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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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dg6monitoring.org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_categories/sdg6-progress-reports/
http://www.sdg6da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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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然而，甚至在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就
已经严重偏离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正轨——到2030年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
卫生。

无论我们面临多么严峻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对于实现《2030年议程》的总体
目标——消除极端贫困，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世界——仍然至关重要。确保到

2030年为所有人提供用于各种用途的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将有助于保护全球社会免受
各种迫在眉睫的威胁。

我们眼前的共同任务是在所有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医疗保健设施中提供安全饮用水

和环境卫生服务。我们必须加大对水利用效率、废水处理和再利用的投资，同时保护与

水有关的生态系统。而且，我们必须整合我们的方法，改善跨部门和跨地理边界的治理和

协调。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且要加快速度。在本系列报告之前的《2021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6最新进展摘要》中，联合国水机制表明，目前的进展速度需要翻倍，在某些
情况下需要翻两番，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下的许多具体目标。

在2021年3月举行的“落实《2030年议程》中与水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高级别会议
上，联合国会员国指出，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需要额外调动1.7万亿美
元，比目前与水有关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高出三倍。为实现这一目标，会员国呼吁各国

政府与包括私营部门和慈善组织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广泛推广

创新技术和方法。

我们清楚自己的目标，而数据将有助于指明前进的道路。在我们加大努力并以需求最大

的领域为目标之际，信息和证据将至关重要。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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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指标报告由《联合国水机制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倡议》（IMI-SDG6）发布，
以现有的最新国家数据为基础，由担任托管机构的联合国各机构汇编和验证，有时还辅

之以其他来源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在2020年收集的，而疫情在这一年暴发，迫使国家协
调员和联合国各机构以新的方式进行合作。在如何建设监测能力以及如何让更多国家的

更多人参与这些活动方面，我们共同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IMI-SDG6倡议的产出为完善数据和信息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是去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6全球加速框架中的五个加速器之一。

借助这些报告，我们的目的是向决策者提供最新的可靠证据，说明哪些方面最需要加速，

以确保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这种证据对于确保问责制和为投资争取公众支持、政治支

持和私营部门支持也至关重要。

感谢您阅读本文件并参与这项重要工作。人人均可各尽其力。如果各国政府、民间社会、

企业、学术界和发展援助机构齐心协力，就有可能在水和环境卫生方面取得巨大进展。要

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扩大这种合作。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提醒我们，我们命运相连，同样脆弱。让我们确保到2030年为所有
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从而“重建更美好家园”。

PROGRESS ON FRESHWATER ECOSYSTEMS    2    

a year in which the pandemic forced country focal points and UN agencies to collaborate in new ways. 
Together we learned valuable lessons on how to build monitoring capacity and how to involve more people, 

in more countries, in these activities.  

The output of IMI-SDG6 mak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improving data and information, one of the five 
accelerators in the SDG 6 Global Acceleration Framework launched last year.

With these reports, our intention is to provide decision-makers with reliable and up-to-date evidence on 
where acceleration is most needed, so as to ensure the greatest possible gains. This evidence is also vital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and build public, political and private sector support for investment. 

Thank you for reading this document and for joining this critical effort. Everyone has a role to play. When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business, academia and development aid agencies pull together dramatic gains 
are possible in water and sanitation. To deliver them, will be essential to scale up this cooperation across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COVID-19 pandemic reminds us of our shared vulnerability and common destiny. Let us “build back 
better” by ensur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by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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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洪博 
（Gilbert F. Houngbo）

联合国水机制主席兼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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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序言

在世界各地，人类的健康和福祉都依赖于大自然及其提供的服务。河流、湖泊和地下水都

是淡水的主要来源，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渔民以及制造、能源、旅游和娱乐等行业的就业

人员的生计做出了卓越贡献。淡水生态系统也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要在不断变暖的世

界里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保护和恢复淡水生态系统势在必行。被污染的河流、湖泊和地

下水正在危及重要的淡水生态系统服务。三分之一的淡水鱼种濒临灭绝。造成鱼类灭绝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污染。

为了监测全世界在可持续发展目标6方面的进展情况并为决策提供信息，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UNEP）很荣幸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6联合国水机制综合监测倡议的一部分，并担任
指标6.3.2：“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的托管机构。

今年有关该指标的最新通报强调，水污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或

国内生产总值无关。具体污染源可能因国家而异，因此需要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但必

须在世界各地采取行动。关于指标6.3.2的现有数据传递出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世界
各地的许多水体仍处于良好状态，因此，我们还必须携起手来，尽一切可能保护这些重要

的自然资产。

英格·安德森（Inger Andersen）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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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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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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环境水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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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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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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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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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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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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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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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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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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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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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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质专家和从业人员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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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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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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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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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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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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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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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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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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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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的是阐明经常被我们低估的河

流、湖泊和地下水的价值，并强调它们与

地球三大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丧失和污染的联系。本章进一步讨论

了这些水体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描

述了我们继续造成的破坏，尽管有确凿的

证据表明这种破坏正在产生多么大的影

响。这些水体具有承受人类活动压力的天

然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在许

多情况下已经消耗殆尽。我们需要立即

采取行动，保护水质良好的水体，改善水

质不佳的水体。

指标6.3.2根据国家和/或国家以下各级水
质标准，监测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所占的

比例。根据对五个水质参数的测量（这些

参数提供了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水质压

力的信息），指标6.3.2表明到2030年“改
善水质”的努力是否有望获得成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是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6.3.2的托管机构，它的全球淡
水环境监测方案（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
方案）是执行方案。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
所有指标都由联合国水机制在可持续发

展目标6综合监测倡议（IMI-SDG6）的框
架下协调。指标6.3.2是具体目标6.3的两
个指标之一：

“到2030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
质：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弃物现

象，把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

少至最低限度，将未经处理废水比

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废弃物回收

和安全再利用”。

1.1 指标6.3.2为何重要

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巨大的水质数据缺

口，尽管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但事

实证明这一缺口难以填补。单凭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6.3.2并不一定能填补这一缺
口，但它确实以一致和可靠的方式汇集了

关于水质的信息，还揭示了数据收集地点

和方式。通过与各国的接触，它有助于指

出数据收集所面临的挑战，如监测活动

不足或缺乏环境水质标准。

第1章：良好环境水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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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信息，可以有针对性地发展能

力，以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推动进一步的

数据收集。对于那些希望在本国启动新

的监测系统以及发展现有监测系统的组

织而言，这一指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提供的资源可以作为一种支持机制。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2提供的信息本
身并不一定能改善水质——它并不是拼

图中唯一缺失的一块。然而，它确实为实

施管理行动提供了平台和科学依据，并为

所有人扫清了改善水质的道路。

与2017年相比，2020年有更多的国家
提交了报告，有了这些新的信息，有关

全球水质的一个更完整的图景正在悄然 
形成。

1.2 人类健康与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系统服务大致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供给、调节和文化。例如，水生生态系统

的服务包括提供饮用水和食用鱼类。调

节服务包括通过去除多余的营养物质和

分解废弃物的过程来调节水质。文化服

务包括从舒适或娱乐中获得的非物质惠

益（Feeley等人,2016）。包括水生生态系
统在内的生态系统的退化，将导致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并损害我们所依赖的这些 
服务。

2021年世界水日庆祝了我们珍惜水资源
的各种不同方式，也提请人们关注这些生

态系统服务，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给每升水

定价。世界水日推动人们不只是思考自己

心目中最重要的供给服务，还收集了关于

不太明显的调节和文化惠益的故事，如对

我们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的娱乐和精

神惠益。良好的水质充分体现了我们对

水的珍惜程度，事实表明，这一受到高度

重视的基本资产一旦被剥夺，会令人懊悔

不已（联合国，2021）。

水的消费、废水的产生和再利用之间的联

系是多方面的，孤立地解决某一方面的问

题是很困难的。直接使用和接触劣质水

会对人类健康和福祉造成损害。对靠近

城市地区的农田进行的一项全球研究估

计，大约有3600万公顷的农田是用废水
灌溉的，其中82%（2930万公顷，大约相
当于意大利的国土面积）位于废水处理率

低于75%的国家（Thebo等人，2017）。未
经处理的废水和再利用之间的这种重叠

对农民和消费者来说是一种风险，但这种

风险的大小是未知的，因为对水质的监测

并不常见。病原体带来的风险是一个直接

的威胁，但风险也可能来自废水中含有的

污染物，如重金属、药物或微污染物。

环境水质差既会产生地域影响，也会产

生性别影响——并非所有人都受到同样

的影响。生活在欠发达国家的人受污染

水源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国家获得安全

用水的机会更少，废水处理水平更低。更

为严峻的是，这些国家主要负责取水的是

妇女，她们可能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才能

找到清洁水源。这不仅限制了妇女投入教

育、创收活动或休闲的时间，还使她们更

有可能遭受性别暴力（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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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水质面临的威胁

大约一万年前，当人类聚集在村庄和城镇

并产生大量废弃物，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时，水生生态系统开始受到干扰。与此同

时，为了给早期农业让路而砍伐森林，导

致泥沙从土地流入河流和湖泊，早期定

居点和农业用地附近的水道受到进一步

的压力，而这些水道具有供应淡水和同时

处理废弃物的双重用途。尽管我们已经

更清楚人类对良好水质的依赖性、供应

优质水的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以及人类和

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联系，但这种趋势

今天在许多地方仍在继续。

今天，我们的淡水面临着人类活动造成

的多重威胁。有些威胁是相对局部的，会

即时产生影响，如未经处理的污水进入

河流（联合国世界水评估计划[WWAP]， 
2 0 17 )，而另一些威胁则更为广泛和

持久，如农业硝酸盐对地下水的污染

（Biswas和Jamwal，2017；欧洲环境署
[EEA]，2018）。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威胁
外，淡水水体还面临着一系列不太常见的

压力的威胁。其中包括来自有机微污染

物、药品和微塑料的污染；大坝建设破坏

河水自然流动模式并造成栖息地连通性

的丧失；引入入侵物种；以及采砂造成的

泥沙收支平衡变化和栖息地丧失。

这些压力如何相互作用？以及水生生态系

统如何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应对这些压力？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存在重大差距。

例如，如果一个水生生态系统接受的营

养物质远远超过自然水平、流动模式和

泥沙收支平衡被改变、接收到混合的污

染物、有一个非本地物种显示出入侵的迹

象，同时正在经历着天气模式和水文状况

的变化，那么它会如何应对？

1.3.1 农业

农业对维持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但

它继续对我们的淡水产生负面影响；

就影响而言，农业是造成水质不佳的

最普遍的驱动因素之一。在全球范围

内，农业用地大约占整体土地面积的

3 8 %，它和邻近的淡水水体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C h e n等人，2 018）。如
果我们继续使土地退化，这将降低

水流的质量、数量和可靠性，从而危

及水的安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 I P B E S ]， 
2018)。据估计，203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
约85亿，2050年将进一步增加到97亿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
人口司，2019），因此，确保粮食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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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预测表

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可能占到

这一增长的一半以上（联合国经社部，人

口司，2019），而正是在这一地区，粮食安
全受到的威胁最大——今天，约有2.39
亿撒哈拉以南非洲人营养不良（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FAO]，联合国非
洲经济委员会[UNECA]和非洲联盟委员
会[AUC]，2020年）。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
食生产的问题，但要以避免对淡水产生进

一步影响的方式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必

须可持续地增加农业产量。正如本报告所

示，这一地区存在显著的水质数据缺口。

如果我们的淡水中营养物质过剩，就会

使生态系统失衡，造成水生植物过度生

长，导致富营养化，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氧

气耗尽、造成死亡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肥料中的营养物质可以在下雨时从土地

上冲走，或者通过土壤渗入地下水，从而

进入水道。如果管理得当，这些营养物质

的流失是可以控制的；然而，即使今天采

用了所有的最佳管理实践，根据土壤和

泥沙类型以及自然背景水平，由于土壤和

沉积物中的堆积，营养物质仍可能以高于

自然水平的速度进入我们的淡水，并可

能在未来许多年继续排放到我们的河流

和湖泊中。仅在美国，富营养化造成水质

变差，估计每年造成约22亿美元的损失
（Dodds等人，2009）。 

除了增加营养物质的浓度外，农业还会以

其他方式影响水质。这些影响由农业的类

型和强度决定，而农业的类型和强度又

受可用资源、当地气候、土地地形、土壤

类型、历史和市场需求的驱动。泥沙的移

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作物生

产系统中，包括一年中土壤暴露的时期。

自然流动模式的改变是土地排水和抽水

造成的，而杀虫剂和用于治疗动物的药品

也会进入地表水和地下水。

研究发现，许多国家地表水中的农药浓度

都超过了指导性限值，甚至在有严格环境

法规的国家，农药浓度也很高。需要在世

界范围内改进当前的农药法规和农药施

用方法（Stehle和Schulz，2015）。进入我
们淡水的这些化学物质数量超过了必要

的范围，它们将对淡水中的动植物产生直

接影响。

1.3.2 废水

未经处理的废水在大多数国家仍然是一

个重大问题（WWAP，2017）。除了进入
淡水的营养物质和有机物外，废水还可

能含有有毒化合物的混合物，包括来自食

品和饮料、纺织品、印刷和制造部门的有

毒化合物，其中许多有毒化合物很少受到

监测。据估计，80%的废水未经任何事先
处理就被排入水体，在全球范围内，每年

直接倾倒在水体中数以吨计的重金属、

溶剂和其他废弃物的始作俑者都是工业

（WWAP，2017）。

未在标准废水处理工艺中得到充分处理

的医药产品和有机微污染物（Coggan等
人，2019）进入我们的淡水而浓度却不为
人所知。例如，其中许多废弃物有能力沿

着食物链积累到可以模仿鱼类天然荷尔

蒙的浓度，或产生其他亚致命影响，可以

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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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采矿

近年来，采矿活动成为头条新闻，通常是

由于尾矿坝坍塌，将有毒废弃物和沉积物

排放到下游数百公里的地方。但不太引人

注目的是，常规的采矿作业和废弃的矿山

继续影响着淡水，工业规模的企业和手

工业规模的企业都可能是罪魁祸首。酸

性矿井排水和受采矿影响的水可以释放

有毒物质，如重金属，对下游的生态系统

极其有害。

1.3.4 水质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用于满

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水的质量、数量和可

获得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
联合国水机制，2020）。影响的范围和程
度仍不确定（Whitehead等人，2009），但
预计水质受到的影响可能主要源自降雨

模式的变化。例如，降雨量和暴雨强度的

增加可能会导致家庭和工业废水收集系

统直接不堪重负，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

接排放到水道中。这将导致过多的污染

物进入河流和湖泊，也增加了病原体污染

的风险。由于河流流量减少，干旱条件可

能导致淡水资源变得更加盐碱化。降雨量

的减少，特别是农业地区降雨量的减少，

可能导致土地和水中的盐分增加，对污

染物的稀释作用减少。

海平面上升使靠近海岸的淡水水体面临

风险，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水温升高将

减少水中动植物可获得的溶解氧浓度，也

将导致生物地球化学失衡。这些不平衡

可能导致藻类繁殖更频繁，病原体生长速

度更快（Chapra等人，2017）。 

在北极地区，预测气温升幅将比低纬

度地区更大，淡水生态系统面临冰

层中储存的毒素带来的风险。研究

发现，2 0 0 0年至2 0 0 8年期间，加拿
大鱼类中的汞和多氯联苯（P C B）增
加，是由于同一时期温度上升导致的

（Jackson等人，2010）。温度升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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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藻类生长速度加快，曾经储存在融

化冰中的污染物也因此释放出来。这

两个因素共同导致这些毒素在鱼体内 
积累。

最近的研究还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了水质

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水质如何影

响气候变化。人们发现，受污染的水体

释放温室气体的速度远远高于未受污染

的水体，因此会加剧气候变化。当河流水

质由“可接受”恶化为“污染非常严重”

时，其全球升温潜能值增加了10倍（Ho等
人，2020）。

1.4 收集关于全球环境水质状况
和趋势的信息

了解全球淡水质量的现状和趋势是一项

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尽管总体图景并不完

整，但已经有了关于某些区域以及水质的

某些方面的高质量信息，目前正在不断努

力地填补这些现有的知识空白。提交给第

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 5）的初步
基线报告中列举了这些努力的一个范例，

该报告是世界水质评估（WWQA）的一部
分。该基线报告（WWQA，2021）是全面
评估的前奏，以2016年《世界水质概览》
（UNEP，2016）为基础，概述了全球图
景。在为未来工作奠定基础的最新报告

中，主要的相关发现列举如下。

• 2020年，人为营养源占河流营养负荷
的70%以上（Beusen等人，2016）。 

• 如今，有害藻华正在许多河流流域蔓延
(Glibert，2017；2020）。

• 大多数污染物集中的热点地区是人口
稠密之处，特别是废水处理有限的地

区。地下水砷和地表水盐度集中的热

点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和蒙古。

• 有关水质对粮食安全影响的估计显
示，南亚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农田可
能是用盐水灌溉的，超过了粮农组织

每升450毫克灌溉水的指导值。

• 据估计，南亚超过15.4万平方公里的农
田可能用砷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指

导值（每升10微克）的地下水进行灌
溉。

• 有关水质对粮食安全影响的首次估计
显示，热点地区位于非洲、中国东北

部、印度、地中海、墨西哥、中东、南美

部分地区和美国。

• 水产养殖和海水养殖对生产高质量的
蛋白质很重要，但由于水污染，如营

养物质浓度增加，两者都可能面临风

险。

• 克服水资源短缺和封闭营养循环的一
种方法是灌溉中的废水再利用；然而，

食物可能会被未经充分处理的废水中

的粪便大肠菌和其他病原体、抗微生

物和化学物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目前最相关的三个地

球危机之一。处于这种丧失最前沿的是

淡水鱼。这一群体是水生生态系统健康

的关键，也是维持生计、提供食物和娱乐

休闲机会的关键。不幸的是，全球受威胁

或濒临灭绝的物种数量为水生生态系统

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衡量标准。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估计，

所有受监测的物种中约有30%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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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2020年就有80个物种灭绝（IUCN,  
2021）。除了水质之外，还有许多影响鱼
类种群及其生存能力的压力，如水坝建

设、入侵物种、栖息地的疏浚、水的开采

和野生动物犯罪（Hughes等人，2021），
但受损的水生生态系统不太能经受住施

加给水质的直接压力，如额外的营养物质

和污染物，也不太可能提供我们所依赖的

生态系统服务。

1.5 目前正在采取哪些行动？

人们认识到水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核心作用，水质直接影响到人类和生态系

统的健康——但目前正在采取哪些措施

来保护和改善水质？

1 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the-sdg-6-global-acceleration-framework/.

1.5.1“行动十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6全球加速框架

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加速框架1是一个

统一的新倡议，旨在以更大的规模快速实

现结果。它是联合国秘书长为在2030年
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发起的“行动十

年”计划的一部分。该框架由联合国水机

制协调，由国家需求驱动，将统一国际社

会为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而提供的
支持。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6，可以
支持许多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与

健康、教育、粮食、性别平等、能源和气候

变化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水机

制，2016）。

行动由五个加速器驱动，如图1所示。

图1.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加速框架行动支柱加速器

能力发展

创新

数据和信息

融资

治理

资料来源：联合国水机制（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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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信息：通过数据生成、验证、标准

化和信息交换建立信任，以利于决策和 
问责。

融资：优化水和环境卫生的融资。资金缺

口阻碍了水质监测和评估方案的实施。需

要改进针对性，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并

调动更多的国内和国际资金。

能力发展：更加熟练的劳动力可以提高服

务水平，增加水务部门的就业机会和保留

率（见焦点框1）。

创新：利用和推广创新做法和技术。

治理：跨越国界和部门进行国内和国际合

作，将使可持续发展目标6与每个人息息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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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框1. 国家故事——塞拉利昂和能力发展

背景

塞拉利昂在2020年首次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2提
交了报告。 

2017年，在这一指标的基线数据收集运动期间，国家协
调员强调了数据缺口，并确定需要在该国进行能力建设，
以确保能够可靠地收集水质数据。

作为第一步，塞拉利昂国家协调员、国家水资源管理局的
水文服务主任穆罕默德·萨赫·E·胡安纳先生在位于爱尔兰
科克大学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方
案能力发展中心获得了淡水质量监测和评估的研究生文
凭，并继续完成他的硕士论文。

利用在学习期间获得的知识，他：

• 设计了一个监测方案

• 获得了合适的现场设备

• 执行了方案并收集了数据

• 分析了这些数据，并首次对罗克尔河流域的水质进
行了分类。

结果

新的监测方案包括：

• 建立明确的监测站和监测制度

• 建立指定的分析程序

• 建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规程

• 建立标准作业程序

使用这些标准为塞拉利昂收集的第一组数据将被用作
未来监测活动的基线。

国家水资源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接受了水质监测和评估方
面的培训。

经鉴定，罗克尔盆地具有天然的高磷酸盐含量和非常低
的电导率值。

所报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得分为41.7。在已分类的
12个水体中，有7个没有达到80%的达标标准，需要采取
措施解决污染的原因。

未来

• 将监测范围扩大到邻近的流域，并最终扩大到全国
范围。

• 发展基于实验室的分析能力。

• 确保增加的工作人员通过持续的专业发展课程得到
培训。

• 制定一个数据管理框架，使数据存储、分析和共享
变得更容易。

• 进一步完善用于水质分类的目标值，以提高评估的
敏感性。

• 实施管理行动，识别和减轻污染，并逐步改善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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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世界水质联盟

世界水质联盟2（W WQA）是一个全球
性、自愿和灵活的多方利益攸关方网

络，倡导淡水质量在实现繁荣和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核心作用。它探讨和通报

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环境中的水质

风险，并指出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以

及人类健康和福祉的解决方案，旨在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整个期
间及以后为各国服务。联合国环境大

会（UNEA）在UNEP/EA.3/Res.10号文
件中提出了“解决水污染问题以保护和

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要求，要

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一项世界水

质评估，世界水质联盟应运而生。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认识到有必要建立跨学

科伙伴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已经

召集了50多个伙伴组织（包括联合国机
构、研究人员、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这些组织表示有兴趣参与评估工作，并

帮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更广泛地围绕与

水质有关的新问题确定优先议程并采取 
行动。

迄今为止，世界水质联盟的一项主要成

果是《世界水质评估》（世界水质联盟

[WWQA]，2021），其最新发现总结于背
面第22页。该评估发展了《淡水生态系统
管理框架》（UNEP，2017）中公布的概念
（见第5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将
改善数据的可用性，以支持这项评估。同

时，《淡水生态系统管理框架》将提供一

个整体基础，将这些监测和评估方面结

合起来，以保护生态系统，从而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6的其他指标联系起来。这将提

2  请参阅 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WWQA。

供更多关于影响水质的因素和压力及其

影响和相应对策的信息，而不仅仅是关于

我们感知的现状的信息。第5章将再次讨
论这种淡水生态系统管理的整体方法有

哪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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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如果没有通过健全和可靠的水
质监测获得数据，就不可能知道我们实现

目标6.3的努力是否已经奏效。本章解释
了为什么监测如此重要，并简要介绍了指

标6.3.2的方法。本节还解释了为什么难
以获得关于水体状况和趋势的明确和可

靠的信息，并讨论了除用于指标6.3.2报
告的原位方法外的各种监测方法。本章最

后列出了为支持负责报告的人而编制的

能力发展材料。

2.1 监测方法

监测方案是为回答具体问题而精心设计

的。例如，旨在回答有关环境水质状况和

趋势问题的方案，与旨在回答有关化学

品泄漏程度和规模的问题的方案是不同

的。指标6.3.2报告所需的方案类型要求
在广泛的空间范围内，以一致的方式定期

系统地收集关于基本水质参数的数据。

如果设计得当，将这些数据汇集在一起

后，相关模式将变得清晰，并有助于回答

不同空间尺度的水质问题，如国家或流

域层级的问题，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

的问题，如“我们的水质是在改善还是在 
退化”？

3 请参阅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sdg632/Documents+and+Materials?preview=/32407814/38306675/CEDEUS-DGA-
Implementation%20of%20SDG%20Indicator%206.3.2%20in%20Chile-v2020.pdf.

可以使用旨在解决具体信息差距的各种

方法来监测水质。指标6.3.2使用的最基
本方法侧重于水的物理化学特性，这些

特性随着与全球各地均相关的压力的变

化而变化。这些压力是营养物质富集、氧

气耗竭、盐碱化和酸化（表1）。经常进行
例行测量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水质参数，如

重金属或杀虫剂，也采用了其他替代监测

方法，如观察水中物种的方法，以及依靠

卫星图像的地球观测技术。这些额外的

参数和方法在第2级监测中得到了体现，
并在图2中进行了总结。第1级监测维持了
指标的全球可比性，并侧重于可在实地分

析且不需要实验室设施的参数，而第2级
监测则更进一步，为各国提供了灵活性，

可以纳入可能是国家关注或具有国家相

关性的信息。关于指标方法和辅助材料

的进一步详情可在SDG 632支持平台上 
找到。3

第2章：监测环境水质

11    环境水质进展 - 2021

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sdg632/Documents+and+Materials?preview=/32407814/38306675/CEDEUS-DGA-Implementation%20of%20SDG%20Indicator%206.3.2%20in%20Chile-v2020.pdf
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sdg632/Documents+and+Materials?preview=/32407814/38306675/CEDEUS-DGA-Implementation%20of%20SDG%20Indicator%206.3.2%20in%20Chile-v2020.pdf


表1. 第1级参数组的建议参数（黑体字）、相关水体类型以及将其纳入 
全球指标的理由 

参数组 参数 河流 湖泊 地下水 纳入理由

氧气

溶解氧 ● ● 测量氧耗量

生物需氧量，化学
需氧量

● 衡量有机污染

盐度

电导率

盐度，总溶解固
体

● ● ● 测量盐碱化并帮
助描述水体特征

氮气*

总氧化氮

总氮、亚硝酸盐、
氨氮

● ● 测量营养物质污
染

硝酸盐** ● 消费威胁着人类
健康

磷*
正磷酸盐

总磷 
● ● 测量营养物质污

染

酸化 pH值 ● ● ● 测量酸化并帮助
描述水体特征

* 各国应纳入与本国情况最相关的氮和磷组分。

** 由于相关的人类健康风险，建议测量地下水中的硝酸盐。

 
资料来源：联合国水机制（2018b）。

第2级监测办法可包括生物或微生物方法、基于卫星的地球观测技术或公民科学倡议（见
焦点框2）。这些方法在图2中进行了总结，但不限于此图所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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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可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2报告的第1级和第2级数据源示例

 

第1级 简单水质指数

第2级

pH值

氮

磷

氧气

盐度

额外的参数 病原体 生物方法 建模数据

私营部门数据地球观测 公民方法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方案
（2020年）。

生物方法包括使用生活在水中的动物或

植物和藻类。微生物学方法可能侧重于查

明是否存在已知对人类有害的细菌。基于

卫星的地球观测技术分析由卫星捕获的

各种不同波长的水体表面图像的颜色和

反射率。这一技术可用于测量光学活性参

数，如叶绿素或浊度。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最新发展推动了公民收集数据方法的增

加和普及。

这一方法允许使用简单的工具包收集数

据，并能准确地对使用移动设备收集的

数据进行地理定位。这些公民举措可能

不如实验室分析准确和精确，但与传统监

测相比，其优势是能够在更多的地点、更

频繁地收集数据。许多直接抽水或向水体

排放水的私营企业收集质量数据以满足

合规要求，而建模方法有可能帮助填补数

据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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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框2.MINISASS——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2的公民生物监测

背景

miniSASS使非专业人员也能够确定溪流和河流的水质。
通过计算不同类别的大型无脊椎动物，用户可以生成一
个分数，反映该地点在某一时间点的河流健康状况。

miniSASS是在南非评分系统（SASS）的基础上开发的，
并使用一个精简的分类系统，将所需的分类技能简化为
容易识别的特征，如尾巴或腿的数量。

miniSASS方法已经过严格的测试，能够可靠地预测
SASS分数。

这种方法在南非和周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在全球范围
内，这种方法已在印度的高海拔地区以及巴西、加拿大、
德国和越南得到有效应用。

miniSASS平台由负责验证输入数据的GroundTruth组
织维护，并得到南非水研究委员会的支持。更多信息见
www.minisass.org/website。

方法

像miniSASS这样的生物监测方法被用来评估水质已有
几十年的历史了。这些方法依赖于物种的存在、缺失或丰
度，而这些结果是由物种对水质的耐受性驱动的。一些
物种比其他物种更敏感，在水质差的地方无法生存。

通过扰动河道底层，用网收集大型无脊椎动物来采集样
品。样品被倒入一个白色的托盘，然后使用一个简单的二
分键引导用户完成分类过程。更敏感的群体，如石蝇，得
分高于耐受性强的群体，如水蛭或蠕虫。 

水质可分为五个类别，从“天然”到“很差”。

潜力

让公民参与水质数据收集方案的努力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加快实现具体目标6.3：同时填补数据空白并让公民参与
其中，培养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人翁意识。 

用科学数据收集的工具增强公民的能力，并普及对水质
概念的知识，可在当地对水体压力的了解与观察到的河
道内水质之间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成为一种强大
的动力，帮助推动变革。

未来

在官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采纳来自公民的数据
的情况很少。为了树立信心，需要对这些方法进行升级
和测试，以确保这些数据既是合适的也被认为是合适
的。

这种方法具有在全球推广的潜力，但需要进一步测试，
以确保该方法根据当地条件进行了优化——方法有效，
但性能可以进一步提高吗？

miniSASS有可能补充目前用于指标6.3.2的物理化学数
据，以提供水质的全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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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壳

蜗牛/蛤蜊/贻贝

无壳 无腿

3对腿

轮廓清晰的腿部 短而粗的腿（前腿）

腿

二分键

开始

4对腿或更多腿

苍蝇

扁形虫

水蛭

翅膀

坚硬的、皮革质地的前翼（注意：翅膀可以折叠）

无翅膀 尾巴

一般有3条尾巴

腹部有羽毛状的鳃 腹部有板状鳃
腹部没有羽毛状的鳃；

身体较长

2条尾巴

身体不分节

身体分节

两端都有吸盘

簇状尾巴

加长的尾巴

细长的身体

没有尾巴

是 否

凸出的眼睛便携式遮蔽物/覆盖物
（用沙子、树叶、树枝制成）钳子般的前腿

虫子和甲虫 甲壳虫幼虫

有壳石蚕蛾

螃蟹 虾

蠕虫

无壳石蚕蛾

石蝇

蜻蜓 米诺蜉蝣其他蜉蝣 豆娘

驼背，像鱼一样的游动方式

用来识别大型无脊椎动物的miniSASS二分键。 
图片来源：miniSASS.org.

http://www.minisass.org/website
http://miniSASS.org


2.1.1 目标值

必须认识到，在指标6.3.2框架内考虑环
境水质时，并没有考虑到水的任何特定 
“用途”。这是因为，在将我们的河流、

湖泊和含水层中的水指定用于特定的人

类用途之前，务必将水质与自然条件进行 
比较。

指标6.3.2采用基于目标的方法对水质进
行分类。这意味着将测量值与代表“良

好水质”的数值进行比较。这些目标值可

能是国家立法规定的水质标准，也可能

是根据对水体自然或基线状况的了解得 
出的。

目标值可以是全国性的数值，也可以是特

定水体甚至特定地点的数值。目标值越具

体，就越能说明潜在的污染问题。

设定与未受影响的参考条件或衡量变化

的基准有关的具体目标值是具有挑战性

的，因为许多生态系统受影响的时间太

长了，我们已经忘记了它们原来的自然

状况。将所有水体恢复到这种自然状态

并不现实，但对这种状态进行估计，可为

我们的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的《淡水生态系统管理框架》

（UNEP，2017）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全面
概述。

仔细收集信息，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淡水

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然变化，从而把握全

局，更好地定义何谓“良好的环境水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将当前状态与这

一参考条件进行比较，充分了解人类活动

对这些水体的影响——以及正在产生的

影响。收集数据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6.3.2，就可以提供这类信息，而掌握
信息是水质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各国在2020年是如何应用目标值这一概
念的？

目标值概念对一个国家报告的指标得分

有很大影响，并影响其国际可比性。图3
显示了2020年核心参数组报告的指标分
数范围。盐度用电导率和盐度表示，而氧

气则用氧饱和度和氧浓度表示。各国报

告的核心参数（氮和磷）的各种组分（例

如，总氧化氮或硝酸盐表示氮，总磷或正

磷酸盐表示磷）已换算成以毫克/升为单
位的元素浓度。方框的左边和右边分别代

表第二十五个百分位数和第七十五个百分

位数。

所报告的目标值范围很广（图3），但重要
的是，与2017年使用的目标值相比，已经
有了很大的改善。例如，2017年，pH值目
标值在3.26至10之间，而2020年的目标
值在5.5至9之间。同样，2017年，氧饱和
度百分比的最低目标值为30，而2020年
为70。由于水体的自然变化，不建议对所
有水体使用相同的目标值，但所用目标值

范围缩小表明，指标方法的应用更加一

致，更符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议的方

法和可选目标值（Warne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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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各国在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期间报告的 
五个核心参数的目标值范围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电导率[US/cm]

0 100 200 300 400 500

盐度[毫克/升]

0 1 2 3 4 5 6 7 8 9

酸化[pH值]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氧饱和度[%]

0 1 2 3 4 5 6

氧气[毫克/升]

0 0.05 0.1 0.15 0.2 0.25 0.3 0.35 0.4

磷[毫克{P}/升]

0 2 4 6 8 10

氮 [毫克{N}/升]

90%

75%

中位数

25%

10%

 

注：绿线代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方案建议的可选目标值。

为便于比较，这些可选的目标值在图3中
用绿色垂直线表示pH值、氧饱和度、磷 
和氮。

2.1.2 空间报告单位

该指标方法允许在不同的空间层面上进

行报告。各国可以选择报告的空间层面。

国家层面的报告要求各国仅在国家层面

就每种水体类型进行报告。各国还可以选

择在河流流域（报告流域区，简称 RBD）
或水体层面进行报告。按国家以下各级的

水文单位进行报告，可以让管理者和决

策者清楚地了解水质的差异。RBD概念
提供了一个实用的空间单位，可用于管理 
目的。 

这对共享跨界水域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因为在这些国家，为评估和管理水质所

作的战略努力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水体是完全位于RBD内的较小单位。正是
这些较小的离散单位被归类为水质“良

好”或“不好”。水质差的影响在这个地

方层面上感受到，也在这一层面开展了改

善水质的行动。水体有三种类型：河流的

一段或支流；湖泊；以及含水层。理想情

况下，应该对河流水体进行划定，以确保

它们在水质方面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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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只需使用较少的监测站，就可以将水

体归类为“良好”或“不好”。每个湖泊水

体可能需要许多监测点，以确保能够可靠

地进行质量分类；对于含水层水体而言，

则需要对水文地质环境有透彻的了解。

2.1.3 环境水质分类

为了划分一个水体是否为“良好环境水

质”，采用了一个阈值，即80%或更多的监
测值符合其目标。这是在监测点层面上应

用的，利用三年报告期内收集的数据将监

测点归类为“良好”或“不好”，如果一个

水体内有多个监测点，这种二元分类将汇

总到水体层面。为了计算RBD或国家指标
得分，采用了被归类为“良好”的水体总

数占总归类数的比例。 

4 请参阅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sdg632/Documents+and+Materials?preview=/32407814/38306458/SDG_632_
Introduction%20to%20the%20Methodology_EN%20(3).pdf.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对20个水体进行了
评估，其中15个被归类为“良好”，则国家
指标得分将是75。有关分类方法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2
简介》文件。4

2.2 能力发展活动和资源摘要

与各国接触、解决问题和挑战等工作是通

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2服务台进行
的。这是那些负责为其国家提交报告的人

士的第一联络点。2019年开始进行初步
宣传，以提高对即将开展的数据收集运动

的认识，并确认旧的协调员或确定新的协

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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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显示关键里程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2的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示意图

5 请参阅https://communities.unep.org/display/sdg632/Documents+and+Materials?preview=/32407814/38306458/SDG_632_
Introduction%20to%20the%20Methodology_EN%20(3).pdf. 

 
2019年9月 - 
初步宣传

2020年4月 - 数据
收集运动启动

各国
汇编数据

2021年–持续的
接触和第2级报告

2020年12月 - 
数据收集运动结束

数据得到验证

在2017年第一次基线数据收集运动之
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征求了各国的反馈

意见，以确定方法和报告工作流程中被认

为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作为回应，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根据反馈意见，制作了一系列

文件和视频，以便为那些负责报告的人士

提供协助，并建立了新的流程。

这些工作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可持续发

展目标6.3.2支持平台5。该平台提供所有

相关支持，也是填补任何已确定的基本

知识空白的文件和视频的存储库，以及有

针对性的深层次技术知识的存储库。自

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启动以来，该页面
的访问次数已经超过3000次。下表2总结
了可在该平台上获得的材料。在可能的情

况下，我们努力将这些材料翻译成联合国

所有六种语文。

除了在2020年回复查询和提供反馈之
外，服务台还首次为各国提供了使用指标

计算服务的机会。这项服务意味着，那些

由于技术或资源限制而难以提交报告的

国家能够将其数据发送给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并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为计算指

标。然后，在最后定稿之前，将报告返回

给国家协调员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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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为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3.2的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而编制的 
能力发展材料

标题 格式 描述 语言

指标6.3.2简介 “分步法”的精简版本，传达了该方法的核
心概念。还制作了一段视频。

EN, FR, SP, 
RU, AR, CN

第1级报告模板 一个Excel模板，这是主要的报告机制。 EN, FR, SP, 
RU

报告工作流程说明和演示
概述了填写第1级报告模板所需的报告步
骤。

EN, FR, SP, 
RU, AR, CN

技术文件和视频： 

1. 监测方案设计

2. 目标值

3. 地下水的监测和报告

4. 第2级监测

关于指标方法关键方面的详细技术信息。

EN, FR, SP, 
RU, AR, CN 
(视频 E N , 
FR, SP)

正式分步法 2018年修订的正式分步法指南。 EN

案例研究
一系列案例研究，讲述国家执行指标或方
法创新方面的故事。

EN

资源库
由科学和国家监管组织发布的相关信息的
存储库。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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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采集水样。图片来源：kosmos111 on Shutterstock



本节对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的结果进行
了总结，将其与2017年数据收集运动的
相关结果进行了比较，并针对所提供的

新信息进行了讨论。为了获得更深入的了

解，将这些数据与其他数据集结合起来，

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其他可持续发
展目标6指标提供的信息。

2020年，各国可以选择针对当前的数
据收集运动进行报告，也可以选择针对

2017年进行追溯报告。

有几个国家选择了追溯报告，因为它们要

么无法在2017年提交报告，要么因为它
们后来更新了执行指标的方法，并为了确

保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强可比性，它们选择

覆盖之前提交的2017年报告。表3汇总了
2017年和2020年报告期收到的报告。

表3.在每次数据收集运动期间提交的国家报告数量汇总， 
包括追溯报告

描述 国家数量

2017年提交报告的国家 39a

在2020年针对2017年数据期提交报告的国家 21b

2017年数据期只报告一次的国家报告总数 59

2020年提交报告的国家 89

同时针对2017年和2020年数据期提交报告的国家 49

只报告一次的国家报告总数 96c

 
注：  
a 不包括有或没有不可靠的国家指标数据的五个国家。 
b 包括追溯性更新。 
c 有96个，因为有96个国家的信息。一些国家只在2017年提交了报告，一些国家针对两次数据收集运动都提交了报告。

第3章：全球环境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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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球环境水质概要

图5显示了现在有指标6.3.2信息的96个
国家。与2017年相比，已提交报告的全球
覆盖面大幅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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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鼓励它们今后提交数据。

图5还显示了每个国家中被归类为环境水
质良好的水体比例。这些结果虽然重要，

但应与随国家指标得分一起提交的支持

性信息一起考虑，如报告的水体数量，以

及计算过程中使用的水质数据记录数量。

这一补充信息载于附件1。

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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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水体仍处于良好状态。2020年数据
收集运动的一个积极发现是，60%的被评
估水体（76151个水体中的45966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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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

这些水体是确保其得到保护的第一步，虽

然要求各国只提供汇总数据，但根据汇

总前的“原始”数据可以识别那些未能达

到“良好”分类的水体（见焦点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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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框3.国家故事——智利和可持续发展目标6.3.2方法的执行情况

背景

智利国土狭长，河流从东部的安第斯山脉一路流向西部
的太平洋。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创造了一个有趣的水文
环境；在跨度很大的纬度范围内（南纬17°-55°），分布着
许多短小、梯度大的河流流域。

智利水务局（DGA）运营和维护着一个庞大的水质监测
网络，该网络遍及全国各地，其数据库中有超过一百万条
水质记录。所有数据都可通过其国家水银行（BNA）公开
获取。 

方法

在可持续城市发展中心（CEDEUS）的支持下，智利水务
局对指标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可在支持平台1上查阅分
析结果。 

这一综合流程包括数据清理和验证，以确保只使用可靠
的数据；定义报告流域和河流水体单位；根据活动和数
据覆盖率选择监测站；以及设定目标。 

使用分层流程制定了一个特定地点的目标方法： 

1. 现有环境水质标准

2. 历史数据可获得性（2000-2014）

3. 为具体的水用途定义的标准。

报告接着计算了年度指标得分，并对未来的工作和改进
提出了建议。

在2020年的数据收集运动中，这一方法略有修订，将监
测站指定为“水体”，而不是使用更大的流域水文单位。
这种方法提供了更精细的信息，有助于支持管理行动。这
一方法被追溯应用于2017年的数据期。
1 Centro de Desarrollo Urbano Sustentable and Dirección General de Aguas, 
( 2 0 2 0 )。智利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 . 3 . 2的情况：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智
利圣地亚哥。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 tps: //communi t ies .unep.org /disp lay/sdg6 32 /
D o c u m e n t s + a n d + M a t e r i a l s? p r e v i e w =/ 3 2 4 0 7 8 14 / 3 8 3 0 6 675 /C E D E U S - D G A -
Implementation%20of%20SDG%20Indicator%206.3.2%20in%20Chile-v2020.pdf. 

结果

2017年和2020年提交的报告概述如下。

年份 流域数 水体 
数量

监测值数量 指标6.3.2
的得分

2017 50 404 7,996 85.6

2020 50 413 7,169 84.0

 
根据指标6.3.2的核心参数，智利的水质普遍良好，84%
的水体被分类为“良好”。这与2017年的85.6分相比，略
有下降。需要进一步的现场调查和分析，才能确定出现
这一趋势的原因。

绿色 = 良好

橙色 =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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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域展望

图6显示了2017年至2020年间世界不同
地区中被归类为“良好”的水体比例的变

化。这一数字只能代表在两个数据期都

提交报告的国家，它同时表明在全球范围 
（左列）以及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右列）， 
指标得分的变化很小。世界其他地区显示

出更显著的变化，既有积极的变化也有消

极的变化，但正如背页所详细讨论的那

样，这里观察到的任何趋势可能是由国家

层面执行指标的变化造成的，而并非水质

的任何真正变化。

图6.针对2017年和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均提交报告的国家中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
比例（按水体类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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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只包括了两个报告期都提交了报告的国家

水质不好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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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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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欧洲和
北美

 

注：图中上方的红色区域代表未被归类为“良好”的水体比例。图中只包括了两个报告期都提交了报告的国家。

世界上所有地区报告的水质都有好有差。无论你住在哪里，水质都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如图7所示，其中每个国家用一个点表示，在所有地区，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用点的颜色表示）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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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还表明，所报告的水质与GDP无关。
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都报告

有良好的水质和较差的水质。造成水质

差的因素可能各不相同，因为在低收入国

家，废水处理水平较低，而在废水处理率

高得多、耕作作业更加密集和工业化的

高收入国家，农业径流问题相对来说更 
严重。 

图7.各国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较（2017-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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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改编自联合国水机制（2021）。

注：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红色虚线代表50%的标志——在这条线上的国家报告称其大多数水体质量良好。富国和穷国报告
的水质都有好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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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按水体类型划分的全球环境
水质摘要

2017年和2020年的国家指标得分都显示
在图8。这些结果被分为六组，从非常低
（水质好的水体不到10%）到非常高（水
质好的水体超过90%），并按水体类型划

分。各国报告最多的水体类型是河流，其

次是湖泊，然后是地下水。这是对2017年
观察到的模式的重复。增加最多的也是

河流，其次是湖泊，最后是地下水。这种

趋势加强了对地表水监测的偏好。

图8.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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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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及2020年不同水体类型的指标得
分范围及总分，见图9所示。该图显示了
按水体类型划分的结果，并使用描述性

统计数字表示（方框左边=第25个百分位
数，缺口为中位数，方框右边=第75个百
分位数；左、右晶须分别代表最小和最大

分数）。两个数据期的单个指标得分介于

0%（没有水质良好的水体）和100%（所
有水体水质良好）之间。在2017年数据期
内，所有提交报告的中位数得分为80%， 
2020年为78%。

将2020年与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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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实施中，方法的标准化程度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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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017年和2020年数据期报告的指标6.3.2得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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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图10汇总了各国在其报告中列入的水体
数量。与图9类似，结果按水体类型划分，
并以相同的描述性统计数字表示。图10显
示，在2017年和2020年之间，一个国家报
告的最小和最大水体数量保持相似。

然而，尽管由于提交报告的国家数量增

加，本次数据收集运动中报告的水体总数

总体上有所增加，但每个国家在2020年
报告的中位数都低于2017年的数字。

图10.2017年和2020年数据期报告的水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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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轴为对数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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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地下水数据。在2017年和2020年的
数据收集运动中，地下水的报告频率都低

于河流和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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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各国监测水质的能力有何 
不同？

尽管报告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但在与各

国接触的过程中以及在分析所收到的报

告时，一些能力方面的挑战浮出了水面。

2017年和2020年的数据收集运动均传递
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低收入国家的监测

能力要低得多。在低收入国家中，有许多

国家没有常态化地收集水质数据，这意

味着超过30亿人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
他们的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是未知

的。如果不进行监测，就会出现关于水生

生态系统当前健康状况的信息空白，也没

有衡量未来变化的基线。这意味着，如果

生态系统不能继续提供诸如可饮用的清

洁水和可食用的鱼等服务，那么依赖于这

些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健康和生计将

面临巨大风险。“需要更多的监测”这条

信息可能被过度使用，却极其重要，特别

是当这种信息空白与将未经处理的水作

为饮用水和家庭用水的人之间存在重叠

的时候。

图11显示了人均GDP和用于计算每个国
家指标得分的数据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这种关系表明，国家越富裕，监测能力 
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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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各国报告的按国土面积计算的监测值数量，与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
（2017-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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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

为了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这种差距更加

清晰，图12最左边一柱显示了2020年提
交数据的国家所报告的水体数量。图中右

侧的四个柱形代表按国内生产总值划分

的国家分组（每柱代表约20个国家）。该

图显示，最富裕的24个国家（右柱）提交
的数据所涉及的水体数量占我们在全球

范围内拥有信息的水体总数（59,800）的
四分之三以上。最贫穷的20个国家报告
的水体仅有1,0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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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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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报告的水体数量较少外，低GDP国家
提交的报告也缺乏细节，计算指标时使用

的测量值相对较少，并且没有使用合适的

环境水质标准——这降低了所提交的报

告的可靠性。

需要强有力的监测系统来确定管理行

动是否有效。数据显示，在两个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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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个国家都建立了强有力的监测系统，
支持了监测对促进积极的管理行动至关

重要这一概念。如果没有一个能提供可

靠信息的监测系统，说明哪里水质好，哪

里水质不好，就不可能确定管理行动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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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初步调查似乎表明，与

2017年相比，2020年报告为“环境水质良
好”的水体总数略有增加（图13左柱）： 
虽然湖泊的比例略有下降（从10.7%降至
10.1%），但河流（40.1%增至40.3%）和地
下水（9.8%增至10%）的比例略有增加。
然而，应谨慎考虑这些结果。按国内生产

总值分列的数据显示，在最富裕的国家 
（右柱）和第二贫穷的国家，水质保持稳

定，而在最贫穷的国家和第二富裕的国

家，水质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些变化（改善和退化的趋势）远
远超出了预期在这段时间内发生
的变化，原因可能是报告方式和数
据出现了变化。

仔细研究各国提交的报告，可以发现

除最富裕的国家外，其余所有国家实施

报告方法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报告结果反映的正是这种实施方式的

变化，而不是水质的变化。例如，在经

济或体制因素的驱动下，监测方案的

数据流发生变化，可能会极大地改变

所报告的指标得分：一个国家可能在

两个报告期之间改变了纳入指标计算

的水体数量或类型（例如，2017年为河
流，2020年仅为地下水）。同样，在努力
地扩大监测范围后，一个国家在2020
年报告的水体可能比2017年多得多。这
两个例子都可能导致国家指标得分发

生重大变化，在研究结果时需要加以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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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按水体类型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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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6.3.2不仅对可持续发展目标6至关
重要，而且对其他许多直接或间接依赖良

好环境水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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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建立既能使用又能提

供指标6.3.2数据的战略伙伴关系，将大
大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1 指标6.3.1 - 安全处理的废水 
比例

为瑞士国家湖泊和跨界湖泊收集的历

史数据证明了具体目标6.3指标废水处理
（6.3.1）和环境水质（6.3.2）之间的密切
关系，这些数据显示在湖泊集水区实施

营养物质控制措施后，湖泊磷含量明显下

降（图14）。

这些措施是：1970年代扩建废水处理厂，
以及1986年在该国生效的禁止在洗衣粉
中添加磷酸盐的禁令。每个湖泊都独一

无二，对这些措施的反应略有不同，但可

以清楚地看到，每个湖泊中的磷含量都明

显减少。 

第4章：指标6.3.2在各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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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瑞士湖泊的磷浓度（1951-2019年） 

1

10

100

1,000

1951
1956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2016

年份

马焦雷湖

日内瓦湖

康斯坦茨湖

楚格湖

卢塞恩湖

苏黎世湖

森帕赫湖

巴尔德格湖

霍尔韦尔湖

1

10

100

1,000

1951
1956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2016

磷
含
量
（
微
克

/升
）

年份

马焦雷湖

日内瓦湖

康斯坦茨湖

楚格湖

卢塞恩湖

苏黎世湖

森帕赫湖

巴尔德格湖

霍尔韦尔湖

扩建废水
处理厂 禁止在洗衣粉中

添加磷酸盐的禁令

资料来源：改编自瑞士联邦环境办公室（F2021）。 

注：日内瓦湖和苏黎世湖：深度剖面的体积加权年平均值；其他湖泊：春季环流水平。

在国家层面，废水处理（6.3.1）水平高的
国家，环境水质（6.3.2）良好不一定会获
得较高的指标得分。这并不令人惊讶，因

为指标6.3.2监测的不仅仅是废水的影
响。指标6.3.2的核心参数包括营养物质 
（氮和磷）、氧气、电导率和pH值，这些
参数不仅会受到废水排放的影响，还会受

到来自农业的营养物质、过度抽水或海水

入侵造成的盐度（电导率）变化，以及工

业排放到空气中的含硫和含氮化合物沉

积造成的酸化（pH值）影响。 

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指标之间的

关系将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层面变得清晰，

废水处理的改善也会反映在水质的改善

上。就像瑞士湖泊一样，趋势分析应该会

显示出明显的改善。

随着这两个指标的执行和报告工作流程

今后的发展，这种关系也将变得更加明

显，但前提是现在就要收集和分析基线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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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框4.关于改善水质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指标的案例研究：废水和安全再利用

背景

指标6.3.1和6.3.2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为人类活动产生
的废水排放到水生环境中，对环境水质有很大的影响。
造成水污染的原因不仅有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等点源污
染的排放，还有非点源污染，如农业区排入河流的污染
径流，或大气污染物向水体和河流流域排水区的干湿转
移。如果管理得当，废水处理厂会显著减少排放到环境中
的污染负荷。然而，废水处理厂本身就是影响环境水质
的主要污染点源，因为处理后的废水仍然富含营养物质
和微污染物等有害物质，而传统的处理工艺无法充分去
除这些物质。

指标之间的联系

指标6.3.2的第1级监测使用的物理化学参数，一般是在
废水处理厂例行测量的，一起测量的还有其他微生物和
化学污染物，如粪便细菌和重金属。这些参数用于：i）
评价废水处理厂的性能效率，ii)制定排入地表水的废水
监管标准，iii）制定对人类和环境健康没有任何风险的
废水再利用应用指南。

污水排放对环境水质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
受纳水体中的稀释程度。这一数字表明，瑞士北部人口
稠密地区的许多溪流含有20%以上的废水。水体接收污
染物的能力是基于这里的干燥天气流量（Q347，每年平
均有347天达到或超过该值）。在干燥的夏季，点源污水
的稀释能力下降是观察到的一些水质下降的原因之一。
在未来的气候变化情景下，淡水供应可能会面临更大的
压力，向受纳河流排放的污水的质量和数量可能会变得
更加重要。在许多地区，再生的城市废水也很容易被用
作地下水回灌的源水。

案例研究作者：Florian Thevenon（联合国人居署）。   
资料来源：Abegglen和Siegris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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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6.6.1 - 与水有关的生态
系统的范围随时间的变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指标6.6.1小组和合
作伙伴开发了一个水质分指标，使用地球

观测（EO）方法来评估水质。这种水质评
估方法侧重于大型湖泊，包括叶绿素a和
浊度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是作为与参照

期相比的水质变化而报告的。叶绿素指

标与指标6.3.2的营养物质核心参数（氮
和磷）联系最为密切，因为高营养物质负

荷会导致湖泊中的藻类过度生长，这反

过来又会增加大型水体中的叶绿素a特
征。这种情况可以从太空中探测到。

至于指标6.3.2，各国并未常态化地提交
参数级的数据，因此只有在有参数级数

据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分析。作为欧盟水

框架指令（WFD）义务的一部分，向欧洲
环境署（EEA）提交数据的欧洲国家就属
于这种情况（焦点框5）。 

为了将欧洲环境署的原位数据与地球观

测获得的叶绿素a数据进行比较，设计了
一种分类方法，与生成泛欧指标得分的方

法相似（焦点框5）。但不同之处在于只使
用了氮和磷的数据，而且只关注湖泊。这

种方法使用相同的目标值将每个湖泊的

水质分为“良好”或“不好”。

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很高

（图15）。然而，尽管这一办法很有前景，
但仍需进一步测试，以确定把它作为指标

6.3.2的“填补空白”办法的潜力。这是由
于研究中使用的湖泊水质变化不足，大多

数湖泊都被两种方法归类为水质“良好”。 
需要针对水质从非常差到非常好的湖泊

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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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湖泊的欧洲环境署原位氮和磷数据分类与基于地球观测数据的 
指标6.6.1叶绿素a分类的比较图

6 如需关于指标6.5.1的更多信息，包括报告和结果，请参见http://iwrmdataportal.unepdhi.org/.

4.3 指标6.5.1 - 水资源综合管理
的实施程度（0-100）

指标6.5.1是通过国家调查报告的，涉及
水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水质和淡水

生态系统管理。6各国在每个问题上的评

分范围为0到100分。在指标6.5.1下，大约
50%的国家报告说，控制污染的管理手段
有限，要么只是临时性的，要么在各利益

攸关方和生态系统类型中的覆盖面和执

行力度有限（图16）。

指标6.3.2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即
在较富裕的国家，水质监测方案全面而先

进，但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水质数据的收

集并未常态化（见第3章）。虽然2017年
至2020年期间在实施污染控制手段方面
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需要加快实施速度以

实现具体目标6.3（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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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制定和实施控制污染的管理手段，如指标6.5.1下 
所报告的情况（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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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丹麦水利研究所水与环境中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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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介绍了在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
期间确定的关键挑战，并提出了围绕“行

动十年”制定的解决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

目标6全球加速框架的五个加速器（见第
1章）。本章还重点介绍了已经开展的活
动，以及本次数据收集运动的发现结果

如何通过确定采取有效行动的机制和切

入点来推动进一步的加速。

在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期间，报告水平
和与各国的接触水平有所提高，这是一

个积极的发展动态。在2017年第一次基
线数据收集运动期间，39个提交报告的
国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提交的报告数

量不足以得出许多实质性结论，2018年
指标进展报告（联合国水机制，2018a）
侧重于如何提高提交率和改进方法。自那

时起，通过深入的接触和提供改进后的

支持机制，使有质量保证的报告提交率增

加了100%以上（2020年为89份报告，而
2017年为39份报告）。这些额外提交的报
告使全球水质状况变得清晰起来，而随

着与能够或无法提交报告的国家的深入

接触，也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水质状况的认

识。然而，如果要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6，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步伐。

第5章：如何加速改善环境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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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水质的方法众所周知，例如提高废水

处理率和改进处理技术，以及确保将最

佳管理做法应用于有点源和散源输入的

部门（例如农业、采矿业）。为了帮助确

定这些努力的目标并改善水质，必须掌握

相关信息，了解在应对水质压力时，哪些

地方的水质正在改善，哪些地方正在退

化，以及为改善水质做出了哪些努力。掌

握了这些信息，将有助于获得所有利益

攸关方的支持，并确保水质与每个人息息 
相关。

农业和未经处理的废水所排放的营养物

质对全球环境水质构成最广泛的威胁。

对提供参数级数据的国家提交的报告进

行深入分析后发现，与第1级报告中的其
他水质参数相比，氮和磷未达标次数更

多。这意味着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而且很

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减少营养物质

的排放和迁移将对水质产生最大的积极

影响。

《淡水生态系统管理框架》(U NEP， 
2017)中简要介绍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
明水质信息如何为淡水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管理奠定基础。该框架为应对每个国

家的独特挑战提供了整体指导。它提出了

一个合乎逻辑、循序渐进的流程，可将此

流程作为一个长期规划工具，以提高对

生态系统价值的认识，并确定保护和恢

复生态系统的最佳方法。关于水质（指标

6.3.2）、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范围（指
标6.6.1）以及用水资源综合管理程度衡
量的治理结构（指标6.5.1）的信息都为这
一框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5.1 加快收集、提供和管理数据

在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期间，数据的可
获得性仍然是各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这

在低GDP国家最为明显，与较富裕国家相
比，这些国家报告的水体更少，对其水体

进行分类时使用的数据也更少。如第3章
所示，在提交报告的国家中，GDP最低的
20个国家所报告的水体数量仅占全球已
报告的水体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一报告缺

陷背后有很多原因，可以通过所有五个加

速器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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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能力发展

有效的监测方案对于区分改善水质的努

力是否有效至关重要。对许多国家来说，

制定具有水质数据收集、管理、分析和评

估能力的监测方案已经是一项挑战，而为

报告这一指标所作出的努力很容易在这

一链条的任何地方遭到破坏。

能力发展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塞拉利昂 
（焦点框1）展示了高水平的培训和参与
如何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变革性

成果。这些积极影响是机构和个人热情参

与的结果。塞拉利昂在2017年无法报告
这一指标，在2020年已经能够可靠地报
告该国最重要的河流流域，进步较大。第

一组数据是未来监测活动的重要基线，

创建基线产生了许多额外的好处，例如可

以针对性地培训工作人员、设计和编制监

测方案，以及提高国家水资源管理机构的

数据管理能力。

像塞拉利昂这样的案例现在刚刚开始显

示出成效，最终将改善水资源的管理。这

项培训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监

测系统/水方案能力发展中心提供，7该

中心成立于2015年，专门为水质监测和
评估提供培训和支持。迄今为止，该中心

已与来自6个不同地区的107个国家进行
了合作；仅在线课程和现场研讨会就培训

了43个国家的126人。迄今已有35名学生
（17名女性和18名男性）参加了研究生
文凭和硕士学位课程，而66名学生（26名
女性和40名男性）参加了持续职业发展
课程。尽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目前没有

要求提供协调员的性别信息，但对指标

7 请参见www.ucc.ie/en/gemscdc/。

6.3.2协调员的临时分析显示，男女的比例
为88比74，男性数量占优。今后，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将鼓励在所有能力发展活动

中，包括在研讨会和培训活动中实现性别 
平衡。

2020年，地下水再次成为报告最少的水
体类型。虽然许多国家知道含水层的位

置及其作为水源的重要性，但对地下水的

来源和去向可能并不十分了解。有必要发

展能力，以确保地下水监测方案得到适当

设计，从而确保良好的网络覆盖、合适的

采样点、频繁的采样和适当的参数选择。

在希望进行监测的国家，有必要查明含水

层、了解地下水流动系统，开发简单的概

念性水文地质模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

补给源可能是降雨或地表水体的渗入，也

可能是含水层的污染输入源，从而导致水

质恶化。同样，向泉水、河流、湖泊、湿地

或水井排放的地点正是水质差的地下水

对这些受体产生影响的地点。

有必要发展能力，以帮助填补负责报告的

组织在关键领域的能力差距。这些关键

领域如下：

• 监测方案设计

• 数据管理

• 质量保证与控制

• 地下水的监测和评估

• 水质评估

• 数据列报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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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数据和信息

在整个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期间，与各
国的接触清楚地表明，除了数据的创建

和收集之外，许多国家在数据管理的其

他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数据管理周期

的所有方面，从收集和存储到评估和列

报，都需要予以关注。提供数据管理技术

方面的培训，以及分析、列报和向更广泛

的利益攸关方通报数据的方法方面的培

训，将令负责报告的组织受益匪浅。

许多组织在数据管理的所有方面都使用

电子表格来代替数据库软件，而没有数据

输入、存储、归档和检索的规程。这可能

导致存储的数据出现错误，以及在分析和

列报结果时产生缺陷并遇到困难，从而妨

碍了数据的共享和交换。

目前，缺乏交换水质监测数据以及综合指

标数据的国际标准。美国等几个国家已经

制定了国家水质数据交换标准，并且正在

努力在开放地理空间信息联盟（OGC）/
世界气象组织水文领域工作组8内制定一

个通用的国际标准，作为WaterML 2.0标
准套件的一部分，以促进水质监测数据的

交换。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IAEG-SDG）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工
作组（SDMX）9为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包括指标6.3.2）制定了基于SDMX的
数据交换规范。国家统计局和其他政府

主管部门可以利用这些规范来交换指标

数据，但它们相当复杂，而且尚未涵盖所

有指标报告要素。需要进一步开展标准

8 请参见www.ogc.org/projects/groups/hydrologydwg.
9 请参见https://unstats.un.org/sdgs/iaeg-sdgs/sdmx-working-group/.

化工作、开发工具和发展能力，以使各国

能够使用这些标准进行可互操作的数据 
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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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创新

二十一世纪为水质监测和评估上的创新

提供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新机会。一个很好

的例子是世界水质联盟采用原位和遥感

以及建模数据的三角方法（第1章），以及
世界银行报告《质量未知：看不见的水危

机》中展示的机器学习方法（Damania等
人，2019）。这些方法，再加上信息通信
技术（ICT）的进步和日益普及，将有助于
利用和协调新的和现有的努力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6。

10 See www.minisass.org/en.
11 See https://freshwaterwatch.thewaterhub.org.

人们对公民科学倡议帮助填补数据缺

口的潜力非常感兴趣，例如案例研究

中所展示的倡议。使用在南非开发的

miniSASS10生物监测方法（焦点框2）和
原位物理化学方法11表明，这些倡议如果

设计和实施得当，能比传统的基于实验

室的监测网络覆盖更大的空间（Bishop
等人，2020）。这些方法涉及让公民科学
家参与数据收集工作，由此带来了额外好

处，如促进行为改变和让公民参与水质监

测。这些方法的效力正在世界不同地区的

一些小规模试点倡议中得到进一步测试，

并将开发“公民科学家632工具箱”来支
持实施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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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民科学家632工具箱将包含有关一
系列工具的信息和指导，使公民能够为指

标6.3.2的数据收集作出贡献，同时学习
水质管理知识。这些工具的复杂性各不

相同，从观察性测量到先进的生物监测，

应有尽有，并可以使具有不同背景和专业

知识的公民都能够做出贡献。工具箱将

提供以下方面的指导和信息：

• 营养物质、pH值和浊度的物理化学数
据收集

• 利用大型无脊椎动物和大型水生植物
的生物监测数据

• 观测信息，如气味的存在、污水的输
入、藻类的生长和浮游大型植物的覆

盖范围。

工具箱也可以是一个双向的门户：除了为

公民提供为数据收集做出贡献的机会外，

还可以使他们了解自己所在的水体和集

水区面临的压力。 

为确保公民产生的数据被纳入可持续发

展目标6的报告中，并确保正在努力测试
将监管数据流和公民数据流结合起来的

最适当机制，机构的支持至关重要。

5.1.4 融资

对许多国家来说，获得和优化用于水质监

测的充足资金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这些

国家面临着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压力。资金

短缺阻碍了水质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实施，

并导致数据记录中出现难以填补的空白。

需要改进针对性，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

并调动更多的国内和国际资金。

实施强有力的、精心设计的环境水质监测

方案所需的财政资源可能千差万别。基本

方案只覆盖少数几个关键水体核心参数，

可以采用实地检测试剂盒，用相对有限的

资源来实施，而更先进的方案会覆盖更多

的参数，增加监测频率，包括在更多的监

测点取样，成本可能要高得多。在计算监

测方案的成本时，质量控制和保证以及可

靠的数据管理都是需要考虑的方案设计

的关键方面。 

为了保护水体和改善水质，必须改进耕作

管理方法和提升废水处理率，特别是在

非洲等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作为加快政

策行动的第一步，需要在所有地区进行投

资，以扩大国家监测网络并制定国家水质

标准。

5.1.5 治理

水质治理极其复杂，负责水质管理的各

部委和组织之间的作用和任务相互重

叠。此外，不同的部委和组织可能使用不

同的行政单位，使管理行动更加困难。亟

需厘清这些与水质有关的国内体制复杂

局面。

鉴于河流、湖泊和含水层不承认国际边

界，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跨界合作对于

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至关重要。大多数

国家都采用了以水文为基础的通用行政

单位，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这是

有效开展跨界合作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在

立法方面，监测和报告往往是在没有环

境水质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不具有

法律地位。需要将这些标准纳入国家和

国际立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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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之间的协调，以及制定协调一致

和可持续的水立法，是水资源综合管理

（IWRM）的一些主要目标，指标6.5.1对
此进行了衡量。此外，指标6.5.2衡量跨
界合作的程度。这样，努力实现具体目标

6.5——在各级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包
括酌情通过跨界合作——可能会直接支

持具体目标6.3的实现。 

5.2 加速摘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加速框架的五个加
速器都与指标6.3.2有重大相关性，如果
得到考虑，将有助于“使可持续发展目标

6回到正轨”（联合国，2018）。能力发展
以及数据和信息是最重要、最迫切需要

的加速器，但这五个加速器都是相互关联

的，不能孤立地看待。例如，改善数据可

获得性需要进行数据收集方面的培训，

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利用创新的数据来

源和数据收集方法，获得充足的财政资

源，以及营造积极的有利环境。

12 请参见www.gwp.org/en/sdg6support/consultations.
13 请参见www.gwp.org/en/sdg6support/consultations/where-we-need-to-go/acceleration-package.

一旦数据收集和管理做法得到改进，为了

产生最大的影响，所产生的数据需要纳

入到管理和政策行动中，同时改进针对所

有利益攸关方的宣传和交流，以确保水质

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之一是确保负责水质的机构参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6水资源综合管理支助方案。12 
该方案可以协助各国政府设计和执行行

动计划，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根据国家优

先事项，加快实现与水有关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其他发展目标的进展。水资源综合

管理加速成套服务13可供所有国家使用，

以促进政府主导的多方利益攸关方制定

行动计划的进程。负责水质的机构参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6水资源综合管理支助方
案，将为针对具体目标6.3的行动提供直
接的支持。同样，建议指标6.3.2的协调员
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6.5.1下的多方利益
攸关方报告进程，以便他们能够与整个水

务界的利益攸关方沟通，宣传水质管理

对实现多项发展目标的重要性。这也将使

负责水质的机构能够倡导将水质监测和

管理作为更广泛的可持续水资源管理规

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http://www.gwp.org/en/sdg6support/consultations
http://www.gwp.org/en/sdg6support/consultations/where-we-need-to-go/acceleration-package


环境水质进展 - 2021    46    

奥地利马尔尼茨Stappitzer高山湖。图片来源：Aydin Hassan on Unsplash



人类发展离不开淡水，但是淡水也受到

了污染，并受到土地使用变化的影响。虽

然有些水体的情况很糟糕，完全恢复到自

然状态并不现实，但有许多水体通过精心

管理是可以恢复的，还有一些水体相对没

有受到人类影响，需要得到保护。精心管

理的前提是掌握我们的河流、湖泊和地

下水的信息，知道哪里水质好，哪里水质

差。我们还需要掌握污染物的来源和类

型、污染物进入这些水体的途径及其影

响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管理行动就能

有的放矢，确保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都得到保护。

指标6.3.2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指标，但已
有迹象表明，参与这一进程和执行该指标

已经提高了国际社会对水质问题的认识。

需要宣传因改进水质监测和报告而产生

的积极影响，才能确保取得进一步的成

功，并确保水质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作用

得到认可。.

6.1 后续步骤

2017年基线数据收集运动后执行了一个
反馈流程，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得以改

进实施方法和组织工作。相关改进包括

将报告框架与现有的框架协调一致，以

减少报告负担，提交深入的支持材料，提

供可选的目标值，开发指标计算服务，以

及设计第2级报告工作流程。这一反馈流
程将在2021年重复进行，向能够在2020
年报告的国家和无法报告的国家征集

反馈意见，以了解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 
改进。

与适当的国家协调员沟通在2020年再次
成为一项挑战，尽管与2017年的数据收
集运动相比，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除了收到89份报告外，还有46个国家确
认已经开展这项工作，其中22个国家承
诺提交报告，但未能及时完成。为了改善

沟通渠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计划定期

提供最新信息，以确保协调员随时了解 
情况。

第6章：指标6.3.2执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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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深入的接触是2020年数据收集运
动的一部分，我们也借此洞悉了负责报告

的组织在报告指标6.3.2时面临的能力差
距。利用这些信息，可以为每个国家量身

定制能力发展战略，概述在下一次数据收

集运动中提供更完整、更可靠的指标得

分所需完成的步骤，并帮助推进国家水资

源管理。 

6.2 实施升级

将修订报告提交程序，以进一步减轻各

国的报告负担。2020年有18个国家使用
了新的指标计算服务；除此之外，还有14
个欧洲国家根据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方
案（GEMS/Water）利用现有数据计算的
指标得分批准了它们提交的报告（焦点 
框5）。将进一步发展这项服务。

已经有创建一个在线提交平台的计划，使

指标6.3.2的提交流程自动化。额外的功
能，如根据输入的水质数据和相关元数

据计算指标得分，将有助于简化这一提

交流程。该平台可以生成产品，如不同空

间尺度（国家或河流流域）的置信度评级 
（将在本章后面讨论）和水质记分卡，以

提供关于哪个参数对指标评分影响最大

的额外信息。该平台还可以实时显示在使

用不同目标值时，会对指标得分产生哪些

影响。

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倡议（IMI -
SDG6）小组和几个可持续发展目标6指标
小组正在考虑通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次

国家报告单位框架这一概念。这种方法的

好处是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目标6所有指标
的数据统一起来。例如，关于废水处理水

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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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将继续努力，为下一次数据收集运动做

好准备。

对于已经完成第1级报告的国家，仍然可
选择提交第2级报告。2020年，没有正式
要求各国提交第2级报告，以避免各国的
负担过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各国之

间正在进行接触，将要求在数据收集运

动间隔年（2021年和2022年）期间提交
第2级信息。

对2020年收到的报告进行了置信度评
级。该评级使用与指标一起提交的元数

据来提供一个表示得分“可靠性”的数

值。它还提供了关于成分度量如何评分的

信息（附件2）。根据客观标准，对每个国
家的各个成分度量进行了从1（最差）到5
（最好）的评级，然后通过计算，得出置

信度评级为这五个度量的未加权平均值，

显示了2020年收到的所有报告的全球平
均值以及第25和第75个百分位数。所有
五项指标的总体平均置信度评级为3.7，
其中目标值特异性得分最低，时间范围

和频率得分最高。这一方法将得到推广并

作为补充信息提供，而补充信息可在不同

的空间尺度上提供，以深入了解国家指标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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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框5.区域报告：欧洲环境信息和观察网（EIONET）

背景

欧洲环境署的38个成员国和合作国通过其电子报告基础
设施Reportnet定期报告其水体状况数据，这是欧盟不同
指令（特别是欧盟水框架指令）规定的现有报告义务的
一部分，也是年度环境状况报告的一部分。这些数据进入
欧洲水信息系统（WISE），构成泛欧水质指标和评估的
基础。应几个欧洲国家的要求（即要求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6.3.2的报告重新使用现有的区域数据流，以减少报
告负担和统一结果），欧洲环境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已经制定并试行了一种方法，根据WISE系统中提供的地
表水体和地下水体的选定核心参数浓度的年度平均值，
计算欧洲国家的指标6.3.2数据。

方法

指标结果的计算分两步进行：

第1步：欧洲环境署根据其Waterbase数据库中的年平
均浓度数据，为每个监测站和水体计算了1992-2018年
期间选定水质参数的年度统计水质分类。参数浓度水平
的泛欧五分位数被用作目标值，将其划分为五个质量等
级。

欧洲环境署通过几个在线仪表板公布了由此产生的数据
和附带的分析结果，以供审查和进一步处理。

第2步：指标6.3.2服务台使用第四十个百分位数，对
2017年和2020年报告期（分别涵盖2013-2015年和
2016-2018年）采用“一个出局，全部出局”的方法，将每
个水体的水质状况进一步划分为“良好”或“不好”。在
进一步汇总到流域区（如欧盟水框架指令中所定义）和
全国范围后，将结果与各国分享，供其审查、采用或用各
国自己的指标数据替代。

完整的故事链接如下：https://communities.unep.org/
display/sdg632/Documents+and+Materials

成果

使用统一的方法计算了36个欧洲国家的指标数据，其被
评估水体水质良好的比例在0%至100%之间（2017年报
告期平均为76%，2020年为79%）。极低和极高的指标值
在没有多少监测数据的国家最常见。 

与被评估的地表水相比，被评估的地下水体的水质状况
要低得多（平均为49%），在报告期之间出现了下降，而
地表水的水质状况略有上升。由于地下水体的数据相对
匮乏，只使用了硝酸盐数据，而且应用的目标值6.8毫克
硝酸盐/升低于欧洲50毫克/升的标准，导致许多地下水
体被归类为“不好”。

在开展试点研究并且设有正式指标协调员的23个欧洲
国家中，14个国家批准了试点数据，4个国家提供了自
己的报告数据，5个国家的报告正在等待审查（2021年 
4月）。

未来

该试点研究让我们深入了解了在欧洲范围内重新使用现
有报告数据的机遇和挑战。这些将被用来进一步完善方
法和与各国的反馈过程。

通过纳入涵盖更多水体和参数的WFD报告数据（第2级
报告），可以进一步改善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定的“一个
出局，全部出局”分类方法可以用更符合一般指标方法
的平均方法来代替，减少单一参数的影响，并提高与其
他地区报告数据的可比性。

各国要求花更多的时间审查数据，并有可能修改选定的
目标值。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与现有报告义务相协调的专
门的Reportnet报告流程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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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020年数据收集运动期间全球
所提交报告的置信度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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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拟议的新支持

目标值也是一个问题，所采用的目标值存

在很大差异（第2章，图3）。虽然预期会
有一些差异，但差异的程度超过了预期范

围，而且一些国家采用了用水目标值而不

是环境水质目标值。这一信息可再次用于

帮助这些国家制定自己的标准和目标值，

并努力满足未来数据收集运动的要求，

届时指标6.3.2将以更有意义的参照点为 
基准。

界定需要多少数据才足以可靠地进行报

告，这很重要，但也很难做到。据观察，在

各国用于计算该指标的数据量方面，存在

相当大的差异。然而，所需的数据门槛视

水文环境和水质的自然变化而不同：一个

主要依靠地下水的、相对干旱的国家所需

的数据远远少于一个有明确季节性的温

带国家，后者的水体数量较多，一年中水

量和水质都有很大波动。尽管无法设定

一个绝对的门槛，但可以提出最低数据要

求的准则，并用于评估。

公民科学家632工具箱（第5章）将包含有
关一系列工具的信息和指导，使公民能够

为指标6.3.2的数据收集作出贡献，同时
学习水质管理知识。

这些工具的复杂性各不相同，从观察性

测量到先进的生物监测，应有尽有，并可

以使具有不同背景和专业知识的公民都

能够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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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预期成果

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建立能够
使用和提供指标6.3.2数据的水质数据的
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已经开始了将

这次数据收集运动的调查结果与其他数

据集相叠加的工作，但随着数据供应的改

善，未来将出现更多的可能性，使我们能

够更深入地了解水质状况及其驱动因素

之间的关系，并帮助实现变革。例如，生

成和分享关于水质差和水质好的确切地

点和时间的高分辨率空间和时间数据，结

合供水处理的数据，或结合对水质差造成

的潜在性别影响进行的分析，将有助于引

导采取行动，改善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的

生活。 

指标6.3.2目前被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
构间专家组（IAEG-SDG）分类为第二级。
这意味着，该“指标在概念上是明确的，

有国际公认的方法和标准，但各国没有定

期产生数据“（IAEG-SDG，2021）。如果
有更多的国家就这一指标与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合作并提交数据，这一指标就可以

升到第一级。这意味着该“指标在概念上

是明确的，有国际公认的方法和标准，并

且各国定期为至少50%的国土面积以及
生活在该指标有重大意义的每个地区的

至少50%的人口提供数据”（IAEG-SDG, 
2021）。随着更多可持续发展目标6指标
升级为第一级，托管机构将越来越有能力

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状况，并使各国
走上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

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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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7年和2020年的指标报告结果，涵盖96个国家 

 

国家 2017年得分 2020年得分
分数变化
（2017-

2020年）

LW RW GW Total LW RW GW 合计

阿根廷  0 21.88 17.9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 50 40  

埃塞俄比亚  100 96.43 96.77

爱尔兰 45.78 56.72 91.42 61.69 50.45 53.18 92.22 59.44 -2.25

爱沙尼亚 100 100 100 44.2 86.2 100 75.65 -24.35

安道尔 100 75 92.86 86 86 -6.86

安提瓜和巴布达  0 0

奥地利 91.94 80.12 94.57 80.44 95.56 81.42 96.24 81.77 1.33

澳大利亚  92 87 87.65

巴拉圭  66.67 75.21 0 71.61

巴拿马  100 63.64 64.36

巴西 33.62 71.75 64.86 63.25 46.96 75.87 67.86 71.02 7.77

白俄罗斯  93.08 91.26 62.81 88.88

保加利亚 100 99.12 28.05 69.85 100 98.96 25.61 65.56 -4.29

北马其顿 0 12.5 0 8.7 70.01 70.01 61.31

贝宁  100 100 88.89 89.42

冰岛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

波兰 100 97.26 66.47 95.63 98.77 98.4 58.82 96.14 0.5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100 4.89 16.67 5.79 100 28.35 94.74 30.58 24.79

伯利兹  60 100 78.95

博茨瓦纳 94.44 94.74 7.69 50 90 75 78 28

布基纳法索  100 100 95.29 97.7

布隆迪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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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2017年得分 2020年得分
分数变化
（2017-

2020年）

LW RW GW Total LW RW GW 合计

丹麦  38 54 75 53.42

德国 72.41 35.08 38.99  

多哥  100 100 100 1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88.89 50 70.59

俄罗斯联邦 83.33 100 96 83.33 100 96 0

法国 99.28 97.79 41.08 83.53 100 92.53 39.43 78.93 -4.6

斐济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

芬兰 100 100 85.61 95.98 100 100 86.87 96.84 0.86

刚果民主共和国  66 66

哥斯达黎加  68.48 68.48

格鲁吉亚  92 92

圭亚那  67.76 67.76

哈萨克斯坦  38.71 72.53 63.94

韩国 0 82.61 96.01 87.29 87.76 82.61 96.01 93.3 6.01

荷兰 99.01 100 62.5 95.88 99.01 100 62.5 95.86 -0.02

黑山 100 100 0 94.12 90.91 86.67 100 88.1 -6.02

几内亚 80.89 80.89  

加拿大  82.19 82.19

加蓬  100 91.3 100 93.55

捷克 0 100 40.99 67.01 100 97.45 37.89 88.19 21.18

津巴布韦 76.47 76.47 83.33 83.33 6.86

科特迪瓦  100 66.67 80

克罗地亚  71.43 55 91 55.85

肯尼亚 0 30.52 42.18 35.5 33.33 90.38 90.32 86.52 51.02

拉脱维亚 59.27 67.84 100 65.43 68.12 61.55 100 66.54 1.11

莱索托 0 33.33 0 16.67 100 100 100 83.3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80 80 80

黎巴嫩 0 50 100 50  

立陶宛 100 99.26 99.55 100 97.71 98.6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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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2017年得分 2020年得分
分数变化
（2017-

2020年）

LW RW GW Total LW RW GW 合计

利比里亚  100 33.33 50

列支敦士登 77.78 100 80 77.78 100 80 0

卢旺达 0 37.5 30 66.67 75 100 78.79 48.79

罗马尼亚 66.67 92.74 56.76 84.15 66.67 93.16 44.44 83.67 -0.48

马达加斯加 94.59 94.12 81.58 90.91 94.59 94.12 81.58 90.67 -0.24

马里  0 77.78 70

马绍尔群岛 100 100 100  

美国  32.63 33.67

秘鲁 36.84 36.84 23.58 25.62 25.41 -11.43

摩洛哥 85.94 76.14 76.27 79.15  

墨西哥  58.27 53.09 54.91

纳米比亚 60 85.71 100 78.57  

南非 62.5 37.05 46.92 43.5 52.32 74.19 52.11 5.19

南苏丹 100 100 100 100  

尼日尔  60 60

尼日利亚 41 66.27 52.46 7.77 15.05 12.46 -40

挪威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 100 0

日本 75 30 0 37.5 75 30 0 37.5 0

瑞典 48.85 31.77 97.7 45.13 52.96 34.58 97.62 48.37 3.24

瑞士 100 100 36.36 100 61.11 -38.89

萨尔瓦多 43.33 43.33 59.68 59.68 16.35

萨摩亚  100 100 100

塞尔维亚  100 77.14 88.46 83.07

塞拉利昂  41.7 41.7

塞内加尔 0 66.67 44.44 66.67 33.33 44.44 0

塞浦路斯 100 94.29 12.5 61.67 100 94.12 9.09 61.4 -0.27

斯洛伐克 0 98.39 49.32 71.86 0 100 47.3 57.15 -14.71

斯洛文尼亚 9.09 80.43 90.48 75.81 27.27 89.51 78.57 83.89 8.08

斯威士兰  87.5 87.5

苏丹 70 100 90 86.05  

泰国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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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2017年得分 2020年得分
分数变化
（2017-

2020年）

LW RW GW Total LW RW GW 合计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

 80 87 85.3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87.5 87.5

突尼斯  83 86 84.94

乌干达 100 100 100 0 0 0 -100

乌拉圭  73.04 76.88 75.85

希腊 100 94.6 0 49.25 100 96.53 0 40.62 -8.63

新加坡 100 100 100 100 0

新西兰 87.64 99.58 97.7 40.35 80.07 0 72.21 -25.49

匈牙利 41.77 53.6 81.98 57.66 34.04 60.72 78.38 59.33 1.67

牙买加 92.08 92.08 94.31 33.4 57.21 -34.87

英国 99.37 95.95 56.2 87.1 100 95.99 57.76 89.9 2.8

约旦 90 66.67 100 92 100 100 8

智利 85.64 85.64 84.02 84.02 -1.62

 
注：LW：湖泊水体；RW：河流水体；GW：地下水水体。

附件2.置信度评级度量描述

度量 描述

时间范围 评估期与当前数据收集运动前三年的时间窗口如何重叠

受监测的比例 被评估水体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多少比例

频率 被评估水体的平均监测频率是否符合指标方法建议的频率

核心参数 纳入评估的指标核心参数的比例

目标值特异性 水质目标值是否针对水体类型，甚至是否针对具体水体，或者是否对整个国家应用一
套单一的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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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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dg6data.org/
https://www.sdg6data.org/


环境水质进展 - 202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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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summary-progress-update-2021-sdg-6-water-and-sanitation-for-all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summary-progress-update-2021-sdg-6-water-and-sanitation-for-all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who-unicef-joint-monitoring-program-for-water-supply-sanitation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who-unicef-joint-monitoring-program-for-water-supply-sanitation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who-unicef-joint-monitoring-program-for-water-supply-sanitation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wastewater-treatment-631-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ambient-water-quality-632-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water-use-efficiency-641-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level-of-water-stress-642-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integrated-water-resources-management-651-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integrated-water-resources-management-651-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transboundary-water-cooperation-652-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transboundary-water-cooperation-652-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water-related-ecosystems-661-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rogress-on-water-related-ecosystems-661-2021-update/
https://www.unwater.org/publication_categories/gl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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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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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