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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最新可用的国家指标数据地图，包括96个国家提交的2017年和2020年的 
数据，显示被归类为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的比例

 

资料来源：改编自联合国水机制（2021）。

在水质问题面前无所作为，就会威胁到人

类健康、经济和生态系统健康（Damania
等人，2019）。水体污染可能显而易见，例
如湖泊中藻类的大量繁殖，也可能肉眼看

不见，例如水中含有某些化学物质或抗生

素。无论哪种情况，如果我们无所作为，

人类或生态系统的健康就会受到不利 
影响。

如果要到2030年实现具体目标6.3并改
善水质，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掌握信

息。我们需要知道哪里的水质好，哪里的

水质不好，以及水质是如何随时间变化

的。2020年，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指标6.3.2开展了数据收集运动，使提交
的报告比2017年增加了100%以上（从39
个国家增加至89个国家）。这是一个积极

环境水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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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虽然已提交报告的数量很重要，

但这只是第一步。提交的报告越多，意味

着有更多的国家参与这一指标，产生和分

享更多的信息，真正的成功就在于此。收

集这些数据并使其可用，有助于引发以改

善水质为目标的行动。

提交的报告增多能带来许多额外的好处，

还会产生连锁效应，但除非加以展示和宣

传，否则往往不为人所知。例如，作为对

这一指标最新数据收集运动的反应，一

些国家开始以新的方式审视其数据。这一

指标有助于将数据转化为信息，而以前数

据一直滞留在产生数据的组织内，其潜力

无法实现。一些国家审查了其环境水质报

告流程，并首次编制了国家水质状况图。

以前，只进行国家或国家以下各级的报

告，没有进行任何国家汇总。此外，最重

要的是，一些国家利用这一机会首次启动

了环境水质方案，或利用这一机会将现有

的监测工作重点转向这一新目的。本报告

描述了所有这些例子，还列举了更多的例

子，力求提高国际社会对水质重要性的认

识，并激发变革。

对全球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启示

低GDP国家的数据缺口。2020年报告了
超过75,000个水体，但其中超过四分之
三的水体位于24个高GDP国家。最贫穷
的20个国家报告的水体仅有1,000多个。 
“需要更多的监测”可能是一条被过度

使用的信息，但当人们将未经处理的、水

质不明的水作为饮用水和家庭用水时，这

条信息就至关重要。

图2. 用按水体类型划分的水体数量（按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位数划分） 

表示的监测努力
资料来源：改编自联合国水机制（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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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7年和2020年均报告指标6.3.2的国家数量，按水体类型划分并 
汇总为六个水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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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良好。在世界所有区域，无论是低收

入、中收入还是高收入国家，都有一些水

体仍处于良好状态。2020年评估的60%
的水体——76,151个中有45,966个——
被归类为具有良好的环境水质。保护容

易恢复难，因此必须现在就开始努力保护

这些水体，这样它们才能继续为社区和环

境带来惠益。

水质威胁。虽然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

国家也报告了水质差的水体，但根本的驱

动因素可能各不相同，因此需要采取针对

具体国家的行动。农业和未经处理的废

水对全球环境水质构成了两个最大的威

胁：它们向河流、湖泊和含水层释放过多

的营养物质，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功能。与

该指标的其他水质参数相比，氮和磷的

测量更经常地未达标。

缺乏地下水数据。在89个有数据的国家
中，只有52个国家报告了关于地下水的
信息，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地下水占一

个国家淡水总量的份额往往最大。许多

国家对水文地质环境、对这些资源所面

临的压力以及如何有效地开展监测缺乏 
了解。

建设监测能力。在大多数国家，环境水质

数据的收集没有常态化。这意味着30亿
人使用水质未知的水，他们因此可能面临

巨大的风险。此外，发展中国家关于水质

的数据缺乏细节，在计算指标时使用的测

量值相对较少，而且也没有制定合适的环

境水质标准。这使得报告的可靠性打了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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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启示

拥有健全监测系统的国家出现了积极的

趋势。在2017年和2020年都提交了报告
的49个国家中，有19个国家有望改善水
质。这些国家都拥有健全的监测系统。这

反过来又证明了监测对于积极管理行动

至关重要这一概念。

水质数据需要纳入管理和政策行动。为了

产生最大的影响，需要将水质数据纳入

管理和政策行动，并同时改进针对所有利

益攸关方进行的宣传和沟通，以确保水质

问题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水质面临着很多威胁。来自未经处理的废

水和农业径流的营养物质仍然是最大的

威胁。提高废水处理率和技术，同时确保

在农业部门采用最佳管理方法，将带来最

大的回报。

使用相同的空间单位收集可持续发展目

标6不同指标的数据。使用相同的空间单
位收集可持续发展目标6所有指标的数
据，将有助于影响管理行动并引发政策变

化。例如，关于废水处理水平和环境水质

的数据将有助于确定哪些河流流域正在

取得最大进展，以及在哪些地方改善水质

的努力没有产生预期效果。

需要发展数据管理方面的能力。与各国的

接触凸显了一个事实，即数据管理方面的

能力发展是最大和最紧迫的需求之一。

以这一领域为工作目标，将有助于更好地

利用现有的数据，并有助于激活这些数据

以供管理决策。

对水质专家和从业者的重要启示

改进方法的执行效果。与2017年使用的
目标值相比，在本国执行该指标的国家使

用的目标值更接近于原本预计会反映“良

好环境水质”的目标值。

提高标准化程度。将2020年与2017年的
指标得分结果进行比较，显示所观察到

的范围略有收缩，所有水体类型的第二十

五和第七十五个百分位数都向中位数移

动，湖泊和地下水的中位数都有所增加，

而河流的中位数则大幅下降。这可能表

明，在方法的执行过程中，方法的标准化

程度更高。

新的指标计算服务。18个国家使用了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供的指标计算
服务来减轻报告负担。其中几个国家选择

使用它们已经定期向全球淡水环境监测

系统（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方案）数据
库GEMStat提交的数据。这意味着这些
国家只需要验证以其名义生成的指标得

分，从而减轻了报告负担。

减轻报告负担。目前正在努力减轻参与现

有区域框架的国家的报告负担并减少重

复工作。在2020年的数据收集运动中，首
次试点重新使用38个会员国和合作国向
欧洲环境署报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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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亚马逊河畔，摄影：Sébastien Goldberg

对普通公众的重要启示

能力发展正在产生积极影响。针对指标

6.3.2的能力发展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还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在最不发达国

家再接再厉。这将扩大监测和评估活动

的范围，以确保淡水质量和每个人息息 
相关。

显著的区域缺口。2020年，指标6.3.2信
息的全球覆盖面比2017年大为提高，但仍
存在显著的数据缺口。最值得注意的是

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国家。在这些地

区正在进行推广工作，以鼓励它们在未来

提交报告。

可持续发展目标6.3.2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一个关键指标。它的重要性超越了相关

的目标，还影响着许多其他直接或间接依

赖良好环境水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6.3.2提供的信息可为与消除饥饿（可 
持续发展目标2)、改善健康（可持续发展
目标3)、增加获得能源的机会（可持续发
展目标7)、促进可持续旅游业和工业化 
（可持续发展目标8和9)、减少海洋污染
（可持续发展目标14）和保护陆地生物多
样性（可持续发展目标15）有关的决策提
供参考。

公民科学家可以发挥作用。如果要保护水

资源和维持我们从这些淡水生态系统获

得的服务，收集水质数据是一个必不可少

的先决条件。公民科学家可以在数据收集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参与还能带来

额外的好处，如促进行为改变和促进参

与水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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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6拓展了千年发展目标对饮用水和基本环境卫
生的关注，将水、废水和生态系统资源的更全面管理包括在内，

认识到扶持环境的重要性。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是解决部门

分散局面、实现连贯和可持续管理的第一步。这也是迈向保障

水在未来的可持续性的重要一步。

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进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高质量的
数据有助于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确定挑战和机遇，

为更有效和高效的实施确定优先事项，沟通进展情况并确保问

责制，并为进一步投资争取政治、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支持。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定，全球后续行动和审查应主要
以国家官方数据来源为基础。这些数据由联合国托管机构汇编

和验证，这些机构每两到三年与国家协调员联系一次，要求提

供新的数据，同时还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上一次全球“数据收集

运动”于2020年开展，使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九项全球指标得到
了状况更新（请见下文）。这些报告详细分析了有关可持续发展

目标6下的具体目标的现状、历史进展和加速需求。

为了能够全面评估和分析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总体进展情
况，必须将所有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全球指标和其他关键的
社会、经济和环境参数的数据汇集起来。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6数据门户所做的事情，使各部门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行为者
能够把握大局，从而帮助他们做出有助于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决策。联合国水机制还定期发布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6总体进展情况的综合报告。

了解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6进展的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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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6方面的进

展如何？如需查看、

分析和下载全球、区

域和国家水和环境卫

生数据，请访

问：https://www.

sdg6da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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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最新进展摘要：可持续发
展目标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
环境卫生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所有全球指标的现有最新数据。由联合国水机制通过《联合国水机制可持
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倡议》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
summary-progress-update-2021-sdg-6-water-and-sanitation-for-all/ 

家庭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方面的进展——2021年最新
情况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1.1和6.2.1的现有最新数据。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UNICEF）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
who-unicef-joint-monitoring-program-for-water-supply-sanitation-and-hygiene-jmp-progress-
on-household-drinking-water-sanitation-and-hygiene-2000-2020/

废水处理方面的进展——2021
年最新情况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1的现有最新数据。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
居署）代表联合国水机制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wastewater-treatment-631-2021-update/

环境水质方面的进展——2021
年最新情况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2的现有最新数据。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代表联合国水
机制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ambient-water-quality-632-2021-update/

用水效率方面的进展——2021
年最新情况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4.1的现有最新数据。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代表联
合国水机制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water-use-efficiency-641-2021-update/

用水紧张度方面的进展—— 
2021年最新情况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4.2的现有最新数据。由粮农组织代表联合国水机制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level-of-water-stress-642-2021-update/

水资源综合管理方面的进展—— 
2021年最新情况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5.1的现有最新数据。由联合国环境署代表联合国水机制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
progress-on-integrated-water-resources-management-651-2021-update/

跨界水合作方面的进展—— 
2021年最新情况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5.2的现有最新数据。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和联合国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代表联合国水机制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
progress-on-transboundary-water-cooperation-652-2021-update/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方面的进
展——2021年最新情况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6.1的现有最新数据。由联合国环境署代表联合国水机制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
progress-on-water-related-ecosystems-661-2021-update/

为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提供支持的国家系统——2019
年全球状况报告

基于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a.1和6.b.1的现有最新数据。由世界卫生组织代表联合国水机制通过
联合国水机制环境卫生和饮用水全球分析及评估（GLAAS）发布。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_categories/gl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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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水机制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倡议》（IMI-SDG6），寻求支持各
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内监测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问题，并编制国家数
据，以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全球进展情况。

IMI-SDG6倡议汇集了获得正式授权汇编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指标国家数据的联合
国组织，并以它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为基础，如世卫组织/儿基会水供应、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联合监测方案（JM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方案（GEMS/
Water）、粮农组织全球水与农业信息系统（AQUASTAT）以及联合国水机制环境卫生和
饮用水全球分析及评估（GLAAS）。

这一共同努力使联合国各组织之间能够产生协同作用，统一方法和数据要求，从而提高

外联工作的效率，减轻报告负担。在国家层面上，IMI-SDG6倡议还促进了部门间协作以
及各组织间现有能力和数据的整合。

IMI-SDG6倡议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提高用于各级循证决策、监管、规划和投资的优质数
据的可获得性，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更具体地说，IMI-SDG6倡议旨在支持各国收
集、分析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6数据，并支持各级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使用这些数据。

 > 如需详细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监测和报告以及可获得的支持，请访问： 
www.sdg6monitoring.org

 > 如需阅读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进展报告，了解整个目标和各个指标，请访问：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_categories/sdg6-progress-reports/

 > 如需探索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最新可持续发展目标 6数据，请访问： 
www.sdg6data.org

介绍《联合国水机制可持续发展目标6
综合监测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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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水机制报告

2021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 6最新进展情
况——摘要

本摘要报告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所有具体目标的最新进展情况，并确定了需要加速的优先领
域。该报告由《联合国水机制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倡议》编写，介绍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所
有全球指标的新的国家、区域和全球数据。

2021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 6最新进展情
况——8份报告，按
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
球指标分列

本系列报告深入更新和分析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各项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并确定了需要加速的
优先领域：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进展（世卫组织和儿基会）；废水处理方面的进展（世

卫组织和人居署）；环境水质方面的进展（环境署）；用水效率方面的进展（粮农组织）；用水紧张度

方面的进展（粮农组织）；水资源综合管理方面的进展（环境署）；跨界水合作方面的进展（欧洲经委

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方面的进展（环境署）。这些报告由相应的托管机构

编制，介绍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所有全球指标的新的国家、区域和全球数据。

联合国水机制环境卫
生和饮用水全球分析
及评估（GLAAS）

GLAAS由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代表联合国水机制编制。它提供了关于支持水和环境卫生的政
策框架、体制安排、人力资源基础以及国际和国内资金流的全球最新情况。它是对“人人享有环境卫

生和水”（SWA）活动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6进展报告的一项实质性投入（见上文）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
告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WWDR）是联合国水机制关于水和环境卫生问题的旗舰报告，每年关注
一个不同的主题。该报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联合国水机制发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水资

源评估计划负责协调报告的编制工作。该报告以联合国水机制成员和合作伙伴所做的工作为基础，对

淡水和卫生设施的状况、使用和管理方面的主要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该报告与世界水日同时推出，

为决策者提供了制定和实施可持续水政策的知识和工具。它还提供了最佳做法和深入分析，以激发

人们的想法和行动，更好地管理水部门和其他部门。

联合国水机制负责协调从事水和环境卫生问题工作的联合国实体和国际组织的工作。在

此过程中，联合国水机制力求提高向会员国提供的支持的效力，帮助它们努力实现关于水

和环境卫生的国际协定。联合国水机制的出版物借鉴了联合国水机制成员和合作伙伴的

经验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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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水机制关于性别与水的政策简报

• 联合国水机制关于跨界水合作的最新政策简报

• 联合国水机制关于水效率的分析简报

联合国水机制计划中的出版物

世卫组织 /儿基会水
供应、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联合监测方案
（JMP）的进展报告

JMP方案隶属于联合国水机制，负责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
即人人普遍获得安全并负担得起的饮用水，以及人人享有充分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JMP
方案每两年发布一次家庭、学校和医疗保健设施中水卫项目的最新估计和进展报告。

政策和分析简报 联合国水机制的政策简报利用联合国系统的综合专业知识，就最紧迫的淡水相关问题提供了简短而

翔实的政策指导。分析简报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讨论和未来政策指导的

基础。

如需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s://www.unwater.org/unwater-publications/

https://www.unwater.org/unwater-publ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