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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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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水系统

很脆弱。作为健康、食物、能源、制造和运输的基础，
全球水系统正遭受着压力，包括质量下降、基础设施
老化和不足等问题。我们需要在水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采用智慧的管理方法才能
实现更好的效果。政府、城市、公用事业机构和企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通过使用
信息和分析技术部署智慧的水管理方法，以解决全球的水危机。

全球水系统是世界经济的基础

疾病患者占据，而在发展中国家，高达80%的疾病都

有效管理全球供水的能力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无处不

是水质差所导致的。2 解决水质问题有助于改善人的

在，从健康和营养、商业和商务直到能源和交通。然

健康，智慧的管理可以释放更多资源，从而增强医疗

而，全球水系统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缺水、不断下降

系统的功能。

的水质以及日益老化且不足的基础设施。随着资源条
件的恶化和用水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全球浪费的水量
愈发惊人。例如，每年，近35%的农业用水由于资源
管理不善而白白流走。1 漏水问题每天导致数十亿升
水损失掉。在全球几乎每个国家，如果没有智慧的水
管理，水利系统满足人们和企业关键需求的能力就会
大打折扣。

水是食物生产的关键
农业灌溉占全球用水量的80%，而且在全球食物生产
中占40%。3 食物产量受到降雨量减少的影响，而且
极端洪涝和干旱天气可能导致粮食绝收。4 例如，在

2012年，美国的农业遭受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
旱，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并导致玉米和大豆出口收入
损失了数十亿美元。5 随着全球人口估计从当前的70

水对健康有直接影响
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对于健康至关重要，而且是劳动力
工作质量和生产力的基础。水质差可能使员工生产力
低下，甚至使他们完全无法工作。水和健康的关系极
为重要 – 全球超过50%的医院病床都被与水相关的

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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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增加到2025年的80亿，并且到2045年增加到90亿，

水是制造商品和服务的关键

为满足人们对更多食物的需求，尤其是饮食中肉类消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统计，在水工业所
产生的121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中，680亿美元提供给

费量的增加，水的需求将会增加 – 生产一公斤牛肉需
要15,400升水，而生产一公斤小麦需要1,300升水。6 在

了其它活动。9 这低估了水对于支持经济活动的真正

未来几十年中，水缺乏将是食物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

价值和重要性，因为在许多国家中，用户用水的价格

因为农业将与城市发展和工业用途争夺对水资源。7

不能反映供水的真正成本。10 大量商品和服务的制

我们的食物体系中所发生的情况也影响着水系统 –
农业是水浪费和水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8

造都需要水(见图1)。

制造...
一张纸需要

一片面包需要

一美元的工业产品需要

一英镑塑料需要

一杯酒需要

一个苹果需要

一杯咖啡需要

一公斤马铃薯需要

一公斤小麦需要

一条巧克力需要

1,700 升水

一升柴油需要

1,000-4,000 升水

一件棉质T恤衫需要

一公斤猪肉需要

一条牛仔裤需要

一公斤牛肉需要

一双皮鞋需要

10 升水

109 升水
1,300 升水

40 升水

125 升水

80 升水

130 升水

910 升水

290 升水

2,500 升水

5,990 升水

10,855 升水

15,400 升水

17,000 升水

一吨钢材需要

一辆汽车需要

100,000平方英尺的

在微芯片制造厂，每天需要

300,000 升水

400,000 升水

资料来源：waterfootprint.org.

图1. 水足迹：制造某些商品和服务所需的水量。

10m 升水

建筑需要

8-15m 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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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平均水“足迹”是3,800升，它反映人均每天用

互相交织的挑战和极端脆弱的水系统

水量，但由于消费模式的不同，以及生产中用水的

更多人生活在供不应求的地区

效率，这一数字有很大的变化。例如，在玻利维亚

(10,000升)、尼日利亚(9,600升)和美国(7,800升)，人
均用水量相对较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中，使
用量相对较低(1,500升 )。中国和印度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大约为3,000升。11 随着全球人口和收入的增
长，为满足消费并支持经济活动和就业而制造商品和
服务所需的用水量也随之增加。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推动着用水量的激增，而供水量日
益减少。不断降低的水质对世界许多地方的供水产生
了负面影响。21 用水的紧张程度也在提高 – 从1900
年到1995 年，用水量的增速是人口增速的两倍。22

能源和水互相依赖

缺水
全球水资源正在削减，而
对水资源的需求持续增加

世界能源体系对水有高度依赖性。在美国，能源生产
占总用水量的49%，而在欧盟，这一比例为44% 随
着能源需求的增加，水的消耗也相应地增加。12 与

2000年的使用量相比，到2025年，美国的用水量将增
加165%，而到2030年，欧盟的用水量将增加130%。13
供水问题已经对能源的生产造成了限制。2011年，中
国中部和南部遇到了严重的干旱，导致了断电情况。14
2012年，美国的严重干旱导致了加利福尼亚州电网的
可靠性问题和电价升高。15 能源也影响水质。美国石
油天然气行业每天产生6000万桶废水。在非洲，每年
有260,000桶石油流入尼日尔三角洲。16 提炼石油天
然气所用的水力压裂法会影响水质，因此注已经使得
化学品泄漏和在多地被禁用的法规不断增多，包括南
非、澳大利亚和法国。17 水的提炼、处理、分送和加
热以及废水的收集和处理需要大量能源。

劳动力

基础设施

具备适当行业技
能的劳动力缺乏

水利基础设施
不足且老化

质量

洪灾

全球水质下降

洪灾频率和严
重程度在加剧

水影响交通网络
面对暴风、暴雨和不断上升的水位，公路和铁路网络
更加脆弱。受到海平面升高的影响，沿海地区的交通基
础设施面临着风险。18 另一方面，干旱使公路达到了
设计极限，导致道路干裂，还对河流中的航道造成了限
制。19 水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导致服务中断、交通成本
增高，进而对地区和国家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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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经济分析中心，IBM商业价值研究院。

图2. 全球水系统互相交织的挑战致使水系统异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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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缺乏(用水需要超过水的可供应量) 是一个全球性

水基础设施老化问题需要花费一万亿美元，例如，到

问题，影响着所有地区(见图3)。水缺乏对水的数量和

2015年，5,365个堤坝将超过其设计寿命。28

质量进一步产生了负面影响。23 水缺乏问题将随着
生活在严重缺水地区的人越来越多而更加普遍。从

中国计划到2015年投资1280亿美元解决水基础设施

2005年到203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长近40%，从
28亿人达到39亿人。24

不足的问题。在许多城市和地区，资金紧张意味着大
规模投资并不可行，而且在新兴市场中，建造速度可
能跟不上发展速度。而老化的供水或排水管道更容

水基础设施不足和老化日益普遍

易出现故障并导致水污染。基础设施不足和老化问题

水基础设施的问题几乎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英国，

不仅影响着水质，还因无法平衡供应和需求加剧水缺

每天因水泄漏造成的损失达到34亿升。25 在印度孟

乏，并加剧洪灾的影响。

买，每天因泄漏和连接不畅造成的损失量达到 7 亿
升。在拉丁美洲城市，平均泄漏率为35%。而在中国
的400多个城市中，平均漏水率超过20%。26 到2015
年，供水和排水处理设施的不足将使超过一半的巴西
城市面临着缺水风险。27 增强和扩充基础设施的费

资金紧张使许多城市和地区无法为维护
老化的水基础设施而进行必要的投资。

用高昂。据估计，从2011年到2025年，在美国，解决

无污染 ■
轻度污染 ■
中度污染 ■
严重污染 ■

十亿人

全球

OECD
(34个国家)

巴西、俄罗斯、
印度、
中国

注：缺水基于用水量与每年可用水量的比例，并采用以下阈值：<10% = 低；10-20% = 适度；20-40% = 中等；>40% = 严重。
资料来源：OECD，OECD 2030年环境展望，2007。

图3. 2005年至2030年生活在缺水地区的人数。

世界其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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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而频繁的洪水导致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的年龄是44.7岁，并将在56岁退休，在同一家水厂的

在全球范围内，从1980到2012年中期，超过4,000次

就业年限是24年。从规模上讲，到2020年，预计劳动

洪灾影响了35亿人，造成690万人死亡，并且造成了

5590亿美元的破坏。29 随着水文循环的加强，预计
突然降水会更频繁，更剧烈。这些降水可能增加洪水
和暴雨流量，导致进一步的人员和财产损失。30 到
2025年，发展中国家超过一半的人口将极易受到洪灾
和暴雨的影响。31 到2050年，全球面临洪灾风险的
人口将增加33%，从12亿增加到16亿。到2070年，在
136个主要港口，受洪水影响的经济资产价值可达到
全球GDP的9%。32 洪水影响水质，因为水面污染物
进入供水系统、蓄水层和暴雨径流当中。

力丧失的比例将达到30%到50%。38 澳大利亚也存
在类似的挑战，2008年，水行业技能任务组成立，目
的是应对水行业技能缺乏的问题。在澳大利亚，为了
替换退休人员，到2019年，该国需要雇用40,000名工
人 – 是当前80,000名劳动力的一半。39 在英国，科技
委员会早在2009年就呼吁，水行业的技能缺乏问题
需要迫切解决。40

应对挑战需要智慧的水管理
水质和废水问题进一步恶化

智慧的水管理是物联化、互联化和智能化的管理，采

每天有两百万吨污水及工业和农业废水排入全球的

用信息和分析技术在水管理的生命周期内提供更好

水源。33 仅仅在美国，每年排放的污水就达到8500亿

的绩效(见图4)。物联化意味着从大量来源快速地收

加仑。34 全球超过7.8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用水。35 水

集信息，以提高情景意识。这也需要合并来自多个来

质问题已经导致城市内使用瓶装水的人数增加了超过

源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以创建多个层面的水系

600%以满足饮用水的需求， 从1990年的2600万增加
到2010年的1.92亿。36 这些问题正进一步恶化。

统的整体视图。互联化意味着高效的信息共享，以提
供实时的通用运行视图，从而实现更有效的决策，以
及跨服务、代理、供应商和用户社区的有效协作。智

到2025年，无法获得安全用水的人数预计增加到20

能化意味着更全面、更及时的信息，使用预测分析和

亿，而且随着全球城市人口从2011年的52%增加到

信息挖掘技术识别趋势和热点，以改进计划、排程和

2050年的67%，这将进一步加剧管理城市用水和废
水的挑战。37 不断恶化的水质加剧了缺水的问题，因
为水质差将降低可用水的有效供应。
水行业面临着技能危机
水系统中的所有挑战和问题还伴随着水行业中日益凸
显的技能危机。大量年老工人退休，而且行业正努力
吸引并留住年轻工人。例如，在美国，普通水厂工人

战术决策，并且制定预防措施。

智慧的水战略实现了高效的供需管理
为了应对缺水挑战，并优化供需平衡，水的消费需要由
用户更有效地管理，而且供应商需要由供水部门更好
地管理。智慧的水管理通过收集来自公用设施以及工
业用户基础设施、网络中的传感器和智能仪表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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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用水量数据有助于实时洞察消费和
供应。

案例研究 – 衣阿华州杜布克

42

• 实时平台每15分钟监控水消耗量，并且安全地将匿
名数据传送到云平台，在该平台上分析天气和其它
数据。

• 快速且自动地向家庭发出潜在漏水和异常信息，以及
社区

用美元、加仑和碳节约量表示的用水信息，以提高节
水能力。

• 为市民、城市政策制订人和城市水管理部门提供水
分析

运行

消费趋势的洞察，用于短期决策和长期规划。

• 产生的好处包括：在试运行阶段将用水量降低了
6.6%，并且预计23,000户家庭每年节省6490万加
仑水，并且将整个城市的的漏水检出率从0.98%提
高到8%，提高了716%。
“…我们的市民现在可以访问实时数据，因此，他们能
资料来源：IBM公司

图4. 智慧的水管理。

用水需求及供应数据而实现这种优化。对这些数据进

够改变行为模式，这将帮助他们节约金钱，并保护宝贵
的水资源。”

Roy D. Buol，迪比克市市长

行实时分析和可视化处理，以生成对水消费行为和供

智慧的水管理有助于公用事业机构和企业有效地
管理基础设施

应情况的洞察。然后，用户可以使用这些洞察信息更有

应对漏水和老化基础设施问题需要更深入地洞察水

效地管理需求，而公用事业部门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更

网中发生了什么。传感器和设备持续地获取公用事业

好地决定何时储存、处理和配送多少水量而更有效地

机构和企业供水基础设施内的年限、位置、资产状况

控制供应。这也有助于增强多个相关方面的协作，并实

以及水流数据。这些数据的可视化和分析结果，可以

现更协调的管理，使各方面在单一平台上访问和分享

用来在因水网漏水和设备老化造成实际或潜在损失

数据(参见案例研究：衣阿华州杜布克)。例如，在加利

时发出告警。

福尼亚州索诺玛郡，来自输送网络和客户处理厂的仪
表数据提供了一个接近实时的运行视图。一个试验协
作平台对数据进行了分析，以实现对于储存、处理和输
送的更明智决策，并且有助于避免不当管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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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机构可以准确地识别问题发生在何处，快速
调派维护人员，了解需要多少工作量，以及需要哪类
设备，从而节省时间和成本。这一洞察力还有助于确
定在预防维护和修理时将资源用于何处，从而最大限
度减少严重且昂贵的服务中断。减少漏水有助于降低

数据可视化和场景模拟工具可以实时
提供水资源和管理系统的可靠、可行的
视图。

运行成本，例如水网系统泵吸、处理和加压所需的能
源。这也可以降低化学品处理成本，并减少对于昂贵
的施工项目的需求。例如，为英国850万人提供服务
的Severn Trent Water拥有集成的资产管理和人力资

案例研究 – 巴西里约热内卢

44

• 2010 年，里约热内卢遭到严重洪灾和泥石流的破

源能力，通过预测、规划和安排维护任务，显著提高

坏，洪灾和泥石流夺去了数百人的生命，并造成数千

了问题的初次解决率，并降低了运行成本。43

人无家可归，而该城市是巴西历史上遭受破坏最大
的地区。

智慧的水管理增强了对洪灾的准备就绪程度和响
应能力
洪灾无法避免。然而，如果通过准确的预警系统和告
警而对洪灾防御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可以减少救灾投
入的人力和财力成本。智慧的水管理意味着可以实时
地从河流系统、堤坝、传感器和天气系统收集数据，
并且结合历史数据，汇总生成对物理基础设施的统一
视图。将分析技术和先进的天气模拟模型应用到这些
数据中，从而监控并预测水流和洪水，监控即将到来
的洪灾威胁，并且更准确地确定潜在的风险区域(参
见案例研究：“巴西里约热内卢”)。

• 除了需要更完善的事故管理和更好的天气预测，该
城市建立了先进的运行中心，采用分析模型更有效
地预测并协调对紧急事故的响应。

• 中心将来自30个不同城市机构的信息和流程集成到单
个运行中心，为城市的持续运行提供了整体的视图。

• 实施高分辨率天气预测和水文建模系统，可以提前
48小时预测大雨。
• 借助即时的移动通信通知急救人员和市民，预计自动
告警系统可显著缩短紧急状况的响应时间，从而实现
对紧急服务的更好管理，并有可能挽救生命。

这些洞察数据有助于提供预警，更加有针对性地关注

• 现在，中心能够作为整个城市的神经中枢系统，以管

紧急事故或灾难响应，并且增强事故与灾难响应机构

理交通堵塞，密切关注犯罪响应和预防，预测电网中

的协调性，以更好地管理和应对风险。这还有助于识

断，并协调大规模事件，以保证公众安全。

别现有基础设施中的弱点，这样可以在最需要的地方

“在里约热内卢，我们利用技术使市民受益，并且有效

进行投资，从而使有限的财务资源发挥最大功用。

地过渡到智慧的城市。”

Eduardo Paes，里约热内卢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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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水管理增强了公用事业机构和工业用户监
控水质的能力

此外，更全面地使用技术和更好的协作可以更轻松地

通过工业或公用事业网络中的分水界、处理厂和测试

数量，使水系统有效地运作。

吸引年轻的技术型工人进入行业，以保持充足的工人

设备中的测量仪器可以收集关于水质状况的大量数
据。然后，这些数据可与地形、社区边界、公共基础
设施等地理数据以及人口数据集成。通过数据可视化
和场景模拟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实时分析，生成水
资源和管理系统的单个可靠且可行的地理空间视图，
从而增强了对水质的监控。自动化告警使工业用户或

案例研究 – 爱尔兰海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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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海洋学院采用实时高级分析增强水质的监测
和控制，并支持在嘎威海湾的海洋和海岸研究。

公用事业机构能够检测和确定问题，更有效地快速应

• 海洋学院采用实时传感器监测并传输关键水质和海

对质量问题。以上措施可以预防水污染，还为长期规

洋状况数据，过去的手动作业转变为自动数据收集。

划的提供了洞察力。因此，早期干预有助于减少与水

开放的可扩展架构实现了传感器数据与其它数据的

体污染相关的疾病爆发，并帮助公用事业机构和工业

集成，例如地理信息系统。

用户遵守水质法规。通过单个平台访问并共享数据，

• 数据以新的方式处理、分析和显示，而且系统快速地

可以支持多个相关方面围绕大量活动更好地协作，市

向多个相关方提供宝贵的洞察力，例如公共健康机构

民也能够藉此与水管理数据相关方联系(参见案例研

和实验室。

究：爱尔兰海洋学院)。

智慧的水管理通过增强组织记忆并吸引年轻劳动
力而帮助应对技能危机
水行业中老化的劳动力和大量退休人员导致大量知
识丧失，这些知识从未记录到企业和组织记忆中。智
慧的水管理方法有助于通过智慧的数据管理持续获
取组织记忆、积累并保护关于流程和程序的组织知
识，以及持续地将复杂分析模型用于数据中而获得支
持决策的洞察力，从而解决这一问题。增强知识的接
入和交换有助于更好地利用现有技能和人才。

• 在某些状况发生时使用告警通知用户，增强了公共安
全，例如污染增加或潜在洪灾。

• 信息支持大量相关方的多种活动，包括气候变化的
研究、技术发展，以及商业捕鱼收益等。

“无论是帮助和支持工业开发还是推动海洋安全，

SmartBay获得了明显、直接且巨大的收益。”
Paul Gaughan，项目协调员，SmartBay，爱尔兰

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政府、城市公用事业机构和企业应做什么？
政府、城市、公用事业机构和企业在发挥智慧方法的巨
大潜力并应对全球水系统挑战方面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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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协调可能包括主动地寻找并且开展与政府、
国际水务管理组织、私人行业、民间团体和学术机
构的合作与协调举措。
政府需要保证各机构在水管理问题和管理方法上的

政府需要制订智慧的水管理战略，并为实现设备
的互操作性制订行业标准

协调。

政府需要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制订智慧的水管理战
略和实施路线图，包括明确的目标、时间表和里程碑
事件(参见案例研究：“新加坡的整体水管理”)。政
府应当：

案例研究 – 新加坡的统一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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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公用事业局 (PUB) 经过改组，成为全国性
的水务机构，负责监督新加坡供水、废水和雨水的整

• 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总体负责水管理。监督
机构应对水系统战略和路线图负责，并衡量进度
和成果。

体管理。

• 该机构为水资源的管理提供全面的计划建议。该计
划包括一个供应战略，目的是保证新加坡的多样化、

• 保证关键的相关方面参与制订战略和路线图 – 例
如，通过建立论坛而将相关方面召集在一起。

持续的供水，以及在与多个相关方面合作过程中的

• 利用现有的研发或创新资金支持那些有助于证明
智慧的水管理解决方案投资回报并加快应用的演
示项目。

• 2004年，PUB启动了WaterHub，这个能力中心的职
责是为PUB 和新加坡的水行业提供一个战略平台。

水需求管理。

• WaterHub通过注重三个战略领域而支持新加坡水行

政府需要将公用事业机构和制造商召集在一起，以弥补

业的集群开发、能力培养和国际化：

差距，并制订设备的行业标准，例如仪表、水泵和阀门。

- 成立了专业 水 务 人员进 修 学院 ( Academy@
WaterHub)

• 政府应学习其它许多地区在开发通用行业平台和
协议方面的最佳实践 – 例如，建筑物、工业自动化
和控制网络。
• 研究应注重确定标准差距，从而在推动建立开放
标准的方面做出努力。
• 政府还需要保证全国上下为解决水问题而开展协
作，而且协作的规模甚至扩展到国界之外。
• 例如，仅在美国就有近53,000个水务机构，46 但
这些机构之间没有做到互相协调，尽管它们都管
理着共享的资源。47

- 充满活力的研发孵化中心 (R&D@WaterHub)
- 全球水务知识与联系中心 (Connect@WaterHub)
• 现在，新加坡凭借其创新的水管理而成为公认的动
态全球水枢纽，并且成功地将国家的弱项转变为关
键的优势。

资料来源：PUB

10

保卫未来

城市可作为“中枢”来推动数据共享的开放性和透
明性，并将关键相关方面召集在一起
通过实现城市级数据共享为智慧的水管理奠定基础，
城市的作用极为重要。城市可以：

• 为参与水管理的关键机构制订数据共享章程，例
如公用事业机构、洪水或紧急事故管理及环境健
康机构。
• 创建一个平台，促进数据和信息在这些机构之间
的交流，以推动开放性和透明性，并且为水系统制
订一个真正集成的统一视图。该平台可作为现有
开放式数据举措的一部分，而且也可以与市民、企
业和研究人员公开共享(参见案例研究：“都柏林
的跨国界水管理”)。

案例研究 – 都柏林的跨国界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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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负责都柏林水管理的委员会开始正式合作，通
过单个开放的数据平台Dublinked交换数据。
• 这一协作实现了跨委员会的水质问题的协调处理，并
提高了委员会主动应对问题的能力。

• 门户促进了尽可能多的企业和个人的参与，并且作为
都柏林管理机构的结构化参与机制。

• 它实现了以数据为驱动力的创新，并推动都柏林在开
发和测试新的城市解决方案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

由于水的问题不受政治或管辖边界的制约，因此，城

公用事业机构可以更好地利用数据，并协作建立
战略架构

市需要采取跨边界的方法进行水管理。

为了使公用事业机构现有的数据发挥巨大的潜在价
值，它们必须：

• 城市需要跨管辖边界协作，应对水挑战，并且交流
关于智慧的水管理技术、解决方案和方法等最佳
实践。
• 城市应建立论坛，将相邻区域的公用事业机构、洪
灾管理、水质管理组织和机构召集在一起。
• 论坛可用于以水资源为中心的协作、合作和管理。
• 城市还需要主动地联系国内和国际的其它城市。
• 使用现有的城市网络和组织 – 例如美国的全国城
市联盟和欧洲主要城市组织 – 与具有同样优先任
务和挑战的其它城市联系，并且在更全面的范围内
开展协作。

• 利用组织内现有的大量数据。这个综合的存储库
应采用精心定义的框架确定哪些数据保存在哪些
部门中。
• 确定以结构化方式将这些数据汇总在一起的方
式，使其在组织内随时可以获得和使用。例如，运
行仪表板可用于整合数据。
• 一旦建立了现有数据的完整视图，就可以识别组织
内的数据和知识差距。
• 制订一份计划，以消除这些差距，获得关于网络和
基础设施的更完整视图。传感器和其它设备可帮
助收集额外的数据，以丰富现有的数据库。

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公用事业机构需要打破协作界限，参与制定构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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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企业的总用水成本。

的水行业所需的战略架构。

• 尽管技术是智慧的水管理的必要组件，但这并不
足够。要从这些解决方案中获得全部价值，需要每
个此类架构均包含治理、运行和组织方面的变化，
从而实现智慧的水管理。
• 参与并利用行业协会的集体知识 – 例如智慧的水
分析网络、美国自来水厂协会或国际水协会 – 帮
助制订这一架构，并改变您的工作方式。

• 企业交纳的水费只是总用水成本的一部分。要准确
地了解全部成本，企业还需要包含额外的成本，例
如水的加热和使用后的处理。这可用于计算用水
效率提高带来的全部收益。

公用事业机构需要打破协作界限，参与
制定构建智慧水行业的战略架构。

企业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评估用水量，提高效率
并计算水的完整成本
为了指出您的企业在用水方面的风险，首先测量您现
有的水量。

• 使用传感器、仪器、仪表和其它现有解决方案与工
具了解您使用多少水，用在何处，以及何时使用。

结束语
水是生命、健康和商务的关键。然而，持续低效的水
管理导致水资源每天被大量浪费。此外，日益提高
的需求、老化的基础设施、不断降低的水质、气候变
化、技能问题等都是导致全球水危机的可能因素。

以这些数据为行动基础，提高企业的用水效率，并且
帮助降低水风险。

由于造成水管理问题加剧的原因众多，有效地应对这
些问题需要在水的管理和使用方面做出从思维到行

• 总用水量的分散视图可与已交费量对比，以此作为
确定可能的泄漏量的起点，并通过根据行业基准
进行对比而确定在何处可以提高效率。
• 要将水管理作为您的业务的一个关键战略组成部
分，需要制订并实施一个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提高
效率的时间表，并且定期监控和检查计划的实施
结果。
• 获得员工的认可，使他们能够全面参与到整个组
织的举措中，以改善用水量，并创立一种在组织内
提高用水效率的文化。

动的转变。智慧的水管理是这些转变的核心。
如果没有智慧的水管理，全球很大一部分人口将面临
着日益严峻的缺水和与水相关的疾病。工商业会遭遇
成本升高而生产力下降的现实。随着公路破坏和河流
无法通航，交通将受到损害。没有更多的时间或空间
让我们犹豫不决。世界需要智慧的水管理，而且现在
就需要。
通过使用信息和分析技术在水管理生命周期内实现
更好的成效，政府、公用事业机构和企业可以采取关
键的措施，开始创建智能化、物联化和互联化的系
统，以节约并保护我们最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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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报告由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的经济分析中心
编写。我们的研究的完整目录可见：

ibm.com/ii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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