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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HP与集对分析法的节水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

刘泽岸,王 颖
(西安理工大学 西北旱区生态水利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710048)

摘要:节水型社会建设是落实“节水优先”方针的重要举措,节水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对检验已开

展工作、总结建设经验以及深层推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层次分析法(AHP)与集对分析

法,从综合指标、农业节水、工业节水、城镇节水和其他指标5个方面共13个指标,建立玉环市节水

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并对其建设工作进行综合评价。通过AHP进行指标归一化评价和集对分

析法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集对分析法步骤简单,算法可靠,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玉环市在通过

国家试点和浙江省级第一批节水型社会建设验收后,节水型社会建设已步入中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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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water-savingsocietyconstructionbasedonAHP
andsetpairanalysis
LIUZean,WANGYing

(StateKeyLaboratoryofEco-hydraulicsinNorthwestAridregionofChina,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Xi’an710048,China)

Abstract:Water-savingsocietyconstructionisanimportantmeasuretoimplementthepolicyof
“water-savingispreferential”.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water-savingsocietyconstruction
playsanimportantroleincheckingtheeffectoftheworkcarriedout,summinguptheconstruc-
tionexperienceand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water-savingsocietyindepth.Basedonthe
AHPandsetpairanalysis,thispaperestablishestheindexsystemforwater-savingsocietycon-
structioninYuhuanCityfromfiveaspectsofcomprehensiveindex,agriculturalwater-saving,in-
dustrialwater-saving,urbanwater-savingandotherindicators,makingacomprehensiveevalua-
tionofitsconstructionwork.ThroughtheindexnormalizationevaluationbytheAHPandthe
comprehensiveevaluationbysetpairanalysis,theevaluationshowsthatthesetpairanalysis
methodhassimplestepsandreliablealgorithm,whichisworthfurtherresearchandpromotion.
Thedevelopmentofwater-savingsocietyinYuhuanisintheintermediatestageafterthenational
pilotprojectandthefirstbatchofwater-savingsocietyconstructioninZhejiangProvince.
Keywords:water-savingsociety;analytichierarchyprocess;setpairanalysis;indexsystem;Yu-

huanCity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水安全

保障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气候变化使经济社会发

展与水资源保障矛盾更为突出,节水工作面临新的

形势与挑战[1]。与国际先进节水水平相比,我国目前

节水任务仍任重而道远。区域水资源利用状况与节水

用水效率受到经济发展规模及结构、节水技术发展及

其应用水平、区域产业政策及水资源管理制度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2]。作为节水工作的重要载体,节水型社

会建设尽管目前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建设时效性

有待加强,但仍对地区节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

YangX.H等[3-4]基于非线性优化集对分析模型有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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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水资源研究中难以量化的问题,通过改进的集对分

析法对水资源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我国对节水型社

会建设及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也已取得一些成果:

2012年,我国颁布了《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

方法》(GB/T28284—2012),推荐使用层次分析法

(AHP)[5-7];胡晓雪等[8]基于集对分析法进行河流健康

系统评价;张欣莹等[9]基于熵权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
分析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区域类型,对区域的水资源条

件、社会经济条件和节水潜力进行划分;李岱远等[10]基

于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对节水型社会进行综合评

价;郦建强等[11]通过建立多目标决策 理想区间模型

(MODMIIM)评价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
以往在指标综合评价中,通常采用模糊综合评

价法,此方法虽然易于理解,但主观性强,而集对分

析法能够有效地刻画事物之间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

对立统一关系。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区

域社会经济条件和水资源条件,应用集对分析法对

节水型社会指标体系进行评价。由于在应用集对分

析法时需要建立各个指标在不同权重下的评价体

系,因此,将其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层次分析法通

过不同专家赋权,能更好地反映不同地区之间各指

标重要性的差异。构建节水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

AHP 集对分析模型,可为建设更高水平的节水型

社会提供经验参考。

1 建立指标体系

综合评价是对多属性体系结构描述的对象进行

系统性、全局性和整体性的评价[12]。《节水型社会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GB/T28284—2012)
(下文简称《方法》)给出了7类共计25个评价指标

及其计算方法,其中定量指标包含综合、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生活用水、水生态和环境共5个类别,定
性指标主要指节水管理,同时赋予5个参考指标,
如:人均用水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等。《方法》提出

在评价或考核时,可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选用部分

参考指标和增补个别地方性特征指标。
本文根据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和本质,依据

《方法》中的参考指标体系,结合浙江省第一批节水

型社会建设自评估表和玉环市实际用水情况,并参

考相关专家意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

示[13-14]。表1中,整体按照用水结构对目标层进行

分类,划分为综合指标B1、农业节水指标B2、工业

节水指标B3、城镇节水指标B4和其他参考指标B5,
在每个因素层中只选取影响较大的指标进行评价。
如在综合指标B1中,结合经济、人口和用水总量,选
取用水总量C1、万元GDP用水量C2和人均综合用

水量C3共3个指标;工农业和城镇用水量较大,在
农业节水指标B2、工业节水指标B3和城镇节水指

标B4上,主要选取体现节水与用水效率的评价指

标;考虑到玉环市作为水资源匮乏的海岛城市,海水

淡化利用和监管体系建设尤其重要,因此把再生水

利用量C12和重点取水户实时监控率C13纳入其他

参考指标B5。

表1 节水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1 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systemforwater-savingsocietyconstruction

目标层 因素层 评价指标层 计量单位

节水型社会建设

评价指标体系A

综合指标B1

农业节水指标B2

工业节水指标B3

城镇节水指标B4

其他参考指标B5

用水总量C1 亿m3

万元GDP用水量(不含环境配水)C2 万m3/万元

人均综合用水量(不含环境配水)C3 m3/人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C4

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C5 m3/亩

节水灌溉工程面积率C6 %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C7 万m3/万元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C8 %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C9 %

城镇节水器具普及率C10 %

城镇污水处理回用率C11 %

再生水利用量C12 万m3

重点取水户实时监控率C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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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开发利

用状况、用水效率和水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因
此在建立标准时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本研究在借

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5-16],根据节水型社会建

设任务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的原则,结合玉

环市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建立节水型社会建设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如表2所示。
该指标体系将5个因素层的指标划分为5个等

级,从左到右分别为:优秀、良好、中等、初级和起步

阶段。
表2 节水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标准

Tab.2 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systemstandardforwater-savingsocietyconstruction

因素层 评价指标层 优秀 良好 中等 初级 起步 计量单位

B1

C1 (0,0.8] (0.8,1] (1,1.1] (1.1,1.2] (1.2,1.5] 亿m3

C2 (0,25] (25,30] (30,50] (50,70] (70,100] 万m3/万元

C3 (0,200] (200,220] (220,250] (250,300] (300,350] m3/人

B2

C4 [0.75,1] [0.7,0.75) [0.6,0.7) [0.54,0.6) [0.5,0.54)

C5 (0,300] (300,400] (400,500] (500,600] (600,700] m3/亩

C6 [75,100] [70,75) [60,70) [50,60) [20,50) %

B3
C7 (0,30] (30,35] (35,40] (40,70] (70,100] 万m3/万元

C8 [95,100] [85,95) [75,85) [65,75) [55,65) %

B4

C9 [0,6] (6,8] (8,9] (9,15] (15,20] %

C10 100 [98,100) [95,98) [90,95) [80,90) %

C11 [80,100) [70,80) [60,70) [50,60) [40,50) %

B5
C12 [1400,+∞)[1200,1400)[1000,1200) [800,1000) [600,800) 万m3

C13 100 [98,100) [95,98) [90,95) [80,90) %

2 建立AHP-集对分析评价模型

2.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作为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
统化层次化的决策分析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具

有显著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已被广泛应用于权重分

析等领域。
通常情况下,层次分析法一般包括建立层次结

构模型、构造比较矩阵、计算权向量、做一致性检验、
层次排序、做出决策共6个步骤。

在进行节水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的过

程中,每个指标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合理地确定各个

指标的权重是科学分析的基础。目前常用的指标权

重计算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尽管主观

赋权法主观性较强,但根据专家赋权能更准确地表

达不同指标权重的差异性,具有解释性强的优点。
因此,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综合评价目标层的

一级指标(因素层:B1~B5)和二级指标(指标层:

C1~C13)的权重,综合权重则为一级指标权重与二

级指标权重的乘积。比较同一层次不同指标的重要

性,并将重要性赋值,建立比较矩阵。
设目标层A 由一级指标组成,构造比较矩阵:

A= Bst  =

B11 B12 … B1n

B21 B22 … B2n

︙ ︙ ︙

Bn1 Bn2 … Bnn





















(1)

其中,Bst为Bs相对于Bt的重要性,Bst>0且

Bst = 1Bts
。

做比较矩阵一致性检验:

CI=λmax-n
n-1

(2)

式中:λmax 为矩阵最大特征值;CI为描述不一致程

度的指标;n为矩阵阶数,并根据其阶数查得相应的

RI值。
运用公式:

CR =CI
RI

(3)

式中: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CR 为随机一致

性比率。
当CR<0.1时,判定比较矩阵具有良好的一致

性,否则调整比较矩阵直到满意一致性为止。
利用和值法,对比较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

wst =Bst/∑
n

s=1
Bst (4)

235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20)第36卷第4期 



ws =∑
n

t=1
wst (5)

ws =ws

n
(6)

式中:Bst为矩阵A 的s 行t列的数值;n 为方阵阶

数;wst为列向量归一化后的权重;ws为每行向量之

和;ws 为每行向量的平均值,即各指标权重。

2.2 集对分析法

集对分析法(setpairanalysis,SPA)由赵克勤

于1989年提出,是一种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系统分

析方法,现在已成功应用于多个领域,包括水利安全

人因分析、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节水型社会建设综

合评价等[17-21]。
集对分析法是将客观事物和客观因素之间的联

系视为一个不确定性系统,通过两个相关的集合构

建集对,再对集对的同一性、差异性和对立性进行分

析,建立集对联系度[22]。
设节水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样本数据集记为

X 集合,评价等级标准集记为Y 集合。对集对 H=
(X,Y)中的 N 个特性展开描述:分解两集合的联

系,得到S项共有特性、P 项相互对立的特性,剩下

的特性记为F(既不对立,也不是集合 X、Y 共有)。
此时,称S/N 为X、Y 集合在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问

题中的同一度,F/N 为差异度,P/N 为对立度。其

联系度μ为:

μ=
S
N +

F
Ni+

P
Nj (7)

式中:i为差异度系数,i∈[-1,1];j为对立度

系数。
令a=S/N ,b=F/N ,c=P/N ,则式(7)可

化简为:

μ=a+bi+cj (8)
根据同一度、差异度、对立度的定义,a、b、c

满足归一化条件:

a+b+c=1 (9)
由于实际问题的复杂性,拓展式(8),可得多元

联系度μ为:

μ=a+b1i1+b2i2+…+bkik+cj (10)
式中:k为差异度分量数;b1,b2,…,bk 为差异度分

量;i1,i2,…,ik 为差异度分量系数。
在式(10)中,根据归一化条件a+b1+b2+…+

bk+c=1,则共性、对立特性和差异特性权重的联

系度μ为:

μ=∑
S

k=1
wk+∑

S+F

k=S+1
wki+ ∑

N

k=S+F+1
wkj (11)

式中:∑
N

k=1
wk=1,wk为各特性权重,由层次分析法确定。

2.3 模型建立

本研究根据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个评价

指标的权重;由集对分析法建立实际建设指标和评

价体系指标的集对,再结合已求出的权重值,计算集

对的联系度;最后通过置信度准则对联系度数值进

行分析,进而确定评价结果。

3 实例应用

3.1 研究区域概况

玉环市位于东经121°05'38″~121°32'29″、北纬

28°01'32″~28°19'24″之间,地处浙江省东南部台州

市东南端,东临东海,是全国14个海岛县级行政区

之一,属于典型的海岛缺水地区。东西最大距离

33.6km,南北最大距离33.9km,总面积405.5km2。
根据《台州市水资源公报》,玉环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1443.6mm,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6889亿m3,
多年平均人均水资源量仅为577m3。以2017年为例,
玉环市户籍人口43.39万,水资源量为1.2651亿m3,
人均水资源量291.6m3/人,远远低于浙江省和全

国平均水平,属于水资源十分匮乏的地区。玉环市

作为全国第三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于2009—

2011年开展试点建设;作为浙江省第一批节水型社

会建设市,于2013—2015年开展建设。

3.2 数据计算分析

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在考虑《方法》给出的各

项指标参考权重的基础上,结合玉环市实际情况,收
集多位相关专家意见,填写各层比较矩阵,对指标体

系的一级指标(因素层)建立比较矩阵:

A= B5×5  =

1 1/3 1/3 1/2 2
3 1 1 2 2
3 1 1 1 2
2
1/2

1/2
1/2

1
1/2

1 2
1/2 1

























(12)
根据式(4)~式(6)计算一级指标权重:w =

[0.1230.30.260.2080.109]T。由 MATLAB计

算其最大特征值为5.17。
进行一致性检验得CR=0.038<0.1,满足要

求,采纳各指标权重。
同理,对二级指标比较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满

足后进行归一化处理,最终确定节水型社会建设指

标体系权重,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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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节水型社会建设指标权重

Tab.3 Theindexweightofwater-savingsocietyconstruction

目标层 目标层权重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综合权重

A 1

B1 0.123

B2 0.3

B3 0.26

B4 0.208

B5 0.109

C1 0.3875 0.04766

C2 0.3500 0.04305

C3 0.2625 0.03229

C4 0.3875 0.11630

C5 0.3875 0.11630

C6 0.2250 0.06740

C7 0.7500 0.19500

C8 0.2500 0.06500

C9 0.3542 0.07370

C10 0.3542 0.07370

C11 0.2916 0.06060

C12 0.5000 0.05450

C13 0.5000 0.05450

  玉环市进行节水型社会建设后各评价指标如表

4所示。其中,除C5、C6外,其他指标数据均来自

《台州市节约用水通报》(2015),C5数据来自《台州

市水资源公报》。
通过调查该地区2015年水利统计资料,得到玉

环市实际灌溉面积为7.46千公顷,节水灌溉面积为

5.14千公顷,节水灌溉工程面积率C6为节水灌溉面

积与实际灌溉面积的比值,计算得68.39%。

表4 玉环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指标情况

Tab.4 Indicatorsofwater-savingsociety
constructioninYuhuanCity

指标 指标值(2015年) 计量单位

C1 1.2601 亿m3

C2 26.9 万m3/万元

C3 188.3 m3/人

C4 0.572

C5 374 m3/亩

C6 68.39 %

C7 17.07 万m3/万元

C8 60 %

C9 8.58 %

C10 95 %

C11 76.4 %

C12 815 万m3

C13 100 %

  参考表2指标体系标准,对5个等级进行赋分,

其中起步40%~50%、初级50%~60%、中等60%~
70%、良好70%~85%和优秀85%~100%,对表4
中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归一化处理后,做简单评价,处
理结果如表5所示。由:

P =∑
13

d=1
wdqd/100 (13)

式中:qd 为归一化值,d=1,2,…,13。
求得P=71.29%,即根据评价,其节水型社会

建设达到良好阶段。
将玉环市2015年13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

标组成的集合记为X(C1,C2,…,C13),各个评价指

标对应的评价标准组成的集合记为Y(g1,g2,…,

g5),从而构成集对 H(X,Y),计算集对 H 的联

系度。
由式(10)可得:

μd =ad +bd1i1+bd2i2+bd3i3+cdj (14)
式中:μd 为各指标联系度;ad,bd1i1,bd2i2,bd3i3,cdj
分别为指标C1~C13所对应5级标准的可能程度(优
秀,良好,…,起步);i为差异度系数,i∈[-1,1];j为

对立度系数。
因此,总联系度μ为:

μ=∑
13

d=1
wdμd =∑

13

d=1
wdad +∑

13

d=1
wdbd1i1+

∑
13

d=1
wdbd2i2+∑

13

d=1
wdbd3i3+∑

13

d=1
wdcdj

(15)

式中:wd为指标Cd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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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节水型社会建设指标归一化处理

Tab.5 Normalizationtreatmentofwater-savingsocietyconstructionindex

指标 优秀 起步 指标值(2015年) 计量单位 归一化值qd/%

C1 (0,0.8] (1.2,1.5] 1.2601 亿m3 34.29

C2 (0,25] (70,100] 26.9 万m3/万元 97.47

C3 (0,200] (300,350] 188.3 m3/人 100

C4 [0.75,1] [0.5,0.54) 0.572 28.8

C5 (0,300] (600,700] 374 m3/亩 81.5

C6 [75,100] [20,50) 68.39 % 87.98

C7 (0,30] (70,100] 17.07 万m3/万元 100

C8 [95,100] [55,65) 60 % 0

C9 [0,6] (15,20] 8.58 % 81.57

C10 100 [80,90) 95 % 75

C11 [80,100) [40,50) 76.4 % 91

C12 [1400,+∞) [600,800) 815 万m3 26.88

C13 100 [80,90) 100 % 100

  令f1 = ∑
13

d=1
wdad ,f2 = ∑

13

d=1
wdbd1i1 ,f3 =

∑
13

d=1
wdbd2i2 ,f4 =∑

13

d=1
wdbd3i3 ,f5 =∑

13

d=1
wdcdj,

则式(15)可化简为:

μ=∑
13

d=1
wdμd =f1+f2+f3+f4+f5 (16)

通过计算,各指标特性如表6所示。根据式

(15)~式(16),f1、f2、f3、f4、f5分别为0.378、

0.212、0.193、0.175、0.042。
可以采用置信度准则评判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评

价等级[23]。设h为评价等级;设λ为置信度,一般

取值为[0.5,0.7],λ值越大,表示评价结果越稳定。
本文选取置信度λ=0.7[24],采用逆向型等级标

准,由:

h=min{g*|∑
g*

g=1
fg ≥λ,1≤g≤G} (17)

式中:G 为评价等级总数,本文取G=5;g为所选的

评价等级,1≤g≤G;g* 为此次逆向型等级标准中

满足公式的评价等级。
由式(17)可知,当取g* =3时,h=0.378+

0.212+0.193=0.783>0.7。可见,玉环市节水型

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等级为第3级,即中

等阶段。

表6 玉环市2015年联系度计算及综合评价结果

Tab.6 Connectiondegreecalculationandcomprehensive

evaluationresultsinYuhuanCityin2015

d ad bd1i1 bd2i2 bd3i3 cdj

1 0.00 0.00 0.00 0.80 0.20

2 0.62 0.38 0.00 0.00 0.00

3 1.00 0.00 0.00 0.00 0.00

4 0.00 0.00 0.53 0.47 0.00

5 0.26 0.74 0.00 0.00 0.00

6 0.00 0.84 0.16 0.00 0.00

7 1.00 0.00 0.00 0.00 0.00

8 0.00 0.00 0.00 0.50 0.50

9 0.00 0.42 0.58 0.00 0.00

10 0.00 0.00 1.00 0.00 0.00

11 0.64 0.34 0.00 0.00 0.00

12 0.00 0.00 0.08 0.92 0.00

13 1.00 0.00 0.00 0.00 0.00

  
3.3 评价结果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根据层次分析法确立权重,归
一化处理后评价的结果和集对分析法综合评价的结

果基本相同。在评价等级上,前者结果为良好,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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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等。二级指标在两种评价方法中表现出的整体

趋势也基本相同,其中C3、C7和C13均是评价结果最

高的3个指标,为“优秀”阶段,次之均为C2和C11。
这表示将集对分析法应用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综合

评价是可行的。相较于 AHP的归一化处理评价,
集对分析法的优势在于其原理可靠,计算过程精确,
评价结果直观稳定。

集对分析法将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视为一个整

体,并构造集对,对其特性进行分析,通过计算联系

度和置信度进行评价,其原理简单可靠。根据指标

同一性、差异性和对立性,建立不同的评价标准和阶

段,通过计算,可以直观看出联系度和评价标准的

关系。

4 结 语

本文以玉环市为例,在构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主要指标体系后,通过层次分析法确立各指标权重,
在归一化处理后进行评价;通过集对分析法建立集

对并计算联系度,基于置信度准则对指标体系进行

综合评价。对比两种评价方法,验证了集对分析法

原理可靠,计算精准,并具有稳定直观的评价结果。
由于综合评价涉及工业、农业等多个行业的指标,在
运用此模型时仍需注意:不同的确权标准将直接影

响指标权重的大小。为此,必须选择具有不同职业

背景的专家,并结合地区实际特点,得出合理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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