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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村饮用水源现状
及保护对策研究
陈小洪!韦耀东!胡开富

"云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云南 昆明!%,#""*#

#摘!要$!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农村饮用水源的调查$从水污染%水源保护%水源管理制度等方面阐述了云南省农村

饮用水源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两种水源保护对策$为开展云南省农村饮用水源保护

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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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概况

云南省农村饮水水源分布点多面广%类型多样%主

要从泉水"溪沟"中小河流"水库"湖泊及浅井等地取

水( 随着云南省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用水量

不断增长%生态系统尤其是水生态系统承受着越来越

大的压力%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干旱缺水"水土流失"水

污染和富营养化等水生态问题%造成河流断流"湖泊湿

地萎缩"水生态功能受损退化等现象%导致全省部分农

村饮用水水源水量及水质受到严重威胁(

根据调查%全省 "#K

&以上集中供水工程水源点水

质从
!

类到
"

类的水源数量为 &."#" 个-其中%地表水

&+,*" 个%地下水 $%"# 个( 水源保证率不小于 .,U的

水源点数量为 $"%/. 个%水源保证率为 .,U V.#U的

水源点数量为 $$.*, 个%水源保证率小于 .#U的水源

点数量为 $%/.# 个%划定水源保护区的水源点数量为

,.$/ 个&见下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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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上 集 中 供 水 工 程 水 源 情 况 表

工程规模及水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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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K

&

0? 以下集中供水工程 /+&%. 处%其中%

地表水水源点 /&,"# 处%地下水水源点 &*/. 处( 分散

式供水工程的数量更多%水源主要以季节性泉水及集

雨为主-其中%泉水 "%/.* 处%井 /$++& 口%集雨水窖

/"#,,, 处( 泉水"集雨的工程水源水质一年中动态变

化最大%受到降雨历时及降雨量的影响最大(

#(水源评价

"-$!水质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云南省日供水规模大于 "#K

&

0? 的供水

水源点数量为 %%+** 个-其中%地表水 %,$%* 个%地下

水 $%"# 个( 水源不达标水质主要为浑浊度"大肠杆

菌"微生物等超标(

"-"!存在的主要问题

"-"-$!水源水质污染严重

由于农业种植使用的农用化肥"农药等随地表径

流的流失%生活污水的排放及城镇周边地区兴起的家

畜养殖场的畜禽食物残留物"粪肥等的排泄%对水源地

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水源地水体水质逐年

下降%农村饮水安全形势严峻(

"-"-"!季节性缺水较为严重

气候异常%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导致局部地区降

雨量明显偏少%致使六南省部分地区水资源贫乏%出现

多年干旱%特别是 "#$# 年以来%云南省遭遇连续 , 年

干旱%全省年平均降水量减少%全省江河来水严重偏

少%众多中小河流断流%库塘蓄水严重不足%数百座小

型水库和坝塘干涸%湖泊萎缩%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给

滇中"滇东等区域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造成巨大压

力( 江河来水量减少影响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工农业

生产用水的同时%伴随着流域内污水排放%也削弱了江

河湖泊的自净能力%致使河湖生态严重受损%生态退化

现象普遍%加剧了人饮可利用水资源量的紧张(

"-"-&!缺乏有效保护

云南省矿产资源较为丰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需求%矿产资源的开发力度逐年增加%在开采区%随着

开采规模及开采时间的推移%区域水源所受威胁逐年

加大%生产生活污水的排放随之加大%使区域水质逐年

下降( 随着开采量的增加%破坏了地下水通道%使得区

域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甚至骤降%破坏了水生态的自我

净化功能及补给功能%导致部分水源急剧枯竭( 如!东

川采矿区"昭通采煤区"红河锡矿"玉溪铁矿等采矿区%

水源受到严重的破坏%地表水枯竭"地下水受到严重的

污染( 根据调查%农村饮用水源未开展水源水质监测%

对水源水质的变化情况掌握不清(

"-"-/!人饮工程水源保护划定范围少

全省现状只有少部分工程开展了水源保护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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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多数农村水源没有划定保护区域及无任何保护措

施%水源保护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导致全省农村饮水水

源水质难以保障(

"-"-,!水源管理制度不完善

国家和地方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农村水源保护

的法律法规%各地对农村饮用水水源的管理要求和管

理水平不完全一致%部分工程拟定了一些水源管理制

度%但落实不到位-部分工程设立了管理机构及配备了

管理人员%但只侧重于对工程的供水运行进行管理%而

对水源保护管理相对欠缺%无相应管理措施(

%(水源保护工程措施

&-$!水源径流区居民生产生活影响防治措施

水源径流区内村民条件具备的地方%可采用移民

搬迁方式-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对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及能源等实施工程防治措施(

生活污水!根据居民居住的密度%分片区建设小型

污水净化处理设施-畜禽粪便应集中处理%积极推广沼

气池的建设%改变农村环境(

生活垃圾!结合新农村建设"环保部门及建设部门

的有关规划%以自然村为单元%结合村民居住密度情

况%建设农村生活垃圾存放点"集中处理厂或中转站等

措施(

&-"!生态修复及流域治理措施

在水源入流口处%建设人工湿地%对径流区汇集的

来水进行缓冲处理%增加径流的滞留时间%沉降带附有

氮"磷等污染物的泥沙%利用水生植物充分消化氮磷等

物质%达到初步净化水体的作用( 对水土流失严重的

区域%采取建设清洁型小流域进行治理%利用水土保持

措施进行生态修复(

'(水源保护非工程措施

各县区应针对各类水源特点%制定相应的水源管

理制度%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及生活习惯"加大新技术的推广

力度%有效控制人为活动对水源地的不利影响(

/-$!完善农村水生态补偿机制

制定农村饮用水水源管理条例%逐步探索建立水

生态补偿机制%合理补偿上游为水源保护付出代价的

地区%对污染水源的企业建立相应补偿机制%保护好水

源地生态环境%让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

促进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调动全社会保护水源

地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对重要水源制定管理条例%其

他水源建立管理制度办法%相关部门及水源所在地政

府依照管理条例或办法开展日常管理工作(

/-"!调整农村产业种植结构

各县应根据水源地污染情况%通过采取退耕还林%

由传统农业种植向低污染高效益经济作物种植转变%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普及推广生物防治"病虫

综合防治技术%减少农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及使用种

类%逐步禁止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大力推广示范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先进技术%

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对水源的影响(

/-&!加强水源保护重要性的宣传

加大对水源水质影响的生产活动制止及教育力

度%特别是水源保护区周边的生产企业%加大其生活生

产废水达标排放的监管力度%对无合法手续的生产企

业一律关停%加大对养殖场的审批及监管力度%确保水

源水质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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