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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水生态占用分析
——以太湖流域上游常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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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讨论了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居民食品消费的水生态占用计算方法，认为水生态占用计算应当包

括食物生产过程中所能提供的各项生态服务功能水体总量，食物运输过程中的水资源消耗，再加工过程的水资源
利用量以及浪费或废弃食品的自然消纳所需要的水资源量四个部分。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以太湖流域上游常州市
为例，计算出该市城乡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生产过程的水生态占用，分别为 999.4m3 和 1108.1m3。本文通过对常州市
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生产过程的水生态占用结构分析，证明了改进的水生态占用计算结果完善了水生态占用的组成
部分；通过对各组分进行分析，更为明确的说明了水资源在各项生态服务功能中贡献的差异性及产业过程中各环
节对水生态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城乡水生态环境变化发生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水生态占用；食物消费；农产品；城乡差异；常州市

1 引言

状况 [3-4]。目前，基于虚拟水理论的食物消费研究通

为评估人类对于水生态服务功能的消费和利

常通过获得各种食物消费量利用制成品与初级产

用程度，揭示人类活动的水生态占用情况，荷兰水

品的转换系数和全球平均生产力数据，将各种食物

资源学家 Hoekstra 等人于 2002 年借用生态空间占

消费项折算成水资源量或水域面积[9-11]，进而衡量地

用的理论提出了“水足迹”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

区食物消费的水资源和水生态占用。这一研究模

出为水生态占用的衡量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式存在这两大不足：一是，虚拟水模型中作物需水

个区域或全球）的水资源足迹/虚拟水是生产这些人

能完整的考虑水在提供初级产品过程中所提供的

Hoekstra 认为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人、一个城市、一

量仅主要考虑了地区的气象因素与作物品种[12]，未

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包含人

生态服务功能，例如污染物的消纳[11]；二是，虚拟水

类生活所必需的食品及生活用品所含虚拟水、生活

研究从生产或者消费的角度进行计算，却未能真正

用水及生态环境用水） 。其中，生态环境用水又包

将二者联系起来，构成水资源在随产品“生产-加

括了维护或改善组成现有生态系统的植物群落、动

工-运输-消费”过程中“原态-加工-消费-废弃”的

物以及非生物部分的平衡所需要的水量。基于这

流动的系统评估。

[1]

一概念，我国学者开展了不同尺度范围的水足迹结

根据生态足迹最初的构想，生态占用应当是生

构分析和比较评价 [2-4]，消费对水足迹的影响评价 [5]

态系统能够提供的全部产品和服务。这一理念在

以及区域水资源的利用与压力评价 [6-8] 等一系列研

生态足迹研究的过程中正被逐步实践[11, 13-14]。同时，

究。这些研究通过计算虚拟水进出口量或居民所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包括能值分析、投入-产

消费的商品、服务数量与各自的单位产品虚拟水含

出分析等改进的生态占用评估方法对“社会-经济-

量的乘积求得区域虚拟水量，从而评估水资源利用

自然”系统的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15-16]。通过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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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的能量和资源流动的全过程，
系统评估研究区域内人类活动的对于本地环境的
生态影响，弥补了综合生态足迹模型的不足。然
而，这一理念并未见于我国目前的水生态占用研究
当中。虽然，目前水资源的生态占用核算与生态足

264.9×104 人，占 60.9%，城镇化率较高。全市生产总

值（GDP）1881.3 × 108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9089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9033 元，均处于太

湖流域中等水平，城乡收入差异较大。农业生产以
种植业、养殖业和渔业为主。

迹的评价思路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全面评价产

限制常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是日益增大的水资

品生命周期过程中水资源提供的各项生态服务，有

源压力和水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市内地表水污

助于我们理解水资源消费和利用的真实状况，为合
理的水资源配置提供理论依据。
针对现有水生态占用计算方法的特点，本文构
建了基于完整食品生命周期的水生态占用计算方

染严重，研究区内的总评价河段长为 2508.6km，劣

于Ⅴ类水的占 55.80%，Ⅴ类水占 13.90%，Ⅳ类水占
14.4%，Ⅲ类和Ⅱ类水仅占 15.9% [17]。总磷、化学需

氧量、氨氮、五日化学需氧量、溶解氧等是区内主要

法。并以我国太湖流域上游常州市为例，从居民食

污染指标。

物消费量入手，计算了供给食品消费需求的生产过

2.2 研究方法

程中人类活动的水生态占用状况；通过城乡食品消

2.2.1 食物消费的水生态占用概念模型 本文认

费水生态占用差异的分析，论证全面评价产品生命

为，食物消费的水生态占用即是指被食物生产、运

周期过程中水资源提供的各项生态服务的水生态

输、加工和消费全过程中水资源提供的产品和服

占用与传统的虚拟水评估方法相比能够更为合理

务。即食物消费的水生态占用应当是食物生产过

的说明水资源消费的真实情况，为理解影响太湖水

程中所能提供的各项生态服务功能水体总量，食物

生态环境的人为因子提供更为科学的方法。

运输过程中的水资源消耗，再加工过程的水资源利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用量以及浪费或废弃食品的自然消纳所需要的水

2.1 研究区概况

资源量之和。

水系众多，河网密布，其水生态环境的优劣对太湖

式中 WF 是食物消费的水生态占用量；WFP 表示食

江苏省常州市位于太湖流域上游（图 1），市内

WF = WF P + WFT + WF M + WFW

（1）

湖体有直接影响。常州市下辖天宁区、钟楼区、戚

物生产的水生态占用量；WFT 表示运输过程的水生

市。2007 年常住人口 435.2 × 104 人，其中城镇人口

占用量；WFW 表示食品消费后排污和浪费被环境自

墅堰区、新北区、武进区和溧阳市、金坛市等 5 区 2

态占用量；WFM 表示初级产品再加工过程的水生态
然消纳所需的水资源量。
2.2.2 供给消费的食物生产环节水生态占用计算
计算供给食物消费的生产过程的水生态占用状况，
即只计算公式（1）中 WFP 部分。生产过程中的水生

态占用量又包括了生产产品和服务中所需要的水
资源数量（即虚拟水量）和消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废弃物所需要的生态用水量，即：
WF P = WF NET + PF

（2）

式中 WFP 即为食物生产过程的水生态占用量（m3）；

图 1 研究区位置

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WFNET 表示食品生产产品和服务中所需要的水资源
数量（m3）；PF 表示水域消纳食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排入水体的污染物和废弃物所需的水量（m3）；WFNET
和 PF 两部分分别可由公式（3）和公式（4）计算得到。
食品生产产品和服务中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
（WFNET）计算方法：
WF NET =∑P i × VWP i

（3）
http://www.resc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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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i 为第 i 种产品消费量；VWPi 为第 i 种产品的单

引入当量因子。因此，本文构建了用于衡量供给太

位产品的虚拟水量。食品消费主要依赖于本地生

湖流域内食物消费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水生态占

产，基本食物结构框架依然是常州市食物消费的主

用模型公式（4）：
W fpi
PF =∑
NY fpi

要内容。因此，本文在同时考虑研究的全面性和数
据的可获得性的条件下，将常州地区主要食物消耗
分为三大类产品，选取 12 个指标进行统计：种植业
产品，即粮食、植物油、蔬菜及蔬菜制品、水果、酒类

等；养殖业产品，即鲜肉类、鲜蛋及蛋制品、鲜奶及
乳制品等；渔业产品，即以鱼虾为主的淡水产品。
其中，粮食类城市人均消费量以大米消耗量为基础
指标，约占粮食总消耗量的 63.7%，换算得到粮食消

（4）

式中 PF 表示为农业生产过程消纳污染的水生态占
用（m3）；Wfpi 表示进入流域水体的 i 种污染物含量

（kg）；NYfpi 表示流域水体对有机物、氮和磷的平均

吸纳能力（kg/m3）。根据太湖流域河网水环境容量 1）
和流域河网水量[13]的比值作为河网平均纳污能力。
计算可得，研究区河网水体对有机物、氮和磷的平

耗量，农村粮食人均消耗量依据《中国统计年鉴

均吸纳能力分别为 359.69 × 10-4kg/m3，36.44 × 10-4kg/

以食用植物油消耗量作为统计指标，约占油脂类总

为指标进行衡量。

2008》将各种粮食产品折算成标准粮统计；油脂类
消耗量的 97.4%。各类食品消费量由 2008 年常州

市统计年鉴获得；单位产品的虚拟水量取自现有研
究成果[5-6]。
（见表 1）

本研究选取常州市水域的主要污染物中有机

物、总氮和总磷作为农业生产水体污染评价指标。
根据污染足迹基本理论[11]，考虑不同污染物被水体
净化、吸收时的相互影响，本研究选取太湖流域消
纳污染物的水生态占用总量作为消纳农业生产过
程中排入水体的污染物和废弃物水生态占用量。
由于只考虑流域尺度上的水污染生态占用，不需要

m3，2.50 × 10-4kg/m3。在计算过程中，有机物以 COD

其中，供应食物消费的本地农业产品生产污染
物入河量可根据公式（5）进行计算：
W fpi =∑W Ri × K

（5）

式中 Wfp 为生产本地食物的生产过程污染物的进入
水体量（kg/a）；i 为农业生产部门；WRi 为来自于某地
的某生产部门的总污染入河量（kg/a）；K 为消耗量
系数，即该生产部门生产产品的消耗量占总消耗量
的百分比。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并没有考虑供给消
费的食物产品实际来源地，近似以常州市本地农产

表 1 2007 年常州市城乡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及虚拟水消费量
Table 1 Food consumption and water footprints per capita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angzhou City，
2007
类别

种植业产品

粮食
植物油
鲜菜
水果类
酒类

养殖业产品

猪肉
牛肉
羊肉
家禽
鲜蛋
奶和奶制品

渔业产品

淡水产品

合计

农产品虚

人均消费量（kg）

人均虚拟水量（m3）

拟水含量

城市

农村

城市

（m3/kg）

城市

农村

1.80

76.28

198.90

137.30

358.02

3 6363.91

6 0999.45

0.15

119.01

118.70

17.85

17.81

4727.57

3034.47

9.09

10.39

18.20

7.40
0.82
3.65

19.94
18.01
3.11
8.65

8.55

57.21
18.53
0.96
0.18
7.61
9.80

8.40

14.70
16.30
1.70
0.50

1 2424.11

59.50

1 7911.81

165.44

19.14

33.90

67.63
3.24

9.01

73.22

27.28

-

-

-

16.30

84.77
85.05

716.50

1 6757.06

12.05

94.45

24.26

12.40

17.01

46.91

62.16

23.67

7.00

33.28

5.00

63.27

7.80

2.20

1）内部资料：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

http://www.resci.net

农村

虚拟水量（×104m3）

1 0590.82
2053.08

2 5015.08

2 8187.67

5069.23

5775.88

858.11

6269.00

1 0137.61
1535.12
4133.42

60.55

2 2451.33

1 0316.51

81.50

2 2525.49

1 3885.97

911.46

1 9392.32
18 9765.03

4647.97

15 52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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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污染物入河量替代 WRi。本地各农业部门污染物

进入流域水体量见表 2。常州市城市种植业产品、
养殖业产品和渔业产品消耗量分别占当地当年产
量的 106.27%、111.77%和 49.96%；农村的相应比例
分别为 37.59%、135.96%和 30.38%。因此，在计算
污染负荷的过程中，城市 K 值实际取 1.06，1.12 和
0.50，
农村 K 值取 0.38，1.36 和 0.30。

表 2 常州市 2007 年本地农业各部门污染物进入流域水体量
Table 2 Pollution into the water from differ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ctors in Changzhou City，2007

种植业
养殖业
渔业

COD

总氮

总磷

1110.76

908.86

44.57

2902.80

661.38

118.28

3750.43

2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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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0.61

3 结果与分析
3.1 食品中的虚拟水
利用基于农作物生产的虚拟水计算公式（3）得

到常州市 2007 年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虚拟水量，见

居民人均虚拟水消费的另一重要内容。有别于城
市社会机械团结的社会结构，我国乡土社会是凭借
不同层级的亲疏关系构成的有机团结的社会结构，
这种社会结构需要大量的人际交流维持。而酒是
社会交际的必需品，因其在社会交际中不可替代的
作用，成为社会结构维系的重要环节。
常州市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的人均虚拟水量

716.50m3，其中种植业、养殖业和渔业产品消费的水
生态占用比例为 50.2%、37.9%和 11.8%；农村居民
人均虚拟水消费量为 911.46m3，略高于城市，其中种

植业、养殖业和渔业产品消费的水生态占用比例约
为 67.5%、23.5%和 8.9%。可以看出，虽然城镇和农
村食物消费的虚拟水消耗均以种植业产品为主，但

农村的这一比例更高，是水资源主要流向。研究表
明[18-19]，我国现阶段城乡居民热量摄入充足，但蛋白
质摄入欠缺，脂肪摄入超标。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
正向动植物并重的方向发展，而较多食用水果、牛
奶、水产品等多维生素、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的食物也使得饮食结构和营养结构更为合理化。

表 1。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单位消费量的虚拟水含

而就水资源的分配而言，城市食品消费的水资源配

9.09 m3/kg，其次是植物油，为 7.40 m3/kg。抛开酒类

从总量而言，城市食品消费的虚拟水消费量为

量中，种植业产品中，酒类的虚拟水含量最高，为

酿制过程需水较多不谈，这两种虚拟水含量高的产
品都不是可以直接食用的农业初级产品，而是需要
进行再次加工的食品。食物的再次加工过程，由于
种类繁多，工艺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其水生态占用
状况。但不难看出，再次加工的食品相对于农业初
级产品而言，单位消费量水生态占用更大。养殖业
产品中以牛羊肉的单位消费量虚拟水含量最大，其

置更为符合人体营养结构需求。
18.98 × 108m3，农村为 15.53 × 108m3。由于城镇人口总

量较大，虽然人均饮食消费中虚拟水量农村略大于
城市，但从总的虚拟水消费量来看城镇大于农村。
3.2 消纳污染的水生态占用
通过计算本地消耗的第一产业初级产品生产
过程中水体消纳的有机物、氮、磷的水生态占用得
到作为不同农业生产部门污染消纳水生态占用量

次是鲜蛋，猪肉和家禽单位消费量的虚拟水含量近

（见表 3）。表 3 显示，常州市城乡居民食物初级消

kg，略大于畜禽养殖类产品（牛羊肉除外），远远高

镇居民食物消费带来的污染物消纳水生态占用都

似。淡水产品单位消费量的虚拟水含量为 5.00 m3/
于种植业初级产品。

从消费项目上看，不计淡水产品的消费，人均
城镇食物消费中虚拟水消费量从大到小分别是粮、

费品生产过程污染物消纳的水生态占用量城镇大
于农村。无论从总量或是分类别水生态占用量，城
远大于农村居民，差距最小的是养殖业，城市是农
村的 1.3 倍，差距最大的种植业城市达到农村的 4.4

酒、肉、蛋奶、果，而农村则是粮、酒、肉、蛋、油。通

表 3 常州市城乡居民食物初级消费品生产过程

过水生态占用量的比较，直接衡量了居民消费量以

污染物消纳的水生态占用

及水资源、水生态占用状况的城乡差异。植物油和

Table 3 Pollution footprints of food product of urban

蔬菜的人均虚拟水消耗量城乡差异不大，又从一个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angzhou City

侧面说明了基础消费品的食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地域的影响，其种类和数量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

城市

地环境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制约。酒类消费是农村

农村

（×104m3）

种植业

养殖业

渔业

总计

2 9575.5

2 3011.5

2 2349.2

7 4936.2

6747.1

1 8007.3

8742.7

3 3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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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而城镇居民食物消费带来的污染物消纳的水生

种植业产品、养殖业产品和水产品的水生态占用比

水生态占用构成上看，种植业、养殖业和渔业所占

例约为 59.1%、28.9%和 12.0%。与传统的虚拟水研

态占用约为农村居民的 2.3 倍。从城乡消纳污染的
比例分别为 39%、31%、30%和 20%、54%、26%。这

例约为 47.1%、35.9%和 17.0%，而农村居民这一比

究的计算结果相比，种植业产品的人均水生态占用

一比例表明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中污染物消纳

比例有所下降，而渔业产品的比例有所上升。说明

的水生态占用较为均衡，而农村则明显偏重于养殖

在生产过程中，种植业产品产生的污染物对于水体

业，即农村居民养殖业产品消费带来更大的水生态

的环境压力相对较小，这与常州市当地污染压力评

压力。

估的结果一致。

3.3 常州市食品消费的水生态占用

4 结论与讨论

大量研究表明 [20-23]，人口爆炸、家庭结构变化、

居民食品消费的水生态占用计算方法应当基

城市化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需求的多样

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完整计算，食物生产过程中所能

化、资源浪费等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生态退化和

提供的各项生态服务功能水体总量，食物运输过程

资源紧张。然而，在这众多的诱因中，学者们越来

中的水资源消耗，再加工过程的水资源利用量以及

越多的关注到消费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

浪费或废弃食品的自然消纳所需要的水资源量四

些人类活动是水生态健康恶化的主要诱因

[24-26]

。包

个部分的虚拟水资源总量。本文仅以食物消费的

括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已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速

生产过程所需的水生态占用为例，说明完善水生态

度，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速度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占用计算方法合理且必要。

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差异巨大等[20,27]。
本文根据概念模型中提出的计算方法公式
（2），求得常州市人均食物消费的水生态占用量（表

4）；通过对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的水生态服务功能综
合评价，评估城乡居民消费的生产过程带来的水生
态影响。由表 4 可以看出，从人均虚拟水消费量来

2007 年，常州市城乡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的水生

态占用分别为 999.4m3 和 1108.1m3，城市居民的食物

消费结构对水资源的占用较少，在农业各生产部门
间也较为均衡。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粗放型的
消费模式，使农村居民消费的食品在其生产占用了
更多的水资源。但是，由于城市人口规模远大于农

看，农村居民高于城市；而污染物消纳的水生态占

村，食物消费的水生态占用总量城市仍然远大于农

用则是城市高于农村。这一结果与常州地区居民

村。而从全市水平来看，常州市全市居民食物消费

结构和虚拟水消费量上看都更为合理，然而复杂化

的水生态占用量 45.35 × 108m3 是当年常州市水资源

的食物消费和城市有限的初级产品生产能力都使

总量的 2.7 倍，水资源、生态压力较大。

常州市位于太湖流域上游，是我国较为严重的

得城市污染物消纳的人均水生态占用量更大。从

生态赤字地区，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更是加剧了地

人均水生态占用构成结构上看，城乡居民虚拟水消

区水资源紧缺的形势和水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传

耗量均以种植业为主；而人均污染消纳水生态占用
中，城镇居民种植业产品的比例较大，而农村居民

统的虚拟水研究的计算结果比较可以发现加入其

则是养殖业产品消费占据主导。城镇居民消费的

均消费的水生态占用构成均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

食品消费的现状相符，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从营养

它生态服务功能组分后，产品水生态占用构成与人

表 4 常州市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水生态占用量
Table 4 Water footprints of food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angzhou City
虚拟水消耗量
城市
种植业产品人均占用
养殖业产品人均占用
渔业产品人均占用
人均水生态占用
水生态占用总量（×1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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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8
271.7
85.1

716.5

18 9765.0

农村
615.5
214.5
81.5

911.5

15 5294.6

污染物消纳的水生态占用
城市
111.7

农村

51.3

169.4

282.9

196.6

7 4936.2

城市
471.4

105.7

84.4

总水生态占用

39.6

86.9

3 3497.1

（m3）

358.6
999.4

26 4701.2

农村
655.1
320.2
132.8

1108.1

18 8791.7

2012 年 1 月

袁

即是不同水生态服务功能在水资源与水生态占用
中的体现。对各组分进行分析过程，能够更为明确
的说明水资源在各项生态服务功能中的贡献差异
及产业过程中各环节水生态影响，有助于理解城乡
水生态环境变化发生的不同原因。

[10] 程国栋.虚拟水:中国水资源安全战略的新思路[J].中国科学院
院刊,2003, 18(4):260-265.

[11] 闵庆文, 焦雯珺, 成升魁. 污染足迹：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
生态足迹[J].资源科学,2011,33(2): 195-200.

[12] Hoekstra A Y. Virtual water trade: An introduction[A].In:Hoekstra

A Y ed. Virtual Water trade: 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Virtual Water Trade[C]. Delft, IHE: Value of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1）由于案例研究只计算了生产过程而不是食
物的完整生命周期，本研究计算的结果仍然偏小；
同时，缺少食物运输与消费过程的研究，还尚不能
够说明城乡食物消费中的水资源利用结构。
（2）在计算产品虚拟水含量时，单位农产品虚
拟水含量选用了文献中的一般值；计算生产过程的
污染物产生量时，没有考虑生产地实际状况，以常

Water Research Report Series No 12, 2003.

[13] 徐中民,陈东景,张志强,等.中国 1999 年的生态足迹分析[J].土
壤学报,2002, 39(3): 441-445.

[14] 白钰,曾辉,魏建兵.关于生态足迹分析若干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44(3): 493-500.

[15] 张芳怡,濮励杰,张健.基于能值分析理论的生态足迹模型及其
应用[J].自然资源学报,2006, 21(4): 653-660.

[16] 赵志强,高江波,李双成,等.基于能值改进生态足迹模型的广东

1978—2006 年生态经济系统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州市农业污染水平替代食品生产的实际污染水平，
这会使计算结果存在一定误差。这些不足，有待于
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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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Footprin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Food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Changzhou City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YUAN Zheng1, 2, MIN Qingwen1, JIAO Wenjun1, 2, LI Jing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A multitude of studies use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to examine water resource flows in
the production-consumption system, in which the nodes are shaped not only by economics, but also
by culture or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water ecosystem in the product life cycle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is composed essentially of four parts, i.e., water
of different eco-services in producing, transportation, consumption, and wasting or recycling processes. The model calculates the quantity of water resources used in the“nature-society-economic
system”, which appears to be capable of reflecting the reality on how water resources flow in the
food consumption. In this study,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food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or Changzhou City at the production node was measured by calculating ecosystem services of food production and decontamination. The water resources in the food consumption could be
the product of the quantity of food consump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the unit. Pollution footprint from cultivation could be the quotient of the pollution and decontamination capacity
of the water. The sum of the two can be taken as the value of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the producing phrase of the food consumption life cycle. Results are given as follows. 1)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food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angzhou City in 2007 was 999.4
m³ per capita and 1108.1 m³ per capita, respectively. This suggests that the rural residents needed
more water to support their food consumption than urban residents, whereas the urban residents
were almost 1.5 times water footprints of those in rural area because of excessive population; 2)
The structure of food consumption, which seemed to be more reasonable in urban areas than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traditional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spective, had been changed when we attempted to take into account other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is study.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food consumption could not only describe explicitly the con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for each
ecosystem service during the whole industrial process, but also help with an elevated understanding
of water ecological impacts on different cultur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water footprint model appears to improve the approaches of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Key words: Water Footprints; Food structure; Produc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Ch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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