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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区域再生水的潜在价值是促进其推广利用的依据。以再生水回用标准、经济社会发展、

天然水资源特征等为基础，结合水污染状况、水资源贫乏状况、经济发展和再生水水质共４类２８项
指标，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改进的熵权法建立了再生水资源价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

以西安市等７个城市为例进行再生水价值评价。由评价结果可知，再生水资源价值商洛市最低，咸
阳市最高，其余城市均存在中等以上的潜在价值，表明多数城市对再生水资源具有较大的市场需

求，其需求程度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贫乏状况影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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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水是指污水经过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
水质指标，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实用的

水，是国际公认的解决城市水资源短缺的“第二水

源”。相比欧洲［１］、日本［２］等国家，我国的再生水资

源利用步伐相对缓慢，而对再生水价值的认识不足

是导致再生水 “叫好不叫座”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

再生水资源价值评价是以影响再生水价值的若

干因素作为指标，将再生水自身的特质与区域的社

会经济、资源等外部环境联系起来，定量的描述其作

为水源所存在的价值。国内外常用的评价方法有层

次分析法［３］、灰色理论［４］、神经网络［５］、模糊评

价［６］、统计分析法［７］、主成分分析法［８］等。对再生

水价值的分析评价仅见于熊家晴等［９］利用生命周

期综合价值模型对不同工艺条件下的再生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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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对比。黄廷林等［１０］分析了影子价格模型和

边际成本模型用于再生水资源价值定量化分析的理

论，但均存在着求解困难且实用性差的问题。考虑

到再生水资源价值系统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模糊系

统，采用模糊数学方法进行综合评判更符合实际情

况。但模糊数学法的评判效果严重依赖于权值的确

定，故选择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则十分重要。

在信息论中，熵值反映信息无序化程度［１１］，故

可用信息的有序度来确定指标权重，它能尽量消除

权重计算的人为干扰。本文以标准化变换形式改进

的熵权法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建立模型，对城市

再生水资源价值进行评价，权重的计算过程不加入

任何主观信息，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使评价

更加具有客观性。

１　评价指标系统及评价方法

１．１　评价指标系统的确定
再生水是以城市污水或工业废水为原水，通

过人为处理而恢复其使用价值，成为可重复利用

的水资源而具有价值的。影响再生水资源价值的

因素不仅有社会、经济、自然方面，还有再生水资

源系统自身。

在进行资源价值评价时，指标体系并非越大越

全越好。指标愈多，除了需投入大量的工作，取值困

难和可操作性较差以外，指标间复杂的关系容易造

成相互之间的关联或包容，也会冲淡主要指标的影

响作用。另外，指标体系过大，使得每个指标的权重

变得很小，不能充分体现主要指标的作用。为了充

分考虑再生水资源价值系统的复杂性特点，可针对

单因素指标加以分析、归类，构建能集中反映再生水

资源价值、代表性好，针对性强且易于量化的综合参

数以建立指标体系。

按照上述原则，本文以水体污染状况、水贫乏状

况、经济发展状况和再生水水质４类共２８项指标反
映再生水价值，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分类 天然水体状况Ｘ１ 水贫乏状况Ｘ２ 经济社会发展Ｘ３ 再生水水质Ｘ４

指标

溶解氧 径流年变差系数 人均ＧＤＰ 高锰酸盐指数

高锰酸盐指数 人均水资源量 人口密度 ＢＯＤ５
ＢＯＤ５ 人均可供水资源量 城市供水水价 ＳＳ
ＮＨ３Ｎ 万元ＧＤＰ水资源占有量 水利行业投资 ＴＰ
ＴＰ 现状缺水率 农业灌溉用水效率 ＮＨ３Ｎ
ＴＮ 工业水重复利用 Ｆｅ
石油类 生活用水指标 Ｍｎ
六价铬 色度

１．２　再生水价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设再生水资源价值系统由ｎ个影响再生水价值

的指标组成方案集，有ｍ个评价结果组成对方案集
进行评判的指标集，则再生水资源价值模糊综合评

价模型的建立步骤［１２］如下：

１）建立评价对象的指标集 Ｕ ＝｛ｕ１，ｕ２，
…，ｕｎ｝；
２）建立评价集Ｖ＝｛ｖ１，ｖ２，…，ｖｎ｝；
３）在评价对象的指标论域 Ｕ与评语集 Ｖ之间

进行单因素评价，建立模糊关系矩阵Ｒ：

Ｒ＝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ｍ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ｍ
   

ｒｎ１ ｒｎ２ … ｒ













ｎｍ

其中，ｒｉｊ表示因素论域Ｕ中第ｉ个因素ｕｉ对应于评语
论域Ｖ中第ｊ个等级ｖｊ的相对隶属度；

４）模糊综合评价。再生水资源价值的模糊综合
评价模型为Ａ与Ｒ的合成运算，即：

Ｂ＝（ｂｊ）１×ｍ ＝ＡＲ （１）

ｂｊ＝∑
ｎ

ｉ＝１
ａｉｒｉｊ，　ｊ＝１，２，…，ｍ

式中，Ａ＝（ａ１，ａ２，…，ａｎ）为各因素对再生水资源价

值的指标权重，且满足∑
ｎ

ｉ＝１
ａｉ＝１，本模型中权重以

熵权法确定；“”为模糊合成算子，本文选取加权平
均型算子Ｍ（·，）进行综合评价；Ｂ为再生水资源
价值的评判结果集，选取 ｍａｘｂｊ对应的评语为最终
的评价结果。

１．３　改进的熵权法确定权重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它利用信息论中

熵值的概念反映不同指标中信息无序化的程度，以

此来度量某项指标所携带的信息的多少，以确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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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策所起的作用的大小。熵值越大，信息的无序度

越高，其信息的效用值越小，即该指标的重要性程度

低；反之则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大。利用标准化变换

法［１３］对熵权法进行改进，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１）以ｎ个评价指标相对于ｋ个评价对象的取值
构造判断矩阵Ｘ：
Ｘ＝（ｘｉｊ）ｋ×ｎ（ｉ＝１，２，…，ｋ；ｊ＝１，２，…，ｎ）
２）标准化法变换。
不同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单位，为使指标

间更具可比性，利用标准化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

变换，如下式：

ｙｉｊ＝（ｘｉｊ－珋ｘｊ）／Ｓｊ （２）
其中，珋ｘｊ为指标ｊ取值的均值，Ｓｊ为指标ｊ取值的标准
差。为了消除负值，可以将坐标进行平移。指标值ｙｉｊ
经过坐标平移之后变为ｚｉｊ，其中ｚｉｊ＝Ｃ＋ｙｉｊ，式中Ｃ
为坐标平移的幅度。

３）确定评价指标的熵值 Ｈｉ及指标差异性系
数Ｇｉ：

Ｈｊ＝－
１
ｌｎｋ∑

ｎ

ｉ＝１
ｆｉｊｌｎｆｉｊ （３）

其中，ｆｉｊ＝ｚｉｊ／∑
ｍ

ｊ＝１
ｚｉｊ，ｉ＝１，２，…，ｋ；ｊ＝１，２，…，ｍ，则

Ｇｉ＝１－Ｈｉ。当 Ｇｊ值越大，指标 ｊ在综合评价中越
重要。

４）评价指标的权值ωｊ：

ωｊ＝
Ｇｊ

∑
ｋ

ｊ＝１
Ｇｊ
＝

１－Ｈｊ

∑
ｋ

ｊ＝１
（１－Ｈｊ）

（４）

且满足∑
ｍ

ｊ＝１
ωｊ＝１，０≤ωｊ≤１。由上式可知，熵值越

小时，权值越大，表明相应的评价指标的信息量越有

效，该评价指标越重要。反之，指标的熵值越大，该指

标越不重要。

２　实例应用

陕西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６７６．４ｍｍ，水资源
总量为４４５亿ｍ３，居全国第１９位；人均水资源量为
１２８０ｍ３，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５５％。水资源在地区
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其中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人均

水资源量为 ３９３．３ｍ３，陕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为
９５６ｍ３，而水量丰富的陕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为
３５２６．４ｍ３。水资源的质与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以及教育文化素质等要素的时空变化性，加之

再生水供水企业工艺技术及发展状况的不同，使再

生水资源的潜在价值存在较大的空间分异。在陕西

省境内关中、陕北、陕南三个自然区域内选择西安、

咸阳、宝鸡、榆林、延安、汉中和商洛共７个代表性城
市为研究对象，根据历史与现状调查资料，以现有工

程及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分析其水资源及其开发

利用情况，结合各市区内天然水体水质现状及重点

再生水企业供水水质情况对各分类的指标综合值进

行，结果见表 ２，计算所用的基础资料来源于各市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统计年鉴、水资源公报、以及部分水
文、水质实测资料。

表２　研究区２０１０年再生水价值评价指标取值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ｉｎ２０１０
分区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西安市 ８．１８８ ２．１５４ １．５５３ ０．３９１
咸阳市 １２．２５７ １．１１２ １．１６１ １．４２２
宝鸡市 ９．７３４ ２．８３３ １．２１１ ０．６０５
榆林市 ５．３５３ ３．０９８ １．３２８ １．２３８
延安市 ４．８９１ １．９６１ ０．８４５ ０．６６１
汉中市 ３．５２４ ４．２０２ ０．９５４ ０．６２９
商洛市 ２．８２７ ４．７２４ ０．３９１ １．８８１

根据模糊数学理论，将再生水价值评价综合指

标分成若干级别，则评价指标对应各等级的隶属度

可根据评价指标的实际数值对照各分级指标推求。

将评语分为５个级别，分别对应高、较高、中等、较低
和低，相应的再生水价值分别为有很高价值、有较高

价值、有价值、有很少价值、基本无价值。评价指标

及其分级标准见表３。

表３　评价指标及分级情况
Ｔａｂ．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

价值等级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高（Ｖ１） ≥１２ ≤１ ≥１．５ ≤－１
较高（Ｖ２） ８．０～１２ １．０～２．０ １～１．５ －１．０～０．５
中等（Ｖ３） ４．０～８．０ ２．０～４ ０．９～１ ０．５～１．０
较低（Ｖ４） ２．０～４．０ ４．０～５．０ ０．７～０．９ １．０～１．５
低（Ｖ５） ≤２ ≥５ ≤０．７ ≥１．５

２．１　指标权重计算
根据表 １中评价对象的各指标取值，按照式

（２）对原始矩阵进行标准化变换并平移，得可公度
性标准矩阵Ｚ。

Ｚ＝

２．４６８１ １．３９２３ ３．４０３２ ０．８４３２
３．７３２７ ０．５０６８ ２．２７９９ ２．８８４４
２．９４８５ １．９６９３ ２．４２３２ １．２６６９
１．５８７０ ２．１９４５ ２．７５８５ ２．５２０１
１．４４３４ １．２２８３ １．３７４５ １．３７７８
１．０１８５ ３．１３３ １．６８６９ １．３１４４
０．８０１９ ３．５７６２ ０．０７３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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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３）、（４）计算可得评价指标的熵值 Ｈ＝
（０．９３６３，０．９３１８，０．９１１４，０．９３７８），指标权重 ω
＝（０．２２５２，０．２４１３，０．３１３４，０．２２０１），表明水贫
乏指数和经济综合指数所直接代表的水资源供需状

况对再生水价值的影响程度较大。

２．２　隶属函数建立及模糊综合评价
隶属函数是对模糊概念的定量描述，正确地确

定隶属函数，是运用模糊集合理论解决问题的基础。

为消除指标特征值量纲不同的影响，需要对指标取

值矩阵Ｘ进行标准化处理。一般情况下，按评价指标
类型的不同（效益型、成本型和中间型）可以有不同

的隶属度函数。本例中的天然水状况和经济社会发

展指数均为越大越优的效益型指标；水贫乏状况和

再生水水质指标为越小越优的成本型指标。对效益

型指标可采用升半梯形分布函数和三角形分布函

数，对成本型指标可采用降半梯形分布函数及三角

形分布隶属函数［１４１５］。

以宝鸡市为例，按照上述隶属函数构造判断矩

阵Ｒ，其４个分类指标取值相对于５个评判级别的隶
属度矩阵为：

ＲＢＪ＝

０．４３５６０．５６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３５０．４１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２００．５７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７９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由式（３）可得，宝鸡市再生水资源价值综合评
价为ＢＢＪ：

ＢＢＪ＝（０．２２５２，０．２４１３，０．３１３４，０．２２０１）

０．４３５６ ０．５６４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３５ ０．４１６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２０ ０．５７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９００ ０．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０４，０．６２２９，０．１４６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按照优属度最大原则，宝鸡市再生水价值等级
为“较高”。同理对其它分区再生水价值进行综合

评价，评价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城市再生水资源价值综合评价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ｌｕｅ

分区 Ｖ１ Ｖ２ Ｖ３ Ｖ４ Ｖ５ 价值等级

西安市 ０．３３１６ ０．６４７３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高

咸阳市 ０．５５０３ ０．２３７７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７２０ ０．００００ 高

宝鸡市 ０．２３０４ ０．６２２９ ０．１４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高

榆林市 ０．１８７５ ０．３３６２ ０．４０１２ ０．０７５１ ０．００００ 中等

延安市 ０．０１５６ ０．４７８２ ０．４１３０ ０．０９３２ ０．００００ 较高

汉中市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７１ ０．６４４２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０００ 中等

商洛市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７７ ０．３４３７ ０．４８８６ 低

　　由表３可知，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评价区域再
生水价值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咸阳市、西安市、宝

鸡市、延安市、汉中市、榆林市和商洛市。该结果反

映除商洛市外，各地再生水资源均具有一定价值；咸

阳市因水资源缺乏且污染严重，几个已建的污水处

理厂均未建再生水深度处理工程，污水再生利用具

有最高的潜在价值；商洛市因水资源条件好、水质状

况良好，以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再生水资源基本无

价值，但不排除日后自然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后存

在的潜在价值。

３　结　论

１）在再生水的常规监测指标数据的基础上，从
影响再生水价值的主导因素出发，选取了天然水体

污染指数、水贫乏指数、经济综合指数和再生水水质

指数等４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系统，代表性和可操
作性较好。

２）熵值法用于确定指标权重以建立模糊综合
评价模型，避免了人为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采用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变换处理以改进熵值

法，不需要增加任何主观信息，且有利于缩小极值对

评价结果的不利影响，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权重确定

方法，对增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具有重要作用。

３）评价结果表明各市再生水价值有差异，但普
遍具有中等以上级别的价值，从价值角度说明了再

生水资源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为进一步推广再生

水利用提供了依据。

９１４　汪妮等：改进的熵权法在再生水资源价值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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