维度上的，也可以是空间维度上
的。时间维度上水制度变量的０～１设置一般将制度实施之前的年份设为０，而制度
实施之后的年份设为１；空间维度上水制度变量的０～１设置一般将有水制度的地区
设为１，而无水制度的地区设为０（Ｈｏｕｔｖ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Ｋｒｅｙ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当通过设计对照组和实验组并运用随机或自然实验的办法研究水制度绩效时，双

重差分或三重差分方法应用广泛。双重差分研究的经验文献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阿根廷
水务私有化制度安排让儿童死亡率下降８％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以及印度和中
国的案例 （Ｐａｔｔａｎａｙａ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还有研究从水污染相关企业
和水污染无关企业、有河流经过县域和无河流经过县域、省内下游县域和省内非下游

县域三个维度运用三重差分分析中国水污染治理政策的效果 （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以
及从阶梯水价试点前后、有无参加阶梯水价试点的家庭和平均季节性用水量的排序三

个维度运用三重差分考察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用水量 （Ｗｉｃｈｍａｎ，２０１４）。
虚拟变量法可以根据０～１水制度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判定其影响，适用于水制度

难以从强度、高度、广度或深度等维度加以量化的情形。这一处理方式也由于无法精

确地给定水制度的具体影响而颇受争议，毕竟仅考虑水制度的有无而忽略每项水制度

的具体区别并不能全面准确量化水制度及其影响。

（二）规制强度法

水规制强度可以根据水制度的类型分为水资源规制强度、水环境规制强度和水生

态规制强度；可以根据规制强度的构造方法分为水规制区域强度指标、水规制数量强

度指标、水规制累计强度指标等 （谢慧明、沈满洪，２０１６）。规制强度法旨在刻画制
度差异而不仅是有无；虚拟变量是离散的，而水规制强度是连续的，如水价、水配

额、单位ＧＤＰ耗水量、政策数量等。
更高水价往往意味着更高水规制强度。人们对阶梯水价中水价档次的提升反应显

著 （ＮａｔａｒａｊａｎｄＨａｎ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１），提价政策是实现工业节水的传统手段 （谢慧明

等，２０１８）。水配额是水规制强度的又一指标。水配额越小，水规制强度越大。水配
额制度安排可以是直接限制取水或用水 （ＬｅｈｍａｎｎａｎｄＦ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也可以是限制
水的使用次数，如灌溉次数 （ＯｚａｎａｎｄＡｌｓｈａｒｉｆ，２０１３）。还有一类水规制强度指标衍
生于环境规制强化制度指标，如单位ＧＤＰ耗水量、单位 ＧＤＰ废水排放量或水规制政
策数量等 （ＬｏｗａｎｄＹｅａｔｓ，１９９２；ＣｏｌｅａｎｄＥｌｌｉｏｔｔ，２００３；张成等，２０１５；沈满洪等，
２０１７）。单一的环境规制指标还包括环境执法中的惩罚金额、环境治理投入和污染物
排放相关指标 （王兵等，２０１０；包群等，２０１３；王勇、李建民，２０１５）。基于各类指
数的综合规制强度也被用于刻画水规制强度，如第三方可持续发展指标、环境规制强

度综合指数、基于虚拟变量法量化后再核算的水规制强度等 （陆，２００９；李玲、
陶锋，２０１２；谢慧明、沈满洪，２０１６）。

规制强度法主要适用于水价、水量和水质。一方面，水规制强度既可以从传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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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水配额等角度进行设置，也可以从水环境角度进行设置；另一方面，水规制强度

既可以是单一的数量式连续型变量，也可以是复合的指数式连续型变量。相比而言，

虚拟变量法下水制度有无的研究并不十分精准，而与之相关的制度执行变量更为重

要，至少在环境污染上如此 （刘建国等，２０１２；包群等，２０１３）。然而，由于没有统
一的指标设置标准，水规制强度的全面性、合理性和稳健性有待强化。

（三）内容分析法

水规制强度高的地区其水制度绩效反而较低 （谢慧明、沈满洪，２０１６）。“一纸
空文”式的政策不可能产生效果，只有当制度被执行后人们才有可能对水规制做出

反应 （包群等，２０１３）。这就对水制度的量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需要对制度内容
进行量化。

与政策数量相比，政策内容更能体现制度的差异性。譬如，最严格的水资源总量

控制制度在各省市均有相应的实施办法，此时省际或市际水规制强度的差异体现为水

资源总量的差异。由此可见，如水价、水配额、管网投入或治理投资、惩罚金额等规

制强度指标也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在规制强度法下此类指标或已

经被量化、收集并进行统计处理；而在内容分析法中，相应的指标需要进一步比较、

分析并进行量化处理。

内容分析法的重点是文本解读并进行元分析。水制度量化研究的元分析主要聚焦

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湿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元分析较早被关注，湿地功能的支付意

愿从高到低依次为防洪、供水、改善水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Ｂｒｏｕｗ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水质支付意愿存在系统性差别，水质改善程度、家庭收入以及被调查者是否为水质改

善的受益者等是关键因素 （Ｈｏｕｔｖ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水环境保护方式、水资源类型，
以及空间和时间因素也被认为会影响支付意愿 （Ｋｒｅｙ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由于支付意愿
相关研究在调查问题、调查队伍、调查分析等环节均存在显著异质性，研究者难以将

所有信息进行统一规范处理，内容分析法也仍有待完善。

内容分析法非常适用于有文本信息的法令。完善内容分析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基

于指标体系及水制度量化方法对政策文本进行解读，或可参考环境信息公开指数构建

研究 （肖淑芳、胡伟，２００５；Ｃｌａｒｋ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在自上而下
的制度推广过程中，统一政策解读方式有助于地方政府更精准地贯彻执行上一级政府

下达的任务或举措。当然，内容分析法也面临合理性和稳健性等争议。

三、水制度量化研究的框架

水制度量化研究的方法重在揭示如何量化水制度，尤其是那些难以量化的水制度

研究对象。水制度量化研究的框架关注的是如何理解量化后的水制度所可能产生的影

响，如对用水量的影响以揭示节水效应、对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以揭示减排效应、

对地区经济产出的影响以揭示经济效应等。节水和减排效应往往在局部均衡的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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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其经济效应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推进。

（一）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

水制度量化研究局部均衡分析旨在考察水制度的成本或收益。该分析框架一般是

在确定目标函数的同时给出约束条件和可行域，然后求解出可行域内目标函数的最优

解。作为约束的水制度会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不变的有总量或价格约束等。

在农业生产中，农业净收益是目标，用水量存在约束；此时，关注的量化对象为水

量，考察的是取水总量控制制度 （Ａｍｉｒ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０）。水资源配置契约在水量维
度可被量化，在局部均衡框架下可通过径流量不得少于上游来水的二次型约束来刻

画，此时，关注的量化对象依然为水量 （Ｂｏｏ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水量约束可以是取水
总量控制，也可以是用水总量控制，还可以是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当总量控制突

破自然总量或契约总量时，技术总量成为重要约束。水制度安排被作为约束条件纳入

费效分析或利润最大化分析是局部均衡理论分析框架的重要特征。该分析框架局限于

分析单目标 （或单系统、单区域）的水制度影响，往往难以兼顾除制度设计初衷以

外的影响，如社会或环境外部性等。

与作为约束不同，水有时候也被作为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或者水污染被作为

坏产出进入生产函数。基于生产理论的水制度量化研究多见于水效率 （范群芳等，

２００７；王学渊、赵连阁，２００８；程永毅、沈满洪，２０１４；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虽然有
学者指出将水作为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存在反事实弊端 （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但这
并不妨碍基于生产理论推进水制度量化研究的经验分析。在局部均衡经验分析框架

中，被解释变量有水资源量、用水量、节水量、水污染物减排量、水质改善支付意

愿、水效率等。水制度有时也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具体变量有水利工程建设前后、水

政策实施前后、水价、水治理投资、水质目标等，涵盖所有可能的五类研究对象。

不管是 “因为水”，还是 “为了水”，水制度量化研究的局部均衡经验框架依赖

控制变量法、随机实验法和自然实验法等分析技术。控制变量法是考察水制度及其绩

效的传统方法，如中国水质制度和水量制度的节水减排效应研究 （沈满洪等，

２０１７）。然而，控制变量易受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且很难找全水制度绩效的影响因
素，遗漏变量问题突出。当水制度的实施与某些遗漏变量相关时，内生性问题又难以

解决。为了解决遗漏变量或内生性等问题，随机实验法为水制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Ｆｅｒｒａ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Ｋａ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高额的时间成本和经
济成本使得随机实验难以大范围推广，自然实验以一种近似于随机实验的方式被用于

研究水制度 （ＮａｔａｒａｊａｎｄＨａｎ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１）。例如，通过比较处理组与参照组两类样
本的排污变化可以揭示环境立法的减排效应 （包群等，２０１３）。

（二）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

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具有投入产出和经济增长两个视角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５；Ｃｏｌｅ，２００４）。投入产出视角下，水制度量化研究的一般均衡思想体现在可计算
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和运用中 （于浩伟、沈大军，２０１４）。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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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很多学者把水资源视为生产要素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在投入产

出价格模型中，平均成本定价和边际成本定价原则被采纳 （Ｌｌｏｐ，２００８）。然而，水
价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需要从水需求角度来考察。考察的机制包

括用水户产出的提高是否会增加用水需求，以及用水户的产出与灌溉用水需求存在何

种关系 （Ｈｅｅｒｄ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经济增长视角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考察的是若干部门之间的一种联动，如生产

部门、消费部门和政府部门等。Ｂｒｏｕｗｅｒ等 （２００８）将水污染视作生产环节的负产
出，并构建了由２７个生产部门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
政府，以及由三类市场主体所构成的商品和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和环境品交易市场。

为了更好地解释政策冲击的影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用来分析水制度。与作为

约束的水制度不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水作为投入要素 （ＬｉａｎｄＳｗａｉｎ，
２０１６）。水政策的冲击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随机扰动对均衡产出、资本和劳动的影
响以及水资源消耗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的响应。

两类视角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突破了局部均衡分析范式，可以考察多目标、产业

间和跨区域的水制度绩效。投入产出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丰硕，但它局限于水

价、水量或水质的水制度量化研究。经济增长视角的经验研究十分匮乏，动态随机一

般均衡模型有望随着贝叶斯方法的兴起被运用于水制度量化研究。

四、小结

水价、水量、水质、工程和法令是文献中重点关注的五类水制度量化研究对象。

五类研究对象具有相对清晰的边界，当然也存在对象的叠加与组合，譬如关于水价的

法令、为了配置水量的工程和为了改善水质的法令等。就单一的量化对象而言，水

价、水量和水质一般通过规制强度法进行量化，工程和法令则分别通过虚拟变量法和

内容分析法进行量化。当量化对象进一步叠加或组合时，量化难度增加，系统化量化

研究对象是重要趋势。水制度绩效一般是指水制度安排的绩效，包括水的绩效，因为

人类经济活动所考察的水一般对应着特定的制度安排。绩效导向的水制度量化研究局

部均衡框架得到了较好的关注与实践，然而一般均衡框架的构建与运用有待强化。总

而言之，应践行系统分析思路、探讨方法的稳健性、完善一般均衡框架，以进一步推

进水制度量化研究。

（１）构建水质、水量、水价、工程、法令 “五位一体”的水制度量化研究对象，

践行水制度量化研究的系统分析思路。水制度量化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水

价和水量，其他关系略有涉及，但总的来说相对薄弱。单一研究对象内部关系的讨论

重点在于工程和法令，工程中大坝与小坝的关系、法令中市场选择型水制度安排与命

令控制型水制度安排的关系等均值得深入。一般而言，富水地区水价相对较低、缺水

地区水价相对较高、优质水源的供水价格相对较高、水工程建设会提高水价、出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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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旨在控质、控量、控水价。水价是水制度量化研究的核心，围绕水价构建水质、

水量、水价、工程、法令 “五位一体”的水制度量化研究对象有利于优化水制度结

构，有利于选择最优制度组合及其方式，有利于践行水制度量化研究的系统分析

思路。

（２）区分水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中所扮演的投入、产出、约束或润滑角色，探
讨水制度量化研究方法论的稳健性。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到底如何且稳不稳健并不

明确。在个案研究中，有学者将水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或将污水作为一种坏产出，或

将水或污水作为约束条件，或将水作为 “润滑剂”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他们虽然

都给出了统计上显著的研究结果，却让人对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无助。

水制度量化研究需要明确哪一类水制度建设思路更好、量化方法更好、分析框架更

好。作为投入的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水制度量化研究的关键；作为产出的

水，提高水环境的利用效率是关键；作为约束或润滑的水，提高水的全要素生产率能

够刻画技术进步所可能带来的水环境容量和水资源总量的增加。因此，水效率是水制

度量化研究方法论稳健性讨论的重要标准。

（３）发挥水市场在处理 “水多了”“水少了”“水脏了”等问题上的经济调节作

用，完善水制度量化研究的一般均衡框架。一时一地的制度安排或可产生截然不同的

政策效果，因此水制度量化研究需要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推进，即需要综合考虑区域

间、产业间、系统间和目标间的关系以及诸如区域内产业间、产业内系统间、系统内

目标间等的关系。譬如，一个旨在节水的水制度是否只要能够实现节水就是一个好制

度，一个旨在减排的水制度是否能够实现减排就是一个好制度？如果答案是 “是”，

那么制度设置的目标十分重要；如果答案是 “否”，那么好的制度安排或许应该满足

不同主体的多种诉求，即需要构建包含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等多治理主体的一般均

衡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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