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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供水環境安全問題研究 

 
梁 福 慶 

國務院三峽辦移民管理諮詢中心     

 

摘要 
 

在闡述水庫供水環境安全的作用及意義的基礎上，分析了水庫供水環境安全存在的主要問題及

成因，提出了保障水庫供水環境安全的對策：要實行最嚴格的水資源管理制度，以水資源配置、節

約和保護為重點，建立健全水庫流域統一管理體制機制，健全完善相關法規，抓好有關規劃，研究

和探索流域生態補償問題，採取綜合措施強化水庫供水環境保護和安全，研究和探索水庫供水環境

保護和安全的理論、機理、技術及措施，全面提高水庫供水環境安全效益。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of Water Supply to the Reservoirs 
Liang Fuqing 

(Resettlement Management Consultation Center, Three Gorge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mmittee Office of 
State Council, Yichang, Hubei, 443003)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s for the water supply security of the reservoirs has 
been explained first,  the mainly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a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strategies has 
been proposed: to implement the most stringen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allocation,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o establish the sou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for the reservior area;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do a good job on the 
planning,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tak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f water supply; to make great efforts to apply the latest 
theory, mechanism, technology and measur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water supply 
security to promote security benefits of water supply in the reservoirs. 
Key words: The Reservoirs; Water supply environment; Security; Research 
 

一、前言 
水庫是調控水資源時空分佈、優化水資源

配置，具有供水、灌溉、防洪、發電、航運、

養殖、旅遊、生態等多種功能的水利工程。水

庫供水環境安全是指水庫的水量正常，水質符

合國家標準，水體供水功能正常、安全。從

1949 年至今近 60 年來，全國興建各類水庫 8.6
萬座、水庫總庫容 6345 億 m3，相當於全國河

流年徑流總量的 1/5。全國水庫年供水能力

5000 多億 m3，其中，為城市供水達 200 多億

m3，包括北京、天津、香港特別行政區等上

百座大中城市的上億居民生活和工業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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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部分依靠水庫供水；由於我國江河水量 逐漸減少、污染日趨嚴重，今後改由水庫供水

的城市、農村會越來越多。由水庫提供

灌溉水源的耕地約 0.16 億 hm2，占總灌溉面

積的 1/3。因此，保障水庫供水環境安全對

於充分發揮水庫供水功能、發展國民經濟、

保障人民飲用水安全、改善生態環境等有著

極其重要的現實作用和深遠意義。［1］ 
 
二、水庫供水環境安全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

因 
1、水庫供水環境安全問題 
目前，中國水庫供水環境安全的主要問

題是：水庫入庫水量逐漸減少，供水數量日

趨不足；水庫集水區的城鄉污染日趨嚴重，

影響水庫水質，制約水庫供水正常、安全。

根據 2005 年全國水資源綜合規劃調查評價

的階段成果：全國農村有 3.79 億人飲水不安

全，其中 3.2 億人的飲用水水量不足、水質

達不到國家標準；飲用水得不到安全保障，

主要原因是水庫的飲用水不安全。我國主要

水庫中約 1/4 的水庫水質狀況劣於Ⅲ類標

準；有 6.4%的水庫水質為劣Ⅴ類，污染嚴

重，水體功能基本喪失。水質超標項目主要

為高錳酸鹽指數、化學需氧量、五日生化需

氧量、氨氮、揮發酚等，水庫水體污染主要

為耗氧有機污染。我國水庫的中營養水庫占

61.8%，富營養水庫占 37.8%。隨著水庫富

營養化程度日趨嚴重，“水華”危害加劇，影

響制約水庫水質及供水安全。［2］ 
2、影響水庫供水環境安全的原因 
⑴我國的水生態環境整體形勢嚴峻、水

庫水環境污染加劇。一是水庫集水區的廣大

農村施用化肥、農藥及生活廢水形成的農村

面源污染日趨嚴重。二是水庫集水區的城鎮

工業廢水、生活廢水等形成的城鎮污染嚴

重。三是水庫集水區的企業排汙、規模禽畜

養殖等形成的點源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四

是有通航條件的水庫形成船舶流動污染。五

是水庫水面漂浮物污染。六是由水庫庫底泥

污染、網箱養魚造成的內源污染。部分水庫

形成了面源、點源、流動源和內源污染共

存、污染物類型多樣的複雜態勢。 
⑵人們過度開發、使用水資源，水庫入

庫水量減少，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由於我

國部分地區氣候長期乾旱和人類過度開

發、使用水資源活動的影響，我國水庫普遍

入庫水量減少，水庫水量不足，水庫水體置

換時間拉長，水質狀況不斷惡化；同時隨著

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工業用水和生活用水等

用水量持續增長，水庫供水量無法滿足需

求，水庫水資源供需矛盾日趨突出、緊張。 
⑶上下游利益難以有機協調，不能較好

地處理保護與開發之間矛盾。水庫上游集水

區的利益開發和下游水庫的水質保護存在

矛盾。上游要發展經濟，必然要用水，必然

有污染，造成水庫入庫水量減少、水質變

差。由於水庫流域往往跨省、縣行政區域，

下游很難監管上游用水及污染。 
 
三、保障水庫供水環境安全的對策 

為改善我國水庫水資源環境，確保水庫

供水環境安全，充分發揮水庫供水功能，促

進國民經濟發展，保障人民生活，特此提出

如下對策： 
1、實行最嚴格的水資源管理制度 
解決我國日益嚴竣的水庫供水環境安

全問題，必須深入貫徹落實科學發展觀，以

水資源配置、節約和保護為重點，實行最嚴

格的水資源管理制度，全面提高水庫供水環

境安全能力和水準，以水資源的可持續利用

支撐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3］ 

2、水庫供水環境保護和安全必須發動

群眾、依靠群眾 
要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網路等多種

媒體形式開展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讓人們

充分瞭解我國水庫供水環境現狀及存在問

題，增強對水庫供水環境保護和安全的共識

和支援，自覺節約用水和防治污染，積極參

與水環境保護工作，促進水庫供水環境良性

發展。同時，鼓勵社會公眾、非政府組織、

私營企業等參與及監督我國水庫供水環境

保護和安全工作。 
3、儘快建立適合我國國情和水情、較

為完備的水庫供水環境保護和安全的法律

法規 
各地有關政府應通過必要的立法和行

政手段貫徹實施水庫供水環境保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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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列政策法觀，要明確水資源開發利用紅

線，嚴格實行用水總量控制，堅決遏制用水

浪費；明確水功能區限制納汙紅線，嚴格控

制入水庫汙總量。同時，加大水行政執法力

度，嚴厲查處污染水庫水體、違法取用水、

破壞水資源環境等行為。 
4、要以總量控制為核心，抓好水庫供

水環境保護和安全規劃 
要因地制宜地研究水庫供水環境保護

和安全總體戰略，組織編制《水庫供水環境

保護和安全總體規劃》及配套規劃，有效地

協調好經濟發展、生活用水及資源永續利用

的關係，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5、以改革創新為動力，健全水庫水資

源管理體制機制，協調處理好上下游利益 
一是要改變管理體制和理念，綜合利用

政府、市場、法律等手段，促進流域一體化

管理和水資源的可持續利用，建立和完善水

庫流域管理與行政區域管理相結合的水庫

水資源管理體制，合理劃分事權和職責，加

強水庫流域水資源的統一規劃、統一調度、

統一管理。二是要加快建立合理的水價形成

機制，推進水權轉讓等制度建設，合理調整

非農業供水水價和水資源費徵收標準，擴大

水資源費徵收範圍，推行農業綜合水價改

革，遏制用水浪費，提高水庫供水效益。三

是要研究和探索流域生態補償問題。要堅決

貫徹落實“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修復，

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治理”原則，探索

水庫水資源補償機制及辦法，採取上級政府

對被補償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整合有

關資金管道集中用於被補償地區植樹造

林、排汙治理等水資源保護，對口支援被補

償地區生態保護等方式，走出一條有效保護

水庫水資源，提高水資源利用效益，促進民

生水利發展，全流域人民共用水利發展成果

新路子。四是根據水庫水環境承載能力，科

學核定水域納汙能力，嚴格控制污染物入庫

量。要健全和完善有關考核、獎懲機制，強

化飲用水水源區保護、綜合治理和監測，完

善突發性供水安全應急預案，污染事故監控

和應急反應系統，增強應對突發性水污染事

故的能力。保障人民群眾飲用水安全。五是

加強水庫水質的監測、監管和資訊發佈工

作。要儘快建立水庫污染與用水總量控制、

水功能區管理和水源地保護相適應的監控

體系，特別是要加強省界、縣界和重要控制

斷面的水質監測以及入水庫污染總量監控

工作，定期發佈有關資訊。 
6、採取綜合措施強化水庫供水環境保

護和安全 
一是大力開展水庫集水區內農業面源

污染治理。結合新農村建設和生態家園富民

工程建設，因地制宜在農村居民集中居住點

推廣建設氯化塘、沼氣池、濕地汙水處理系

統等汙水處理設施；加大科技幫扶力度，推

廣綠色生產，重點建設以農戶為基本單元的 
“一池三改”(建設沼氣池，改灶改廁改圈)；
積極實施“沃土工程”，全面推廣配方施肥和

化肥深施技術，推廣高效、低殘留農藥和病

蟲害綜合防治技術，引導農民逐步改變生產

方式；引導規模畜禽養殖戶建設廢水處理回

用設施、畜禽糞便處理和利用系統，嚴格控

制農村面源污染。二是全面推進水庫集水區

內城鎮排汙治理工作。要全面實施污染物排

放總量控制制度，大力推進清潔生產、節能

減排、迴圈經濟，嚴格環境准入，降低單位

產值、產品的污染物排放量。對工礦企業要

加強“三廢”治理，確保城鎮生活廢水和工業

廢水排放達標。要加強城鎮生活污水和垃圾

處理工程建設，提高庫區城鎮汙水處理達標

排放率和垃圾無害化處理率。三是組建水庫

清漂機構和隊伍，改造完善水庫清漂設施，

加強水庫漂浮物清理工作。四是加強流動源

污染防治，積極發展綠色航運。要通過集中

回收、統一處理，逐步實現船舶汙物零排

放，解決流動污染源問題。加強船舶排汙監

管，建立完善水庫危險貨物運輸申報、跟蹤

監控機制，儘快形成應對危險貨物運輸污染

事故的應急反應體系，增強船舶污染事故的

應急反應以及處置清理能力。五是強化水庫

養魚的規劃及管理工作，嚴禁投餌養魚、網

箱養魚，努力減少內源污染。六是綜合治理

水庫集水區內水土流失。要把工程治理、生

物治理、高新技術防治結合起來，進行山水

林田路配套整治，統籌實施水土防護林、水

庫屏障帶建設、天然林資源保護、小流域水

土治理、退耕還林還草、水土保持工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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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態工程、生態建設綜合治理等“青山綠

水藍天工程”。七是有序實施生態移民。生

態移民是解決水庫集水區內人口超載和自

然環境條件惡劣、敏感，確保水庫供水環境

安全的戰略性措施。要加強研究制定生態移

民政策法規和管理辦法，編制生態移民規

劃，採取多種安置模式進行安置，促進生態

移民有序進行。［4］ 

7、進行科技創新，全面提高水庫供水

環境保護和安全的效益 
要努力運用最新科學技術研究和探索

水庫水環境演變機理及水污染控制與水環

境修復技術。一是要積極研究和創新水庫沖

淤、排汙等維持水庫水生態健康和安全的水

庫生態調度方式及技術。二是要研究、引進

目前世界發達國家的水資源綜合管理、面向

可持續的水管理、需水管理及水區管理等理

論、模式和技術，把以往單純的水污染控制

創新轉變為全方位的水環境恢復，把單項技

術研究創新轉向綜合治理策略研究。三是應

研究建立嶄新的用水模式和技術，發展健康

的社會水迴圈工程，包括節制用水、污水深

度處理和有效利用、農業面源污染控制以及

水資源統籌管理等。四是要認真研究和探索

水庫“水華”的防治機理和防治技術，加快“水

華”防治工作，保障人民飲用水安全。 
 

四、結論 
1、保障水庫供水環境安全意義重大 
水庫供水己成為我國城鎮、農村生產用

水和生活用水的主要供水方式之一。加強水

庫供水環境保護，確保水庫供水安全，對於

充分發揮水庫供水功能、發展國民經濟、保

障人民飲用水安全等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

作用和深遠意義。 
2、重視和解決水庫供水環境安全問題

刻不容緩 
隨著國民經濟發展，水庫水資源供需矛

盾日趨突出，水庫供水量不足、水質惡化成

為影響制約水庫供水環境安全的主要原

因，重視和解決水庫供水環境安全問題刻不

容緩。 
3、實行最嚴格的水資源管理制度，確

保水庫供水環境安全 
要以水資源配置、節約和保護為重點，

建立健全水庫流域統一管理體制機制，健全

完善相關法律法規，抓好水庫供水環境保護

和安全規劃，研究和探索流域生態補償問

題，協調處理好上下游利益，採取綜合措施

提高水庫供水環境保護和安全的能力和水

準。 
4、運用科技創新，全面提高水庫供水

環境安全效益 
要努力運用最新科學技術研究和探索

水庫供水環境保護和安全的理論、機理、技

術及措施，全面提高水庫供水環境保護和安

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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