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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大理市、洱源县、宾川县、祥云县、弥渡县、巍山县、

剑川县、漾濞县、鹤庆县共计 9 个县（市），规划区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

地处澜沧江、金沙江和元江三大水系，规划区国土面积 20061 km2。云南省第二大高原湖

泊—洱海位于规划区内，洱海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素有“高原明珠”之称，苍山

洱海珠联璧合，是大理最美的风景、最靓丽的名片。 

洱海流域主要涉及洱源县、大理市，为了保护治理洱海，需强化洱海流域及其周边

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在水资源、水环境保护方面，剑川县的桃源水库作为洱海生态补

水工程，是落实习总书记“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生态补水后，

对洱海水质和水生态环境改善效果显著；巍山县的关巍新区作为强化洱海保护治理的城

市建设项目，将有效疏解洱海流域环境负荷，关巍新区的兴建，将成为承接大理市产业、

人口转移区，届时包括关巍新区在内的巍山县生活需水量将大量增加。滇中引水工程大

理州受水区为鹤庆县、大理市、宾川县、祥云县、弥渡县、巍山县 6 个县（市），宾川

县为保护洱海，祥云县为推进大理经济产业中心建设，将建设成为 100 万人口和千亿产

值规模的城市，因此兴建滇中引水工程大理州鲁地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配套一、二

期工程（以下简称“鲁地拉配套一、二期工程”），项目的兴建将降低洱海水资源开发

利用率，为洱海保护治理创造条件，也将解决宾川县和祥云县社会经济发展的缺水问题，

科学合理的置换出的滇中引水量可作为今后滇中城市群重点地区经济发展的水资源保障，

滇中引水工程和鲁地拉综合利用一、二期工程都关系到洱海流域的水资源配置，将上述

6 个县（市）纳入本次水资源配置范围内。通过桃源水库、滇中引水供水、鲁地拉一二期

工程等一系列区域性水资源配置后，洱海经西洱河于漾濞县平坡镇处汇入黑惠江，汇口

作为承接黑惠江上游来水与洱海流域来水的关键节点，可作为分析水资源配置对水生态

环境影响的评价因子。综合考虑洱海保护、滇中引水工程及鲁地拉综合利用一、二期工

程的水资源配置，为优化以上区域水资源配置，统一区域内的水资源配置方案，合理高

效利用水资源，将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大理市、宾川县、祥云县、弥渡县、巍山县、

剑川县、鹤庆县、洱源县、漾濞县 9 个县（市）确定为本次水资源配置规划的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以近期完成的《云南省“十四五”兴水润滇工程规划》、《云南省水中长

期供求规划》、《云南省小康水利建设规划》、《大理州水资源保护规划》、《大理州

洱海灌区工程规划》、《大理州剑川县黑惠江（弥沙河汇口以上）水资源利用规划》、

《洱源县黑惠江片水资源利用规划》、《漾濞县水资源利用规划》、《洱海入湖河道综

合整治规划》等规划及桃源水库、螳螂河水库等规划新建水利工程前期勘测设计成果为

基础，按照滇中引水工程、鲁地拉配套一、二期工程、桃源水库、海稍水库扩建等重点

工程涉及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布局，针对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按

照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与保护的规划任务和

目标，提出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供水与灌溉、环境影响评价、水资源节约与保护等在内

的水资源配置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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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1 自然地理 

1.1.1 地理位置 

本次规划区域为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涉及大理市、宾川县、祥云县、弥渡县、

巍山县、剑川县、鹤庆县、洱源县、漾濞县 9 个县（市），地处澜沧江、金沙江和元江

三大水系地带，地处东经 99°54～100°21′，北纬 25°30′～26°19′之间。其中州府所在地大

理市下关镇，距离省会昆明 315km。 

1.1.2 地形地貌 

规划区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结合部位，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以老君山—点苍

山—哀牢山一线的大断裂为界，构成两大部分。东部属扬子准地台区，西部属藏滇地槽

褶皱区。其东部扬子准地台区，西以洱海—红河深（大）断裂为界，往东延入楚雄州境，

为扬子准地台西缘的一部分。其西部藏滇地槽褶皱区，是州境内西部及南部广大地区，

东以洱海---红河深（大）断裂为界，西至怒江、澜沧江河谷，呈南北纵贯州境。 

规划区处于横断山脉的南段，属滇西峡谷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高坡陡，地

形切割较深，主要为高山、高中山深切割地形，山峰海拔高程一般在 2000～4000m。地

貌复杂多样，点苍山以西为高山峡谷区。点苍山以东、祥云以西为中山陡坡地形。境内

的山脉主要属云岭山脉及怒山山脉，北部剑川与丽江地区兰坪交界处的雪斑山是州内群

山的最高峰，海拔 4295m。最低点是渔泡江汇入金沙江处，海拔 1104m。 

1.2 水文气象 

在低纬度高海拔地理条件综合影响下，形成了规划区低纬高原季风气候特点：四季

温差小。较接近北回归线，太阳辐射角度较大且变化幅度小，形成年温差小，四季不明

显的气候特点，“四时之气，常如初春，寒止于凉，暑止于温”，四季温差不大；热带

季风气候，分雨旱季。规划区冬干夏雨，赤道低气压移来时（冬半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

为干季雨量仅占全年降雨量的 5～15%，信风移来时（夏半年 5～10 月）为雨季降雨量

占全年的 85～95%；垂直差异显著。规划区由于地形地貌复杂，海拔高差悬殊，气候的

垂直差异显著。气温随海拔高度增高而降低，雨量随海拔增高而增多。河谷热，坝区暖，

山区凉，高山寒，立体气候明显；气象灾害多。由于季风环流的不稳定性和不同天气系

统的影响，规划区气象灾害较多。常见的气象灾害主要有干旱、低温、洪涝、霜冻、冰

雹、大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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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河流水系 

1.3.1 河流 

规划区主要涉及澜沧江、金沙江、红河三大流域，区内河流众多，黑惠江、漾弓江、

落漏河、桑园河 4 条一级支流以及红河上游干流元江为较大的河流。 

（1）黑惠江为澜沧江一级支流，流经规划区内剑川、洱源、漾濞 3 县，境内全长

376km，黑惠江流域呈羽状水系。流域内较大支流（流域面积接近或超过 1000km2）有右

岸的弥沙河和左岸的西洱河；其余主要为由两岸高山直泄而下的短小支流。弥沙河发源

于兰坪县老君山西麓，河流大约自西北向东南流，全长 73km，河道平均坡度 20.6‰，集

水面积 810km2；西洱河上段（弥苴河）由弥茨河与凤羽河两支组成，弥茨河发源于洱源

县上官甸和漏山河村，由北向南，与茨碧湖、凤羽河交汇，流出海尾河，自下山口后称

弥苴河，经邓川坝后注入洱海。西洱河为洱海的出口河，经大理市于大合江村附近汇入

漾濞江，西洱河流域集水面积 2708km2。 

（2）漾弓江为金沙江右岸一级支流，流经规划区内鹤庆县，境内全长 121km。漾弓

江发源于丽江玉龙雪山南麓山间盆地玉湖村一带，发源地海拔 5596m，河流自发源地由

北向南而下，流经丽江坝子、七河坝子，至新民下村附近进入鹤庆县，流经辛屯、草海、

金墩，于石门坎附近折转向东，流经六合、龙开口等地后，于铺后村汇入金沙江。漾弓

江总长 126km，其中流经鹤庆县境长 73km，集水面积 1819km2，河道平均比将 12.8‰，

落差 1623m。漾弓江流域水系呈不对称的枝状发育，上段主要支流有青龙河、玉龙河、

东山河，中下段主要支流有银河、枫木河、松桂河等。 

（3）落漏河为金沙江右岸一级支流，流经规划区内鹤庆县，境内全长 54km。落漏

河发源于流域西北部的南无山东南麓，发源地位于马耳山山峰东侧，海拔 3746.4m，河

流自发源地由北向南而下，流经西邑、舍茶寺、北衙、潘营、黄坪镇，于围子田折转后

向东，流经老黄坪、均华后于景东湾出境，流入丽江市永胜县境。落漏河流域面积 1024km2，

总长 54km（其中鹤庆县境内河段长 48km），自然落差 2580m，河道平均比降 19.3‰。

落漏河流域呈羽状分布，流域跨大理州的鹤庆县、洱源县、大理市和丽江市的永胜县，

整个流域呈北、西、南三面高，东边低，河谷高差大。落漏河干流上游段（白莲村桥以

上）称锅厂河，长约 18km；中游段（黄坪坝区段）称落漏河，长约 30km；下游段永胜

县境内称枯木河，长约 6km。流域内较大支流有 10 条，左岸有水寨河、葛根箐、雷音寺

河、雷钵寺箐等支流汇入，右岸有鸡鸣寺河、山西河、小河、金王桥河、财丰河及小米

朗河等支流汇入，其中金王桥河水源最为丰富。 

（4）桑园河为金沙江一级支流，流经规划区内宾川县，境内全长 106km。河流发源

于宾川县鸡足山镇茅草坪，集水面积为 1888km2，河长 102.4km，落差 1286m，平均比降

6.7‰，多年平均流量为 4.85m3/s。桑园河从源头由西向东，折转北流，经宾川坝子，于

永胜县片角乡花坪汇入金沙江，汇口处高程 1164m，桑园河在宾川县内河长 79.8km，沿

河两岸是宾川主要的农业耕作区，是宾川县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B2%99%E6%B1%9F/4613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E%E5%B7%9D%E5%8E%BF/12087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E%E5%B7%9D%E5%8E%BF/120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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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河是一条国际河流，发源于大理州巍山县永建乡六摩村与大理市下关镇梧栖

村交界的羊子江山，经巍山县庙街镇、巍宝山乡、南涧县南涧镇、弥渡县牛街乡等地区

后，于大理州弥渡县德苴乡对门村流入楚雄州南华县。大理州境内红河干流——元江流

经规划区内巍山、弥渡 2 县，在大理州境内巍山段称西河，西河与毗雄河汇入后称礼社

江，大理州境内河长 127.9 公里，其中涉及规划区巍山县 69.0 公里，弥渡县 25.1 公里，

流域面积为 3776 平方公里，属红河水系。 

1.3.2 湖泊 

规划区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相接部位，由于地质运动的作用，形成了许多大小

不一的断陷湖泊，共有洱海、茈碧湖、剑湖、西湖、青海湖等 5 个湖泊。 

（1）洱海 

洱海为高原天然断陷湖泊，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高原淡水湖泊，同时也是滇西最大

的高原湖泊。洱海最高运行水位 1966.00m 时（85 高程，下同），湖面面积 252km2，湖

容 29.2 亿 m3；最低运行水位为 1964.30m，法定最高水位与最低水位之间水位变幅 1.7m，

相应调节湖容 4.27 亿 m3。洱海南北长度为 42.5km，东西平均宽度为 6.3km，湖岸线长

约 116km；最大水深为 21.3m，平均水深 10.6m。 

（2）其他湖泊 

茈碧湖：属澜沧江水系，位于洱源县城东北。水面面积 7.86km2，径流面积 690.1km2，

是洱源县茈碧湖镇集中供水水源地。 

剑湖：属澜沧江水系，位于剑川县县城南 5km，水面面积 6.2km2，径流面积 918.0km2，

正常蓄水量 2440 万 m3。 

西湖：属澜沧江水系，位于洱源县右所镇，水面面积 3.3km2，径流面积 66km2，正

常蓄水量 593 万 m3。 

青海湖：属金沙江水系，位于祥云县城东南 7km，水面面积 4.5km2，径流面积 

96.87km2，是祥云县坝子重要灌溉水源。 

1.4 经济社会 

规划区辖大理市、洱源县、宾川县、祥云县、弥渡县、巍山县、漾濞县、剑川县、

鹤庆县 1 市 8 县。到 2019 年末，规划区总人口 282.5 万人，人口密度 141 人/km2，城镇

人口 129.3 万人，城镇化率为 46%。 

到 2019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简称 GDP）1178.2 亿元，人均 GDP 为 41708 元/

人，其中第一产业 227 亿元，第二产业 346 亿元，第三产业 606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

为 19.2：29.3：51.4，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为 243 亿元，占第二产业的 70%。 

2019 年末规划区总耕地面积 431.09 万亩（注：数据来源于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 2018

年数据），有效灌溉面积 189.3 万亩，有效灌溉率 44%。2019 年粮食播种面积 454.2 万

亩，粮食总产量 157.2 万吨，油料产量 2.81 万吨，烟叶产量 6.70 万吨，蔬菜产量 131.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6%B2%B3/303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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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水果产量 77.86 万吨，猪、牛、羊肉产量 38.50 万吨，年末大牲畜存栏数 66.3 万

头，小牲畜存栏数 304.9 万头。 

1.5 水资源概况 

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水资源公报（2019）》和《云南省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

规划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 58.6 亿 m3，占大理州水资源总量的 61% ，人均水资源量

2074m3，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耕地亩均水资源量仅为全省平均的 59%。规划区各县市

水资源概况如下： 

（1）大理市 

大理市内的河流和湖泊，除凤仪后山、三哨分水岭以南 17.9 平方公里属红河水系

外，其余全部以洱海水流为吐纳中心，均属澜沧江水系。市内共有大小溪河 100 余条，

除西洱河外，其它主要溪河有 25 条，全部发源于大理盆地四周青山并流入洱海。其中

的苍山 18 溪源于苍山，东向平行流经大理坝汇于洱海，是洱海内部地区重要的地下水

补给来源和农田自然灌溉水源。波罗江发源于定西岭，北向经凤仪坝由满江邑入洱海，

是凤仪片的主要河道和主要农灌水源。西洱河是洱海的唯一自然泄水河流，全长 23km，

总落差 660m，水能利用率最高，西洱河四级电力是市内主要的电源。市域内湖泊主要是

洱海。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湖。洱海是中国著名的高原淡水湖泊，其流域面积 2565 平

方公里，属湄公河上游澜仓江水系；洱海的水面面 250km2，湖容 28.8 亿 m3，平均水深

10.2m，最大水深 22m；蓄水量 28.8～29.6 亿 m3，由流域内的降雨和泉水补给，通过 117

条河（溪）汇入洱海。大理市多年平均降水总量为 19.44 亿 m3，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为 6.08 亿 m3，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2.7 亿 m3。 

（2）宾川县 

宾川县多年平均折合年降水总量为 21.06 亿 m3，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4.23 亿

m3，产水模数 16.64 万 m3/km2； 2019 年折合降水总量 16.96 亿 m3，地表水资源量 2.49

亿 m3，产水模数 9.8 万 m3/km2，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1.0 亿 m3。 

（3）祥云县 

祥云县多年平均折合年降水总量为 19.69 亿 m3，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3.07 亿

m3，产水模数 12.61 万 m3/km2； 2019 年折合降水总量 18.5 亿 m3，地表水资源量 2.29

亿 m3，产水模数 9.4 万 m3/km2，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0.7 亿 m3。 

（4）弥渡县 

弥渡县多年平均折合年降水总量为 13.17 亿 m3，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2.75 亿

m3，产水模数 18.16 万 m3/km2； 2019 年折合降水总量 11.17 亿 m3，地表水资源量 1.86

亿 m3，产水模数 12.4 万 m3/km2，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1.0 亿 m3。 

（5）巍山县 

巍山县多年平均折合年降水总量为21.5亿m3，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6.07亿m3，

产水模数 27.87 万 m3/km2； 2019 年折合降水总量 22.9 亿 m3，地表水资源量 4.45 亿 m3，

产水模数 23.4 万 m3/km2，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2.1 亿 m3。 



                               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水资源配置规划报告                                                                

5 

（6）剑川县 

剑川县多年平均折合年降水总量为 22.55 亿 m3，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9.12 亿

m3，产水模数 40.6 万 m3/km2； 2019 年折合降水总量 17.9 亿 m3，地表水资源量 4.45 亿

m3，产水模数 20.5 万 m3/km2，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3.4 亿 m3。 

（7）洱源县 

洱源县多年平均折合年降水总量为 27.27 亿 m3，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10.29 亿

m3，产水模数 40.91 万 m3/km2； 2019 年折合降水总量 20.5 亿 m3，地表水资源量 7.66

亿 m3，产水模数 30.3 万 m3/km2，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4.0 亿 m3。 

（8）漾濞县 

漾濞县多年平均折合年降水总量为 21.61 亿 m3，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8.88 亿

m3，产水模数 47.83 万 m3/km2； 2019 年折合降水总量 19.93 亿 m3，地表水资源量 7.04

亿 m3，产水模数 37.9 万 m3/km2，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3.1 亿 m3。 

（9）鹤庆县 

鹤庆县多年平均折合年降水总量为 24.27 亿 m3，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8.09 亿

m3，产水模数 34.35 万 m3/km2； 2019 年折合降水总量 21.39 亿 m3，地表水资源量 6.31

亿 m3，产水模数 26.8 万 m3/km2，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1.8 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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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指导思想及原则 

2.1 规划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大理

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系统观念，以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求突破，以创新解难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洱海

保护和绿色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生态立州、基础固州、产业强州、文化铸州、开放活

州、人才兴州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度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脱贫攻坚和全

面小康成果，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全国示范样板，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

中心城市，奋力实现经济社会高速度、高效率、高效益发展，努力在云南建设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走在前列。  

深入落实中央治水新思路，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省委、省政府构建云南特色水安全

保障网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发展

是第一要务，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按照云南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围绕“一核、一圈、两廊、三带、六群”经济社会发展空

间格局要求，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以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主线，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治污并重，

通过水资源全面节约、有效保护、优化配置、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科学管理，促进人

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构建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调控体系、水源地

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水管理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水安全能力，保障城乡供水安全、

民生水利安全、防灾减灾安全、水生态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

力相协调，为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跨越发展提供坚实水资源保障。 

2.2 规划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全面规划，统筹协调 

（3）坚持节水优先、高效利用 

（4）坚持空间均衡、合理配置 

（5）坚持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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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坚持水资源保护 

（7）总量控制、供需协调 

（8）因地制宜，突出重点 

（9）水资源综合管理 

（10）科学治水 

2.3 规划水平年及供水保证标准 

2.3.1 规划水平年 

结合大理州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全省重大规划相协调，确定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

区（以下简称“规划区”）规划水平年如下： 

现状基准年：2019 年 

近期规划水平年：2025 年 

远期规划水平年：2035 年 

2.3.2 供水保证率 

根据《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50288-2018），常规灌溉农业灌溉保证率取

P=75%，高效节水灌溉供水保证率取 P=90%；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

2016），城乡生活、工业供水保证率取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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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任务及范围 

3.1 规划目标 

到二〇三五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州综合经济实力进入

全省前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创新驱动发

展能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生态环境建设

取得重大成效，洱海水质稳定向好，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湖区基本建成，

生态保护、环境质量、资源利用走在全省前列，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美

丽大理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大幅提升，面向南亚东

南亚辐射中心重要枢纽作用显著发挥。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

实现。基本建成教育强州、人才强州、文化强州和健康大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平安

大理、法治大理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幸福大理建

设目标基本实现。 

锚定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和未来发展支撑条件，“十四五”

期间大理州州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以洱海为重

点的生态保护取得新进展；大理国家级洱海保护绿色发展示范区创建实现新突破；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得到新提升；乡村振兴迈出新步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建设和民生福祉再上新水平。 

大理未来将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中心城市，对于云南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

非常重要。以洱海高水平保护和产业高质量转型统揽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围绕

“两城一区、三个走在前”的战略目标和“十四五”发展及 2035 年远景规划，深入实施

生态立州、基础固州、产业强州、文化铸州、开放活州、人才兴州战略，实现经济社会

高质量、高速度、高效益发展，建设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名城，打造世

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示范区，在云南建设“三个定位”中走在前列，在高质量发展中

促进共同富裕，走出一条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通过规划，进一步查清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水资源状况和开发利用情况，在综合

分析各规划水平年需水要求、节约用水、水资源保护和供水潜力的基础上，提出规划区

水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综合治理、科学管理的

布局和方案，提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措施，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规划区水资源开

发利用和管理活动的基本依据和准则，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形成有利于水资源节

约、保护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以促进和保障规划区人口、资源、环境和

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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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划任务 

根据规划目标与要求，规划区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的任务是：针对洱海保护治理以

及大理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目标及任务，通过对规划区内的水资源及开发利用进行调查

评价，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科学规划水资源的保护、节约和开发利用，预测

规划区的需水量，结合区内外的水利工程，进行水资源合理配置和供需分析，确定水资

源保护与合理配置的总体格局，提出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切实保

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建立规划区的水资源保障体系，提升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保障能力，保障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结合规划区水情，研究提出促进洱海保护治理、支撑洱海流域及其周边高原农业发

展、推进“大祥巍”一体化发展的水安全保障总体配置布局。其中，大理市、祥云县和

关巍新区是辐射带动全州发展的核心经济区，为此次规划的重中之重。 

3.2.1 建立科学用水模式 

（1）转变用水方式，控制用水总量。 

按照强化节水的用水模式，控制用水总量的过快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用水方

式，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工业布局的优化合理，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

消耗。认真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按照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的要求，严格执行《云南省用水定额》（经云水发[2019]122 号）规定的限额，

控制不合理的需求，通过节水减少排污量，保护水生态环境。各行政区域以及用水行业

均要核定用水定额和用水总量，严格控制用水量的增长速度。 

（2）节水型社会建设。 

全面落实节水优先的方针，加强需水管理，使水资源条件成为城乡发展、产业布局

的先导性因素，构建节水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3.2.2 制定水资源配置方案 

（1）构建和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 

（2）保障重点领域和地区供水安全 

（3）提高水资源应急预防能力 

3.2.3 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 

严格执行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刚性约束机制；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全面建立水行政许可和管理的负面清单制度；强化流域综合管理，探索建立

各方参与、民主协商、共同决策、分工负责的流域议事协调机制和高效执行机制；全面

推进全省水务一体化管理改革，基本实现城乡水务统一管理；基本建立以需水管理和用

水效率管理为基础的水资源供需配置良性机制；构建水资源管理监控体系，建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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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强化水功能区和水源地保护，保障饮水安全、水生态安

全；健全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水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建立水资源督查制度。 

3.3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以下简称规划区），涉及大理州的 1 市、

8 县，即大理市、宾川县、祥云县、弥渡县、巍山县、剑川县、鹤庆县、洱源县、漾濞

县，国土面积 20061km2。各县（市）现状基本情况见表 3.3-1。 

表 3.3-1        规划区各县（市）现状基本情况表 

县级行政区 
面积 

水资源总
量 

人均水资
源量 

总人口 城镇人口 总耕地 
有效灌溉

面积 
GDP 

工业增
加值 

km2 亿 m3 m3/人 万人 万人 万亩 万亩 亿元 亿元 

大理市 1815 6.08 820 74.1 52.2 33.7 19.5 467.9 151.4 

宾川县 2627 4.23 1239 34.1 10.6 76.4 36.5 129.4 13.1 

祥云县 2498 3.07 755 40.7 18.6 58.2 28.6 175.3 17.5 

弥渡县 1571 2.75 1053 26.1 9.7 44.0 16.8 73.7 4.3 

巍山县 2266 6.07 2269 26.7 11.9 46.0 19.5 79.3 6.5 

剑川县 2318 9.12 5682 16.1 4.9 35.8 12.8 52.7 13.0 

洱源县 2614 10.29 3363 30.6 10 55.2 26.0 73.0 20.4 

漾濞县 1957 8.88 9098 9.8 3.1 29.1 7.8 31.3 5.2 

鹤庆县 2395 8.09 3329 24.3 8.5 52.9 21.9 95.5 11.5 

规划区合计 20061 58.58 2074 282.5 129.3 431.1 189.3 1178.2 242.8 

注：国土面积数据采用《大理州统计年鉴 2020》数据，总耕地面积采用大理州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二调”数据成

果（截至 2018 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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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资源调查评价 

4.1 水资源总量 

2019 年规划区水资源总量 43.32 亿 m3，属于正常偏少年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58.58 亿 m3。 

表 4.1-1 规划区水资源总量成果表 

计算分区 
2019 年水资源总量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亿 m3 亿 m3 

大理市 4.41 6.08 

宾川县 2.49 4.23 

祥云县 2.29 3.07 

弥渡县 1.86 2.75 

巍山县 4.45 6.07 

剑川县 6.82 9.12 

洱源县 7.66 10.29 

漾濞县 7.04 8.88 

鹤庆县 6.31 8.09 

合计 43.32 58.58 

4.2 水资源质量 

4.2.1 河道水质 

规划区监测河道有金沙江干流、桑园河、漾弓江、落漏河、黑惠江、弥苴河等 21 条，

共 37 个河流水质监测站点，控制评价河段长度 1617km。其中：全年水质为Ⅰ~Ⅲ类的河

长有 1222km，占 75.6%；全年水质为Ⅳ类河长有 275km，占 17%；全年水质为Ⅴ类的河

长有 39km，占 2.4%；全年水质为劣Ⅴ类的河长有 81km，占 5%。 

4.2.2 湖泊、水库水质状况 

规划区 2019 年湖泊、水库监测站点共 22 个，其中：洱海 8 个、水库 14 个。按地表

水湖库标准进行评价，洱海 8 个监测点中，有 7 个站点（海东、海印、团山、桃源、崇

益、才村、双廊）年平均水质为Ⅲ类，有 1 个站点（湖心）年平均水质为Ⅱ类，洱海年

平均水质为Ⅲ类。 

三岔河水库年平均水质为Ⅰ类，黄栎嘴水库、小官村水库、海西海水库、满贤林水

库年平均水质为Ⅱ类；大银甸水库、大横箐水库、蒙化箐水库、永丰水库年平均水质为

Ⅲ类，海稍水库年平均水质为Ⅳ类，超标项目为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湖、库营养状

态评价方面，大银甸水库和大横箐水库为轻度富营养水体，海稍水库为中度富营养水体，

其余 12 个湖库营养状态均为中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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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评价 

5.1 供水基础设施调查评价 

截至 2019 年底，规划区共建成各类蓄、引、提、调等供水工程 3874 件，其中蓄水

工程 1573 件，总库容 79318 万 m3，引提水工程 746 件，引水流量 167m3/s，地下水 426

件，调水工程 2 件，其他工程 1122 件（包含人饮、五小水利工程）。 

（1）蓄水工程 

蓄水工程中，现状已建成玉华、三岔河、三锅桩、三哨等中型水库 21 件，总库容

5.01 亿 m3，兴利库容 3.07 亿 m3；建成小（1）型水库 59 件，总库容 1.67 亿 m3，兴利库

容 1.23 亿 m3；建成小（2）型水库 557 件，总库容 1.02 亿 m3，兴利库容 0.70 亿 m3；塘

坝 936 件，总库容 0.23 亿 m3。 

（2）引提水工程 

引提水工程中，到 2019 年底，规划区建成的引提水工程 746 件，总设计引水流量

167m3/s。 

（3）区域性调水工程 

1）引洱入宾工程：引洱入宾灌溉工程于 1994 年建成，从洱海引水至宾川灌区。设

计流量 10m3/s，加大流量 12m3/s，设计年供水量 0.50 亿 m3，近年批复的年均引水量 0.73

亿 m3。 

2）青海湖二期工程： 祥云青海湖二期补水工程提水及输水流量 1.95m³/s，年引水

量 2000 万 m³，主要作为县城应急备用水源。工程于 2015 年开工，2017 年建成通水，

2019 年实际引水量为 236.22 万 m³。 

3）小官村水源系统 

游丰坝水库、栽秧箐水库、小官村水库、品甸海水库、浑水海水库形成调水连通体

系，小官村水库除承担供水以外，还承担下泄充蓄下游品甸海、浑水海两水库的蓄水任

务，形成了以小官村水库为核心的联合运行的小官村水源系统。设计流量 8.0m3/s。 

5.2 供用水量调查评价 

5.2.1 供水量调查 

规划区 2019年各类水利工程实际总供水量为 11.62亿m3，其中蓄水工程 5.44亿m3，

引提水工程 4.16 亿 m3，地下水工程 0.61 亿 m3，调水工程 0.9 亿 m3，其它工程 0.51 亿 

m3。各类工程供水比重中，蓄水工程占整个水利工程供水的 47%，其次是引提水工程占

36%，其余的调水、地下水及其它小型工程供水仅分别占 8%、5%和 4%。 

规划区 2019 年各类供水设施供水量见表 5.2-1，供水结构示意图见图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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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规划区 2019 年各类供水设施供水量 

行政区 
2019 年实际供水量（万 m3） 

蓄水工程 引提水工程 地下水 调水工程 其它 合计 

大理市 2384 19820 146 0 0 22350 

宾川县 6368 454 2355 8760 529 18466 

祥云县 11568 644 928 236 988 14364 

弥渡县 7953 1353 2189 0 0 11495 

巍山县 6940 2468 324 0 69 9801 

剑川县 4240 3191 6 0 780 8217 

洱源县 9268 4990 90 0 1031 15379 

漾濞县 260 3081 30 0 577 3948 

鹤庆县 5425 5610 33 0 1100 12168 

规划区合计 54406 41611 6101 8996 5074 116188 

 

 

图 5.2-1 规划区现状供水结构图 

5.2.2 用水量调查 

规划区 2019 年实际总用水量为 11.62 亿 m3，其中城镇生活用水 0.97 亿 m3，农村生

活用水 0.69 亿 m3，工业用水 1.11 亿 m3，农业灌溉用水 8.85 亿 m3，分别占总用水量的

10%、7%、9%和 74%。 

表 5.2-2  规划区 2019 年实际用水量 

行政区 
2019 年实际用水量（万 m3） 

城镇 农村 工业 农业 用水合计 

大理市 4831 671 6039 10809 22350 

宾川县 716 1145 399 16206 18466 

祥云县 1187 924 1246 11008 14364 

弥渡县 681 879 281 9654 11495 

巍山县 780 706 427 7888 9801 

剑川县 186 618 792 6622 8217 

洱源县 630 795 757 13197 15379 

蓄水工程

47%

引提水工程

36%

地下水

5%

调水工程

8%

其它

4%
2019年供水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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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 224 391 322 3011 3948 

鹤庆县 460 764 820 10124 12168 

规划区合计 9695 6893 11083 88519 116188 

 

图 5.2-2  规划区现状 2019 年用水结构图 

5.3 综合评价 

5.3.1 现状供用水量及其结构调查评价 

规划区 2019 年各类水利工程总供水量为 11.62 亿 m3，其中蓄水工程 5.44 亿 m3，引

提水工程 4.16 亿 m3，地下水工程 0.61 亿 m3，调水工程 0.89 亿 m3，其它工程 0.51 亿

m3，分别占总供水量的 47%、36%、5%、8%、4%，说明规划区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主

要以地表水源开发为主，地下水及其它工程仅作为补充供水，地表水供水中，又以可调

节径流的蓄水工程为主，引提水工程次之。 

规划区 2019 年总用水量为 11.62 亿 m3，其中城镇生活用水 0.97 亿 m3，农村生活用

水 0.69 亿 m3，工业用水 1.11 亿 m3，农业灌溉用水 8.85 亿 m3，分别占总用水量的 8%、

6%、10%和 76%，说明规划区现状用水以农业用水为主，其次为工业用水及生活用水。 

5.3.2 用水水平与用水效率评价 

5.3.2.1 现状用水平分析 

现状用水水平主要从人均综合用水量、万元 GDP 用水量、生活用水指标、工业用水

指标和农业用水指标进行分析评价（各项指标均为毛定额）。规划区现状各县（市）用

水指标，见表 5.3-1。 

 

 

 

城镇

8%
农村

6%

工业

10%

农业

76%

2019年用水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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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规划区各县（市）现状年用水指标 

行政区 
人均用水量

(m3/人) 

单位 GDP
用水量 

(m3/万元) 

农田灌溉用
水指标 
(m3/亩) 

城镇生活用
水指标  (L/

人.d) 

一般工业增
加值用水指
标(m3/万元) 

农村生活用
水指标(L/

人.d) 

大理市 302 48 554 254 40 84 

宾川县 541 143 444 186 31 133 

祥云县 353 82 385 175 71 115 

弥渡县 440 156 575 193 66 146 

巍山县 366 124 406 180 66 130 

剑川县 512 156 519 105 61 151 

洱源县 503 211 508 173 37 106 

漾濞县 405 126 385 200 62 160 

鹤庆县 501 127 463 149 71 132 

规划区合计 411 99 468 205 46 123 

5.3.2.2 用水效率分析 

（1）城市用水情况调查 

大理市的用水定额 254 L/（人•d），为大理州州政府所在地、气候温热，用水定额处

于中高等水平，低于昆明的用水定额。规划区现状管网漏损率平均为 15%，根据大理州

节水型社会发展要求，到 2035 年管网漏损率为 10%，基本持平国家节水考核指标的要

求。总体看，规划的城市用水水平较低，节水潜力较大。 

（2）典型灌区用水调查 

经调查，规划区各种类型灌区的渠道衬砌率较低，在 30%~60%左右，平均衬砌率约

46%，节水措施以渠道防渗为主。规划区的渠系水利用系数在 0.5~0.64 之间，其中山区、

经济落后地区和水资源丰富地区在 0.53 左右，宾川县为高效节水示范县，现状渠系水利

用系数为 0.64 左右。各灌区由于地形地貌的影响，各灌区面积都较小，即使为大型灌区，

也因灌区水源由多个水源组成，每个水源点所控制的灌溉面积不大，渠道一般为两级即

进入田间，故渠系水利用系数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5.3.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评价 

规划区国土面积 20061km2，水资源总量 58.58 亿 m3，人均占有水资源 2074m3。2019

年各类供水设施实际供水量 11.62 亿 m3，按 2019 年实际供水量计算，规划区的水资源

开发程度为 19.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5.3.4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域水资源分布与人口、经济区的分布极不匹配 

规划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 58.58 亿 m3，占大理州水资源总量的 61% ，人均水资

源量 2074m3，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379m3/人）。规划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城

市、人口、耕地等的分布极不协调，特别是大理、宾川、祥云、弥渡 4 县（市）水资源

匮乏，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总的来说，规划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2）整体经济条件落后，水利建设滞后，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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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方经济建设资金严重缺乏，特别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

速度，水利建设的历史欠帐太多，缺水形势逐渐加剧。水资源条件不能很好地支撑国民

经济的发展，既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反过来限制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建设

的步伐，形成恶性循环。 

（3）城市缺水现象日益突出，挤占生态环境和农业用水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增长促使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日

益突出。城镇用水挤占农业用水，农业用水和城镇用水又共同挤占河道生态用水，最后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4）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逐渐增大 

目前，规划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为 19.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7%）。规划区效

益显著、投资小的水利工程已基本开发完毕，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超过 40%

的合理上限，本区水资源开发难度日渐加大。各规划报告提出的新建水源工程，或多或

少都存在工程投资大、地质条件复杂及处理困难、建设征地及水库移民搬迁安置难度大、

单方水投资大、增加供水量小等问题，进一步开发利用本区水资源的难度和代价在逐渐

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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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济社会发展预测 

6.1 人口和城镇化 

6.1.1 人口及城镇化现状 

现状年（指“七普”——2019 年，下同）规划区 9 个县（市）总人口为 282.5 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 129.3 万人，农村人口 153.2 万人，城镇化率 45.8%。各县（市）人口分布

特点非常显著，人口最多的县是大理市为 74.1 万人，占规划区的 26.2%，最少的是漾濞

县为 9.8 万人，占规划区的 3.5%，前者约为后者的 7.6 倍。  

6.1.2 人口及城镇化率预测 

6.1.2.1 人口预测 

经预测，规划区现状 2019 年总人口为 282.5 万人，预测 2025 年总人口为 322.5 万

人，2035 年总人口为 399.9 万人。2019~2025 年的人口年增率均为 2.2%、2025~2035 年

的人口年增率均为 2.2%。 

6.1.2.2 城镇化预测 

本次预测成果基本体现了规划区未来城镇化率的发展总体目标和要求，2019 现状年、

2025 水平年、2035 水平年规划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 45.8%、56.7%、68.7%，基本符合国

家、云南省、大理州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要求。 

6.2 工业发展预测 

规划区现状年工业增加值为 243 亿元，在现状工业增加值基础上，根据各县的发展

规划，按年均增长率 3%~25%考虑，采用增长率法预测得规划区 2025 年为 533 亿元，

2019~2025 年增长率 14%；2035 年为 1128 亿元，2025~2035 年增长率 8%。 

6.3 农业发展预测 

6.3.1.1 耕地及灌溉面积 

现状耕地面积采用大理州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最新“二调”数据成果。近年来，党

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要求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因此，预测 2025 年和 2035 年耕地与现状维持一致，为 431.09

万亩。 

同时，随着水利工程设施的新建及大型灌区的渠系配套工程，规划区范围内的有效

灌溉面积总体呈增加的趋势。现状年有效灌溉面积 189.3 万亩，预测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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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和 2035 年分别为 221.7 万亩和 252.1 万亩，较现状分别增加 32.4 万亩和 62.8

万亩，农田灌溉率从现状年的 44%提高到 51%和 58%。 

6.3.1.2 畜牧养殖业 

现状年规划区共有牲畜 371.2 万头（只），其中大牲畜 66.3 万头，小牲畜 304.9 万

头（只）； 

到 2025 水平年，规划区牲畜发展为 401.5 万头（只），其中大牲畜 70.3 万头，小牲

畜 331.2 万头（只）； 

到 2035 水平年，规划区牲畜发展为 448.5 万头（只），其中大牲畜 76.6 万头，小牲

畜 371.8 万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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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需水预测 

7.1 城镇生活需水预测 

规划区现状城镇生活需水量为 1.02 亿 m3，预测到 2025 年生活需水量为 1.5 亿 m3，

2035 年生活需水量为 2.36 亿 m3。 

7.2 农村生活需水预测 

现状农村居民生活需水量为 0.73亿m3，预测到 2025年农村生活需水量为 0.8亿m3，

2035 年农村生活需水量为 0.83 亿 m3。 

7.3 工业需水预测 

规划区现状工业需水量 1.13 亿 m3，2025 年工业需水量 1.97 亿 m3，2035 年工业需

水量 2.99 亿 m3。 

7.4 农业需水预测 

规划区现状年多年平均、P=75%的农田灌溉需水量分别为 11.2 亿 m3、12.2 亿 m3，

预测到 2025 年分别为 10.6 亿 m3、11.6 亿 m3，2035 年分别为 10.7 亿 m3、11.7 亿 m3。 

7.5 需水量汇总 

经汇总，规划区现状年多年平均和 P=75%总需水量分别为 14.1 亿 m3 和 15.1 亿 m3；

2025 年多年平均和 P=75%总需水量分别为 14.9 亿 m3 和 15.9 亿 m3；2035 年多年平均和

P=75%总需水量分别为 16.9 亿 m3 和 17.9 亿 m3。 

7.6 需水量合埋性分析 

规划区的用水发展趋势、需水结构、各用水指标整体上与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发

展要求一致，是合理的。各用水指标满足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用水效率控制红线要求，

各项主要用水效率指标表明规划区将在现有的节水水平上采取强化节水措施，进一步加

大节水力度，有效抑制需水的不合理增长。 

规划区需水预测以净定额及水利用系数预测方法为基本方法，同时用趋势法、人均

用水量预测法等方法进行了复核检验，在计算方法采用上是科学的，并且通过其它不同

方法进行了复核检验是合理的，最终计算出了规划区需水预测成果。 



                                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水资源配置规划报告                                                                  

20 

整个需水预测成果经过了用水总量分析、需水发展趋势分析、需水结构分析、用水

效率分析、人均综合需水指标分析等各项指标的合理性分析研究，几种研究分析结果相

互照应，表明了需水预测成果是合理的。 

由于规划区水资源短缺，因此考虑在现状节水水平和相应的节水措施基础上，需进

一步加大节水投入力度，强化需水管理，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抑制需水过快

增长，进一步提高用水效率和节水水平。 

通过对需水预测采用方法、预测结果的分析论证及与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规划、

滇中引水工程等成果的研究比对，本次需水预测所确定的需水方案基本符合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中“三条红线”的管理要求，也是合理并符合规划区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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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供水预测 

8.1 现状供水设施及供水量 

8.1.1 现状供水设施 

截至 2019 年底，规划区共建成各类蓄、引、提、调等供水工程 3874 件，其中蓄水

工程 1573 件，总库容 79318 万 m3，引提水工程 746 件，引水流量 167m3/s，地下水 426

件，调水工程 2 件，其他工程 1122 件（包含人饮、五小水利工程）。详见报告 5.1 章节。 

8.1.2 现状供水量 

规划区各类供水设施现状供水能力为 11.13 亿 m3，其中蓄水工程现状供水能力 4.84

亿 m3，引提水工程 4.72 亿 m3，地下水工程 0.43 亿 m3，调水工程 0.73 亿 m3，其它工程

0.42 亿 m3。 

8.2 可供水量 

8.2.1 2025 年可供水量 

2025 水平年规划区多年平均可供水量为 13.95 亿 m3，P=75%频率可供水量为 15.08

亿 m3。2019～2025 年可供水量年平均增长率为 5.2%，随着近年来水利建设步伐不断加

快，因而供水增长相对较快。 

8.2.2 2035 年可供水量 

2035 水平年规划区多年平均可供水量为 16.77 亿 m3，P=75%频率可供水量为 17.88

亿 m3。2019～2035 年可供水量年平均增长率为 3%，到 2035 年，水利建设将达到高峰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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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资源配置及供需分析 

9.1 现状年供需分析 

在多年平均情况下，规划区基准年水资源供需水量缺口总量为 3.6 亿 m3，缺水率为

25.6%，水资源供需不能平衡。在 P=75%的中等干旱年时，规划区水资源供需水量缺口

总量为 3.97 亿 m3，缺水率为 26.3%。现状规划区的水资源供需缺口仍然是以工程性缺水

为主，局部地区如洱海流域、宾川县、祥云县出现资源性与水质性缺水。现状在水资源

紧张的情况下，首先必须确保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安全，其次才是城镇工业及农业灌溉

的供水优先次序的现实性，生活和工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和生态用水十分突出，生活供

需基本平衡。 

规划区各县（市、区）基准年 P=75%缺水量及缺水率见图 9.1-1 所示，缺水量最大

的是祥云县，缺水量 0.86 亿 m3，缺水率 45.8%，工程性缺水和水资源性缺水共存；其次

是巍山县，缺水量 0.82 亿 m3，缺水率 50.5%，主要是工程性缺水；大理市缺水 0.14 亿

m3，缺水率 5.3%，工程性缺水、资源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共存；宾川县缺水 0.41 亿 m3，

缺水率 21%，工程性和资源性缺水共存；弥渡县缺水 0.46 亿 m3，缺水率 33.6%，工程

性、资源性和水质性缺水共存；剑川县缺水 0.12 亿 m3，缺水率 11.5%，主要是工程性缺

水；洱源县缺水 0.41 亿 m3，缺水率 16.8%，主要是工程性缺水；漾濞县缺水 0.27 亿 m3，

缺水率 42.4%，主要是工程性缺水；鹤庆县缺水 0.49 亿 m3，缺水率 30.4%，主要是工程

性缺水。 

 

 

 

 

 

 

 

 

图 9.1-1  规划区各县（市、区）基准年缺水量及缺水率示意图（P=75%） 

基准年平衡结果充分反映了规划区各个计算分区内的水资源现状特性，中等干旱年

时普遍发生缺水，特枯水年时则严重缺水。缺水程度与地方经济结构、供水组成、用水

水平、水资源开发程度等有关，对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水源工程是以中小型水库为主，

调节控制径流的能力强，水资源开发程度高，可增加引调水工程和中水回用工程；对现

状供水是以河道引水工程供水为主，蓄水工程次之，水资源开发程度低的区域，还可以

进一步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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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水资源配置方案 

9.2.1 水资源配置总体思路 

规划区地形起伏、地势高差大、光热土地资源丰富，但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协

调，造成水低田高，大部分地区都缺乏调节控制性的大型水库工程，供水水源较为分散，

以中小型水库及河道引提水工程为主，水量缺口主要是季节性的缺水。因此，在水资源

配置总体思路中，应遵循“蓄引提结合、以蓄为主，大中小结合、以中小型为主，先本

区、后外调”的基本原则，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并重的“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原则。 

9.2.1.1 大理市 

抑制需求过快增长的节水规划、农业强化节水、灌区节水改造挖潜等水资源配置工

程措施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各个片区水资源配置方案的优先措

施。洱海灌区建设以保护洱海为首要任务，重点是节水减排，水资源配置措施中除挖色

片有新建的小（一）型骨干蓄水工程外，均没有新建骨干蓄水工程措施，各片区水资源

配置方案中均要考虑城市再生水利用、农业退水综合利用、城乡统筹供水等措施，喜洲

片、下关片、凤仪片水资源配置方案中有滇中引水工程供水量。加大城市再生水和农田

退水的综合利用，结合大理市洱海环湖截污工程和湿地建设规划，分散将农业退水收集

进入湿地及净化塘，农业退水在湿地及净化塘中停留净化后，通过灌溉综合利用工程将

净化后的退水利用于农业灌溉，尽量消耗农业退水，少排入洱海，实现节水减排，削减

入湖污染负荷，实现保护洱海目标。结合洱海入湖河道整治，取缔和封堵苍山十八溪取

水口，苍山十八溪径流全部做为生态下泄，补充洱海入湖清洁水量。 

9.2.1.2 宾川县 

宾川县主要用水为农业灌溉用水，灌区为国家立项的宾川大型灌区，是我省热区开

发的重点区之一，主要用水为农业灌溉，目前大型灌区已形成相对完备的灌溉渠系，本

区水资源不足严重制约灌区发展。宾川灌区行政区划主要涉及宾川县金牛、州城、力角、

乔甸、宾居、大营、鸡足山 7 个乡镇，灌区高程分布在 1450～1600m 之间。 

宾川灌区分为金牛片、宾居片、大营片和乔甸片。根据水资源配置成果，本工程供

水范围为金牛片（金牛、州城、力角）、宾居片（宾居）和乔甸片（乔甸）。金牛片现

状主要依靠海稍水库及大银甸水库供水，宾居片主要依靠宾海大沟（水源为洱海水）供

水，大营片主要依靠花桥水库及引洱北干渠（水源为洱海水）供水。现状引洱入宾工程

批复的供水量为 7300 万 m³，可以向宾川灌区各片区供水。主要任务以农业灌溉供水；

根据规划，海稍水库将实施扩建，水库加坝扩建后，正常蓄水位为 1635.5m，总库容达

到 12323 万 m³，兴利库容 10441 万 m³，扩建后可以调蓄鲁地拉一、二期工程的来水量，

向金牛片、宾居片供水；大营片扩建花桥水库；宾川灌区规划新建响水水库、马鞍山水

库、九村箐水库 3 座小（一）型水库。 

对于山区平川片，根据规划区现状基准年和规划水平年的集镇、农村生活、工业和

农田灌溉需水量分析，以及水利工程可供水量成果，进行水资源供需分析。生活供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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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保证率更高的水源；水资源配置优先考虑本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优先考虑自流水量；

常规灌溉灌区优先考虑本区水源，本区水源利用后才考虑外调水源。规划新建龙头山小

（一）型水库，新建鲁地拉水电站综合利用东线工程。同时，祥云县清水河水库建成也

将向平川片灌区供水。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州鲁地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配套一、二期工程及鲁地拉东线

工程建成以后，宾川县形成以鲁地拉一二期工程和鲁地拉东线工程为骨干，海稍、大银

甸、花桥、仙鹅等本区水源为辅的供水格局，水资源供需基本平衡。 

此外，桃源水库、洱海灌区及滇中引水工程建成通水后，洱海入湖水量得到极大的

提升，入湖水量增加 1.63 亿 m3，洱海丰水年汛期多余水量可以具备向宾川供水的可能

条件，从而降低鲁地拉配套工程的运行成本。 

9.2.1.3 祥云县 

祥云县现状主要用水为农业灌溉用水，灌区为国家立项的祥云大型灌区，主要用水

为农业灌溉，目前大型灌区已形成相对完备的灌溉渠系，来水不足严重制约灌区发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考察大理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

实新时代国家、省、州赋予祥云县的国家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滇西物流枢纽、

面向南亚东南亚重要国际物流港、大理州产业经济中心城市等新定位、新使命、新要求，

加快把祥云打造成为大理州的产业聚集带、核心区，进而建设成为立足大理、辐射滇西、

服务滇中、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大理州区域产业经济中心城市，云南省委、政府省发改委

在编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将祥云打造成为 100 万人口和千亿产值规模的区域产业

中心城市。2020 年 5 月云南省人代会时，祥云县将建设大理州产业经济中心城市的思路

和工作重点向省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目前，大理州委、州政府整在积极谋划以洱海流

域为重点的云南省高原湖泊转型发展示范区相关工作，并已明确祥云县下一阶段的发展

定位为“滇西物流枢纽，面向南亚东南亚重要国际物流港”和“大理区域产业中心城市”。

水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祥云县建设成为大理州产业经济中心，严重影响省、州要求的 100

万人口和千亿产值规模的城市发展目标。 

祥云灌区行政区划主要涉及祥云县祥城、沙龙、下庄、云南驿、刘厂、禾甸、米甸

7 个乡镇，灌区高程分布在 1800～2000m 之间。区域主要位于渔泡江上游源头区域，地

处金沙江与红河的分水岭地带。现状主要用水为农业灌溉用水，灌区为国家立项的祥云

大型灌区，主要用水为农业灌溉，目前大型灌区已形成相对完备的灌溉渠系，来水不足

严重制约灌区发展。根据祥云县《祥云区域产业中心城市战略规划》，祥云将发展为滇

西产业经济中心城市，设计水平年城镇生活及工业用水将大量增加。 

祥云灌区分为祥城片、下庄片和禾米片。根据水资源配置成果，工程供水范围为祥

城片（祥城、沙龙）、下庄片（下庄、云南驿、刘厂）和禾米片（禾甸、米甸）。祥城

片片现状主要依靠小官村水库供水系统及浑水海、青海湖水库供水，下庄片主要依靠普

棚、邵家两座水库供水，禾米片主要依靠新兴苴水库供水。青海湖二期工程至设计水平

年由鲁地拉一期工程替代供水，主要供给祥城片的城镇生活用水，下庄片将新建小仓水

库和扩建三甲水库 2 座中型水库及新建金旦小（一）型水库，禾米片扩建新兴苴大型水

库，新建万花溪和扩建莲花湖两座中型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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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规划成果，为保护洱海，已经开始实施鲁地拉一期工程，建成后置换青海

湖二期工程向祥云灌区供水 2000 万 m³，主要供给祥城片的生活用水，洱海不再向祥云

灌区供水。至设计水平年，为保障昆明、玉溪、红河等滇中城市群发展要求，为滇中引

水进步一向以上区域供水创造条件，考虑滇中引水工程也减少向祥云灌区供水，由鲁地

拉二期工程供水，滇中引水工程只向祥云灌区供给农业灌溉用水，主要供给下庄片区。 

对于东山片和鹿鸣片，规划新建么子买水库和磨刀箐水库 2 座骨干小（一）型蓄水

工程来解决缺水问题。 

鲁地拉一期、二期工程建成以后，祥云灌区形成以小官村、普棚、邵家、新兴苴、

清水河、万花溪、小仓等本区水源为骨干，鲁地拉一期、二期为辅的供水格局，水资源

供需基本平衡。 

9.2.1.4 弥渡县 

弥渡县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弥城片为弥渡县县城所在

地，区域内经济较为发达，区域内需水量较大，现状供水以蓄水工程为主，已建成有栗

树营中型水库。规划水平年，县城生活、工业供水由栗树营水库、彭家庄水库、桂花箐

水库、大横箐水库及地下水供给。随着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和用水水平的提高，灌溉需

水大幅下降，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生活、工业需水量有所增加，由蒙化箐水库

和南沟箐水库 2 座小（1）型水库及滇中引水解决缺水问题。德苴片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

灌溉，规划年通过滇中引水和引保入德工程解决片区部分缺水问题。密祉片现状用水主

要为农业灌溉，片区主要依靠桂花箐水库小（1）型水库作为供水水源，规划年无新建蓄

水工程，主要靠分散的小型引水工程及塘坝工程供水，随着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水

利用系数的提高，农业灌溉需水大幅下降，现状水利工程基本能满足片区用水需求。牛

街片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片区内骨干水源工程蓄水不足，规划扩建保邑水库和新

建务本水库。 

鉴于滇中引水工程已解决弥渡县城供水，根据《云南省充分发挥大中型水电站综合

利用效益专项规划报告》及《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大中型水电站水资

源综合利用的决定》（云发〔2012〕19 号）中小湾水电站提水配置弥渡县城 1013 万 m3

调整给保邑水库，供牛街乡和德苴乡缺水地区，达到供需平衡。弥渡县已实施引保入德

工程，将牛街乡保邑水库水引入德苴南部解决德苴严重缺水问题，但保邑水库现为小（1）

型水库，供水区域扩大后水量不够，计划从小湾水电站调水 1013 万 m3，并将保邑水库

扩建为中型水库，从而解决德苴片和牛街片的缺水问题。 

9.2.1.5 巍山县 

巍山县城坝区及山区，现状生活和工业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水问题，农灌缺水严重，

山区比坝区缺水更为严重。至规划水平年，巍山县城由滇中引水工程供水，同时兴建摆

依河、庙街河等小型水库，供需能达到平衡；山区的缺水问题主要通过兴建白乃中型水

库、梨园河、五房河、五里巷、白石头河 4 座小一型水库以及小湾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

用三期工程来解决。 

关巍新区拟建地址位于巍山县的大仓镇和永建镇，随着新区的建设规模扩大以及城

镇化率、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需水量也急剧上升。至规划水平年，关巍新区进一步发



                                 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水资源配置规划报告                                                                 

26 

展，新区需水量大幅增加，现有水利工程供水量已不能满足规划区发展需求，故而需在

现有供水基础上，规划建设新的供水水源工程，保障新区生产生活用水。关巍新区现状

本区水源工程主要为福庆、锁水阁、五茂林 3 个中型水库；甸中河、磨房箐、永乐 3 个

小（一）型水库；16 个小（二）型水库。 

在充分挖掘本区水源供水能力的前提下，由于关巍新区的发展，需水将急剧增加，

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而鲁地拉置换工程、桃源水库工程和洱海灌区建设后，洱海入湖

水量增加 1.63 亿 m3，相应的下泄水量也会增多。以洱海保护修复的生态调度和改善水

动力、水循环为主要目标进行水资源调度，在优先保证西洱河四级坝国控断面水质达标

所需的生态水量后，多余水量通过西洱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引到巍山，保障关巍新区

高质量发展供水安全。同时，由于西洱河综合利用工程仅利用洱海弃水无法完全满足关

巍新区需水，漾濞县水资源丰富，距离关巍新区较近，因此研究从漾濞县引水至关巍新

区方案，即漾水入巍工程方案。两个方案共同供水保障关巍新区的发展。 

9.2.1.6 剑川县 

剑川县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金华片为剑川县县城所在

地，区域内经济较为发达，区域内需水量较大，现状供水以蓄水工程为主，已建成有玉

华中型水库。规划水平年，县城生活、工业供水由永丰水库、满贤林水库、大干场水库

及螳螂河水库供给。随着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和用水水平的提高，灌溉需水大幅下降，

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生活、工业需水量有所增加，由螳螂河中型水库及 2 座小

（1）型水库解决缺水问题。沙溪片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规划年通过扩建大干场水

库及新建 2 座小（1）型水库解决片区缺水问题。马登片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片区

主要依靠 2 座小（1）型水库作为供水水源，规划年通过新建 5 座小（1）型水库解决片

区农灌缺水。象图片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片区内无骨干水源工程，主要靠分散的

小型引水工程及塘坝工程供水，随着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水利用系数的提高，农业

灌溉需水大幅下降，现状水利工程基本能满足片区用水需求。 

9.2.1.7 洱源县 

洱源县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农村生活和工业用水，茈碧湖片为洱源县县城所

在地，区域内经济较为发达，片区内灌区属于洱海大型灌区，区域内需水量较大，现状

供水以蓄水工程为主，已建成有茈碧湖、海西海、三岔河水库 3 座中型水库。现状城镇

生活和工业供水由茈碧源、三岔河水库供给。规划水平年，茈碧湖和右所片由桃源水库

工程，农田退水和再生水供给，海西海水库和茈碧湖水库水量还于洱海生态。由于大力

发展高效节水和随着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农业灌溉需水大幅下降，农业灌溉不足

水量由草海子水库、扩建绿茵塘和南塘子水库、上村水库扩建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解决。

乔后片区内现状无骨干水源工程，主要靠分散的小型引水工程及少量小（2）型水库、塘

坝工程供水，规划水平年区内将建成邓川工业园区炼铁工业片区，工业用水急剧增长，

由于区内现状水利基础设施薄弱，规划新建土官村水库中型水库，同时新建雪梨树、文

开水库和立坪 3 座小（1）型水库和 8 座小（2）型水库，满足乔后片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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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8 漾濞县 

漾濞县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苍山西片为漾濞县县城所在地，区域内经济较为

发达，区域内需水量较大，现状供水主要依靠小春箐水库水库，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

升，生活、工业需水量有所增加，规划年通过新建双涧中型水库及 6 座小（1）型水库解

决缺水问题。顺濞片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现状无骨干水源工程，主要靠分散的小

型引水工程及少量小（2）型水库、塘坝工程供水，规划年通过新建清河中型水库及 2 座

小（1）型水库解决缺水问题。富恒片现状用水主要为农业灌溉，片区内无骨干水源工程，

主要靠分散的小型引水工程及塘坝工程供水，随着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水利用系数

的提高，农业灌溉需水大幅下降，通过新建 1 座小（1）型水库基本能满足片区用水需求。 

9.2.1.9 鹤庆县 

云鹤片是鹤庆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鹤庆兴鹤山地工

业园区东片区、西片区的规划建设，水资源需求将持续增加。规划年城镇新增供水量西

龙潭水库、大龙潭水库和后场箐水库优先供给；鹤庆工业园区由西龙潭水库及漾弓江河

道提水供给；农业灌溉缺水主要通过节水措施和枫木河中型水库、新建 4 件小（1）型水

库、扩建小（2）型水库、漾弓江河道引水工程等供给。松桂片以农业用水为主，该片区

通过西甸大沟片先取水供农灌，松桂大沟在漾弓江取水供农灌，其余用水缺口通过新建

白夷箐水库、扩建后场箐及松桂水库解决。黄坪片现状农灌及城乡生活供水主要依靠三

锅桩中型，片区内的北衙片冶矿工业较为发达，工业用水较大，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

升，规划年通过新建锅厂河中型水库、滇中引水工程、龙开口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及 2

件小（1）型水库解决用水需求。 

9.2.2 重点水源工程 

规划区 2035 年前规划扩建海稍水库、新兴苴水库 2 座大型水库，新建桃源大型水

库，合计 3 件大型水库；扩建花桥水库和三甲水库、新建清水河、后庄河、西河、土官

村、双涧、锅厂河等 22 件中型水库，大中型水库总库容 8.11 亿 m3，兴利库容 5.65 亿

m3，新增供水能力 2.23 亿 m3；规划新建 58 件小（1）型水库，总库容 1.72 亿 m3，兴利

库容 1.28 亿 m3，新增供水能力 1.63 亿 m3。 

9.2.2.1 海稍水库（扩建） 

海稍水库位于宾川县乔甸镇，所在河流为桑园河支流铁城河，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

系，铁城河河道全长 39.9km，流域面积 398.45km2。 

海稍水库扩建工程建设任务以灌溉供水为主，兼顾养殖、旅游功能。海稍水库扩建

后总库容 12323 万 m3，兴利库容 10441 万 m3，防洪库容 1223 万 m3，工程规模为大型

水库。水库新增灌溉面积 6.2 万亩，改善 14.0 万亩，防洪保护人口 6.5 万人，耕地 53 万

亩。 

9.2.2.2 桃源水库工程 

桃源水库工程位于大理州剑川县境内，桃源水库位于黑惠江右岸一级支流羊岑河上，

上桃源村上游 2.4km。桃源水库工程的开发任务为置换洱海流域部分农业灌溉用水，增

加洱海入湖清洁生态水量，为洱海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提供水资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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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水库工程死水位 2246.2m，正常蓄水位 2284m，设计洪水位 2285.2m，校核洪水

位 2286.53m；水库死库容 508 万 m3，正常库容 9860 万 m3，兴利库容 9229 万 m3，总库

容 11247 万 m3。桃源水库工程置换供水后，多年平均配置总供水量 7774 万 m3；设计保

证率 P=75%频率配置总供水量 8697 万 m3。项目建成后可置换洱源县农业灌溉用水（海

西海水库、茈碧湖水库现状供给农业灌溉的水量置换后还于洱海生态）。 

9.2.2.3 新兴苴水库（扩建） 

新兴苴水库位于祥云县城东部的禾甸镇新兴苴村，水库距祥云县城 30 公里，有乡村

级公路直达水库，交通便利。 

拟将新兴苴水库由中型扩建为大（2）型水库。水库总库容将从 1881 万 m3 增加到

11200 万 m3，兴利库容 9200 万 m3，灌溉面积从 2.34 万亩增加到 12.41 万亩。是一座以

灌溉为主，兼有防洪等综合效益的大（2）型水库，可调蓄鲁地拉配套二期工程的来水。 

9.2.2.4 洱海大型灌区 

洱海大型灌区涉及洱源县的茈碧湖镇、邓川镇、右所镇、三营镇、凤羽镇和牛街乡；

大理市的上关镇、喜洲镇、湾桥镇、银桥镇、大理镇、下关镇、凤仪镇、海东镇、挖色

镇、双廊镇。规划范围面积为 50.63 万亩，其中洱源县 25.72 万亩、大理市 24.91 万

亩，对现有灌排工程进行改造，新建末端拦截调蓄带及回灌工程。 

项目实施后，项目区用水效率明显提高，可减少农业清洁用水量，削减洱海流域面源污

染，推动洱海水质持续向好。 

9.2.2.5 滇中引水大理州二期工程 

滇中引水大理州二期工程从北衙、海东、甸头、麻栗园南、麻栗园北、下庄（东、

西）6 个分水口取水，向鹤庆黄坪、大理市、宾川牛井、巍山南诏、弥渡弥城、祥云祥城

6 个受水小区供水，供水量为 3.29 亿 m3/s。工程投资 43.8 亿元，计划 2021 年开工建设，

2026 年完工。 

9.2.2.6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州鲁地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配套一、二期工程 

鲁地拉配套一期工程工程任务为置换洱海向宾川县供水 7300 万 m3/s，向祥云县供

水 2000 万 m3/s，工程建成后引洱入宾工程不再供水。工程总投资 17.7 亿元，预计 2022

年完工。 

鲁地拉配套二期工程主要解决祥云县建设大理州产业经济中心的城镇生活、工业及

宾川县高效农业发展的用水需求；设计年供水量 20476 万 m3/s（向宾川县 8615 万 m3/s，

祥云县 11861 万 m3/s）；工程总投资 33.3 亿元，预计 2025 年前完工。 

9.2.2.7 西洱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 

巍山县规划新建后庄河、西河 2 件中型水库，所在位置处于巍山县已建中型福庆水

库引水径流区内。 

后庄河水库位于大理州巍山县北部，永建镇永利村委会江头村，西河左岸支流后庄

河上游约 1km 处，属红河流域元江水系。水库本区坝址以上本区径流面积为 20.25km2，

多年平均来水量为 1207.5 万 m3。后庄河水库死库容 79.3 万 m3，兴利库容 949.3 万 m3，，

总库容 1108.2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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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水库位于大理州巍山县北部，永建镇红河源村委会小猪街村附近，西河上段羊

子江上，属红河流域元江水系。水库坝址以上径流面积为 33.42km2，多年平均来水量为

2195.6 万 m3。死库容 92.9 万 m3，兴利库容 930.5 万 m3，总库容 1143.7 万 m3。 

后庄河和西河水库的建设任务为解决关巍新区的城镇生活、工业和农灌缺水问题，

但由于两个水库本区来水量不够，如要满足后庄河、西河水库建设条件，保障项目的顺

利推进和实施，需要实施西洱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该工程调出区涉及大理州大理市，

属澜沧江水系黑惠江流域，受水区涉及大理州巍山县，属红河（元江）水系西河流域。 

鲁地拉置换工程、桃源水库工程和洱海灌区建设后，洱海入湖水量增加 1.63 亿 m3，

相应的下泄水量也会增多。以洱海保护修复的生态调度和改善水动力、水循环为主要目

标进行水资源调度，在优先保证西洱河四级坝国控断面水质达标所需的生态水量后，多

余水量通过西洱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引到巍山，保障关巍新区高质量发展供水安全。 

拟从西洱河取水，落水点选定在左支后庄河上拟建的后庄河水库，通过引水隧洞将

水引至后庄河水库，与已建福庆水库联合调度，补充巍山坝区调配后的农业灌溉用水，

考虑后庄河水库输水距离较长、水源位置较高，从后庄河水库输水隧洞出口新建管道从

巍山坝区北端跨至坝子西侧后，沿坝区西侧布置，自流覆盖位置较高灌片；在西河与后

庄河汇口上游新建西河水库，与锁水阁水库及滇中引水工程联合调度，共同解决关巍新

区及巍山坝区城镇生活、工业用水缺水问题。引水隧洞设计流量取 6m3/s，最大过流能力

8.2 m3/s，设计供水量 4291 万 m3。 

综上，为解决关巍新区发展严重的缺水问题，本工程新建西河水库和后庄河水库，

通过引水隧洞从西洱河引水至受水水库－后庄河水库，并通过西河水库与后庄河水库共

同对外调水进行调蓄，实现受水区的灵活供水。西河水库供水对象为城镇生活、农村生

活和农灌。城镇生活供水范围为永建镇，农村生活供水以永建镇为主，兼顾大仓镇部分

农村生活供水，农业灌溉用水为本次规划新建西山干渠覆盖的缺灌面积。后庄河水库供

水对象为工业和农灌。工业供水范围为永建工业园区，农灌供水范围为自身灌区，兼顾

向福庆水库补水解决福庆水库灌区缺水。 

9.2.2.8 漾水入巍工程 

由于西洱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仅利用洱海弃水无法完全满足关巍新区需水，漾濞

县水资源丰富，距离关巍新区较近，因此可以从漾濞县引水至关巍新区，从而共同保障

关巍新区的发展，即漾水入巍工程方案。 

漾水入巍工程通过引水左干管将左岸金盏河、上邑河、紫阳河、茂石江、雪山河、

驿前铺河、石门河及圈桥河等河道汇集，通过引水右干管将右岸拉巴达河、阿比河、新

村河、小西果河等河道引水汇集后跨过漾濞江接入左干管，然后左干管引水后跨过西洱

河，新建提水泵站提水通过西洱河隧洞引水进入规划西河及后庄河水库，设计供水量

4123 万 m3。 

9.2.2.9 小湾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三期工程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大中型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决定》

（云发〔2012〕19 号），小湾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三期工程将向大理州弥渡县、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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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等在内的 5 个县提水 4680 万 m3，拟向涉及此次规划区内的巍山县供水 500 万 m3，向

弥渡县供水 1013 万 m3，目前项目正开展前期工作。 

9.2.2.10 鹤庆县漾弓江流域连通落漏河流域工程 

该工程位于大理州鹤庆县境内，漾弓江和落漏河均为金沙江右岸一级支流，流经规

划区内鹤庆县。工程拟连通漾弓江流域和落漏河流域，从而解决黄坪镇灌区缺水问题，

取水流量 2m3/s，设计新增供水量 500 万 m3，目前项目正开展前期工作。 

9.2.2.11 农业节水灌区工程 

为了进一步保障规划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建设大理鹤庆灌区和大理礼社

江灌区，目前工程正在开展项目前期阶段。 

9.2.2.12 枫木河水库 

枫木河水库位于金沙江支流漾弓江，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金墩乡西甸村与松桂镇文

星村交界处，距鹤庆县城 15km。坝址位于东经 100°12′58″，北纬 26°27′41″。 

漾弓江是金沙江中游右岸一级支流，流域面积 0.1733 万 km2，占长江流域面积的

0.37％，干流全长 126.4km，发源于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由北向南流经丽江、鹤庆，

多年平均径流量 8.073 亿 m3。枢纽坝址以上流域面积 1212km2，占全流域的 69.94%；多

年平均流量 16.4m3/s，年径流量 5.1719 亿 m3。 

枫木河水库总库容 1284 万 m3，属中型水库，兴利库容 802 万 m3，死库容 351 万

m3，正常蓄水位 2081.6m，设计供水量 2727m3/s。 

项目以开发漾弓江的水资源、解决漾弓江右岸松桂大沟灌区以下的耕地及六合乡的

耕地进行农灌供水为主。水库总灌溉面积 4.97 万亩，其中发展灌溉面积 4.68 万亩、改善

灌溉面积 0.29 万亩。枫木河水库已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开工建设。 

9.2.2.13 白乃水库 

白乃水库位于巍山县，水库工程任务是集镇、农村人畜生活供水和农田灌溉供水。

工程建成后可解决集镇 2374 人、农村 4292 人、大牲畜 6778 头、小牲畜 17600 头的

生活供水，解决 2.3596 万亩农田的灌溉供水。 

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1915.45 m，死水位为 1888.3 m，设计洪水位为 1917.68 m，校核

洪水位为 1919.13 m；水库总库容为 1136.5 万 m3，兴利库容为 806.2 万 m3，死库容 151 

万 m3，调洪库容 179.3 万 m3。设计年供水量 979.1 万 m3，其中：集镇、农村人畜生活

供水量 62 万 m3，农业灌溉供水量 917.1 万 m3。 

9.2.2.14 土官村水库 

土官村水库位于大理州洱源县西山乡黑潓江一级支流平头河中游河段上，工程建设

任务是农村生活供水和农业灌溉。 

水库总库容 2046 万 m³，兴利库容 1611 万 m³。水库建成后设计总供水量 2436 万

m³，其中农村生活供水量 129 万 m³（P=95%），农业灌溉供水量 2307 万m³（P=75%）。

可解决水库受水区范围内的 4.40 万亩耕园地灌溉问题，提高西山乡、乔后镇、炼铁乡生

活用水保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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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15 螳螂河水库 

螳螂河水库位于剑川县金华镇以北的金龙河右岸一级支流河源河中下段，距剑川县

城区 15km，水库工程任务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及农业灌溉供水，同时螳螂河水库对沙溪

坝片补水量通过沿河下放后顺金龙河进入剑湖，出剑湖后在黑惠江西岸通过西大沟引水

渠补充沙溪坝片农业灌溉枯期缺水量，螳螂河水库改善了金龙河及剑湖水生态环境。 

水库总库容 1328.4 万 m³，兴利库容 1094.9 万 m³。水库建成后设计总供水量 1219.3

万 m³。可解决水库受水区 3.43 万亩耕园地灌溉问题，提高金华镇、县城以及沙溪坝的

用水保证率。 

9.2.2.16 清河水库 

清河水库建设地点位于大理州漾濞县龙潭乡黑惠江右岸支流吐路河中游支流清水河

中游，工程建设任务是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供水。 

水库总库容 1117.6 万 m³，兴利库容 896.6 万 m³。水库建成后设计总供水量 1131.6

万m³，其中农村生活供水量 90.1万m³（P=95%），农业灌溉供水量1041.5万m³（P=75%）。 

9.2.2.17 保邑水库（扩建） 

保邑水库建于 1969 年，2003 年扩建后总库容 307.9 万 m3，设计灌溉面积 0.641 万

亩，设计供水量为 326.1 万 m3，根据《弥渡县“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保邑水库

将要扩建成中型水库，总库容 1120 万 m3，兴利库容 947 万 m3，总供水量达到 1575 万

m3。但保邑水库现为小（1）型水库，供水区域扩大后水量不够，计划从小湾水电站调水

1013 万 m3，并将保邑水库扩建为中型水库，解决德苴中型灌区（包括德苴中南片和牛街

乡中北片，设计灌溉面积 3.1 万亩）街片的缺水问题。 

9.2.2.18 莲花湖水库（扩建） 

莲花湖水库位于祥云县禾甸镇境内禾米河支流，属金沙江水系，坝址位于东经

100°41'38"，北纬 25°33'47"，距县城 15.3km。祥姚公路从水库东侧 1.2km 处通过，有乡

村公路直通坝顶，交通便利。 

拟将莲花湖水库从小（1）型水库扩建为中型水库。水库规划清淤 140 万 m3，扩建

后莲花湖水库总容为 1100 万 m3，为中型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等综合效

益的中型水库。 

9.2.2.19 锅厂河水库 

锅厂河水库位于大理州鹤庆县境内金沙江一级支流落漏河的上游，具体坐落在西邑

镇舍茶寺自然村至北衙黄金公司电站之间的锅厂河段，距鹤庆县城 62km，工程建设任务

是农田灌溉供水。 

水库总库容 1287.4 万 m³，兴利库容 887.4 万 m³。水库建成后设计总供水量 1590 万

m³。改善灌溉面积 0.8 万亩，增加灌溉面积 0.6 万亩。 

9.2.2.20 三甲水库（扩建） 

三甲水库位于祥云县云南驿镇百长村，位于中河一级支流天马河中游，属金沙江水

系。水库距祥云县城 23 公里，有乡村级公路直达水库，交通便利。 

拟将三甲水库从小（1）型扩建为中型水库。水库总库容将从从 807 万 m3 增加到 4807

万 m3，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库。大理州鲁地拉水电站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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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综合利用配套二期工程设三甲支线，向三甲水库供水，三甲水库将调蓄鲁地拉配套二

期工程的来水。 

9.2.2.21 花桥水库（扩建） 

桥水库位于宾川县鸡足山镇，所在河流为炼洞河支流石墓江，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

系，炼洞河道全长 41km，流域面积 328.72km2。 

花桥水库扩建工程建设任务以农业灌溉供水为主，兼顾防洪保护。花桥水库扩建后

总库容 2960 万 m3，兴利库容 2150 万 m3，防洪库容 696 万 m3，工程规模为中型水库。

水库新增灌溉面积 7.6 万亩，改善 3.0 万亩，防洪保护人口 12 万人，耕地 4.6 万亩。 

9.2.2.22 小仓水库 

小仓水库工程地处祥云县下庄镇东部大仓村境内，属金沙江水系渔泡江支流。小仓

水库拟建为中型水库，总库容 3744 万 m3，兴利库容 865 万 m3，年供水总量 1480 万 m3，

设计灌溉面积 3.09 万亩，新增灌溉面积 1.7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1.39 万亩。 

9.3 规划水平年水资源供需分析 

9.3.1 2025 年水资源供需分析 

进行 2025 年水资源供需分析的目的是在新增 2025 年前建成的水利工程，以及各行

业节水投入的情况下，定量确定区域水资源在 2025 年时的供需情况，充分暴露发展进程

中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其结果是以现状为基础的近期水资源发展及平衡状况。从而可以

识别出各种开源和节流措施对缩减供需缺口的贡献率，通过措施的比选，利用最小的社

会投入来最大限度地削减供需缺口。 

2025 水平年增加的主要水利工程包括：（1）滇中引水工程大理州鲁地拉水电站水

资源综合利用配套一、二期工程；（2）龙开口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3）西洱

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4）洱海大型灌区；（5）海稍水库、桃源水库、新兴苴水库、

彭家庄水库、枫木河水库、白乃水库、土官村水库、螳螂河水库、双涧水库、清河水库、

后庄河水库、西河水库、保邑水库等水源工程。 

通过现有水源工程及新建水源工程分析，并进行供需分析所得到的 2025 年水资源

平衡结果。 

2025 水平年，除大理市达到平衡外，规划区其他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规划区

2025 年多年平均缺水 0.93 亿 m3，缺水率 6.27%；P=75%频率缺水 0.81 亿 m3，缺水率

5.09%；P=95%频率缺水 2.42 亿 m3，缺水率 13.98%。 

9.3.2 2035 年水资源供需分析 

2035 年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是在 2025 年供需平衡分析的基础上，将 2025 年以后的

规划新建水源工程按建成运行的年代顺序，安排建设投入使用，增加可供用水量。供水

量在现有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加上当地区域内有条件新建的水源工程，进行优化配置调

度。针对资源性缺水片区采用外区域调水工程，增加供水量，从而最终达到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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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各县（市）、各计算单元 2035 年水资源供需平衡见表 9.3-3，缺水率见表 9.3-

4。引洱入宾和青海湖二期调水工程虽然现状已建成供水，但规划年将被滇中引水工程大

理州鲁地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配套工程替代供水，故无调水量。 

经过需求方面采取强化节水、供求方面充分挖潜开发本区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各县

（市）、各计算单元缺水都大幅度地下降，部分区域由于现状水利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2035 年随着一批水资源工程及滇中引水工程投入使用，基本上实现供

需已平衡。 

2035水平年水资源二次供需平衡后，规划区多年平均缺水 1006万 m3，缺水率 0.6%。

P=75%频率缺水 0 万 m3，缺水率 0%；P=95%频率缺水 14438 万 m3，缺水率 7.51%，全

部为农业灌溉缺水。规划区各片区城市生活、工业和农村生活供需已平衡，2035 水平年

随着农业强化节水推进和本区水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2035 年供需已平衡。 

9.3.3 水资源供需平衡结论 

2035 水平年水资源供需平衡供需已平衡计算单元和缺水计算单元统计见表 9.3-7 中

的 35 个计算单元城镇生活、工业和农村生活供水保证率均达到 95%，农业灌溉缺水率

均低于 5%，且按年统计供水保证率均达到 75%，供需已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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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节约用水 

10.1 现状用水水平分析 

根据对规划区各县（市）现状供用水情况的系统调查资料分析，目前现状年规划区

人均用水量为 411m3/人，单位 GDP 用水量 99m3/万元。规划区各县（市）现状年用水指

标详见表 10.1-1。 

（1）人均用水量指标 

按各县（市）来分析统计，人均用水量指标在 500 m3/人以上的有宾川县、剑川县、

洱源县、鹤庆县；人均用水量指标在 400~500m3/人的县（市）有弥渡县、漾濞县；人均

用水量指标在 400m3/人以下的县（市）有大理市、祥云县、巍山县。 

表 10.1-1  各县（市）现状年用水指标统计分析 

县（市）名
称 

人均用水量
(m3/人) 

单位 GDP 用
水量(m3/万

元) 

农田灌溉用
水指标(m3/

亩) 

城镇生活用
水指标  (L/

人.d) 

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指
标(m3/万元) 

农村生活用
水指标(L/

人.d) 

大理市 302 48 554 254 40 84 

宾川县 541 143 444 186 31 133 

祥云县 353 82 385 175 71 115 

弥渡县 440 156 575 193 66 146 

巍山县 366 124 406 180 66 130 

剑川县 512 156 519 105 61 151 

洱源县 503 211 508 173 37 106 

漾濞县 405 126 385 200 62 160 

鹤庆县 501 127 463 149 71 132 

合计 411 99 468 205 46 123 

（2）单位 GDP 用水量指标 

以行政区统计，单位 GDP 用水量指标在 200m3/万元以上的有剑川县，该区域国民

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产业较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较少，用水水平低。单位 GDP 用

水量指标在 100~200m3/万元之间的县（市）有宾川县、弥渡县、巍山县、洱源县、漾濞

县、鹤庆县，这些地区为规划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水电产业在该地区 GDP 占比

较大，且水电产业用水属于河道内用水，导致部分片区 GDP 用水量指标较小。单位 GDP

用水量指标在 100m3/万元以下的县（市）有大理市、祥云县，其中大理市是规划区经济

最发达的地区，工农业生产水平高，经济总量大，在 GDP 总量中用水少而具有高附加值

业的烟草业、高新技术产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同时水资源贫乏，节水水平高，因此其

单位 GDP 用水量指低，用水水平高。 

10.2 节水潜力分析 

按照目前规划区的农业用水水平和效率，农业节水尚有较大潜力可挖。根据远期规

划区上述各项农业节水措施投入和技术经济的发展水平之可能，至 2035 年农田灌溉节



                                 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水资源配置规划报告                                                                 

35 

水潜力为 34732 万 m3，占全社会总节水潜力的 52%，工业节水 30136 万 m3，城镇生活

节水 1025 万 m3，农村生活节水 752 万 m3；显然，农业节水和工业节水是今后相当长一

段时期内规划区节约用水事业的重中之重。 

规划区工业节水水平与国内、国外工业节水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随着

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逐步淘汰老的生产工艺，加上新兴的节水、低能耗工业的加入，

在各个规划水平年，总体上是用水定额下降和重复利用率提高的趋势，工业节水也存在

较大的潜力。至 2035 年规划区的工业节水 30136 万 m3，占全社会总节水潜力的 45%。 

城镇生活节水以限制不合理用水、杜绝浪费为原则，从加强用水管理、管网改造、

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及回用力度，加强水价杠杆的调节作用等方面挖

掘节水潜力。农村生活用水因缺乏有效的集中式供水系统，用水水平较低，节水潜力不

大，不再考虑其节水量。至 2035 年的城镇生活节水 1025 万 m3，占全社会总节水潜力的

2%；至 2035 年，农村生活节水 752 万 m3。应逐步加大节水工程的投入力度，抑制需求

的过快增长和不合理用水，对于缓解规划区水资源供需紧张的局面意义重大。 

10.3 节水规划 

10.3.1 总体目标 

2035 年，进一步建立健全节水型社会，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继续不断提高。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 60%，下降到 70m3/万元以下，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到

30m3/万元以下，平均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7 以上。 

10.3.2 节水型社会建设 

根据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总体要求，节水型社

会建设的目标任务，即健全以水资源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完

善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体系，完善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工程技

术体系，完善公众自觉节水的行为规范体系。在此基础上，制定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战略

重点、制度体系和政策措施，落实“三条红线”，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包括完

善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完善水资源高效利用管理体系、落实总量

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用水制度、严格执行取水许可及水资源论证制度、建立和完善

节水市场调节机制、全面加强节水基础性管理制度建设、推进节水标准体系和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以及全面加强包括节水示范工程在内的重点节水工程建设，努力加大节水工作

的投入力度，谋大事，求突破，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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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供水保障方案 

11.1 城市供水保障方案 

规划区各城市供水保障方案见表 11.1-1。大理市现状主要供水水源为洱海、三哨水

库，地下水、鸡舌箐，应急备用水源为洱海，2035 年新增滇中引水工程。宾川县城现状

主要供水水源为仙鹅水库，2035 年新增鲁地拉引水工程。祥云县城现状主要供水水源为

小官村水库，青海湖二期工程为应急补充水源，2035 年新增清水河水库、三甲水库、溪

沟河水库、鲁地拉工程及新兴苴水库。弥渡县城现状主要供水水源为桂花箐水库、大横

箐水库，2035 年新增彭家庄水库、蒙化箐水库和南沟箐水库。巍山县城及关巍新区现状

主要供水水源为黄栎嘴水库、锁水阁水库、磨房箐水库，2035 年新增水源为西洱河综合

利用工程、后庄河水库、西河水库及滇中引水工程。剑川县城现状主要供水水源为永丰

水库、满贤林水库，2035 年新增水源为大干场水库和螳螂河水库。洱源县现状主要供水

水源为三岔河水库、茈碧湖水库水库，2035 年新增水源为草海子水库、土官村水库。漾

濞县现状主要供水水源为岩门河一线天，2035 年新增水源为雪山河水库。鹤庆县现状主

要供水水源为西龙潭水库，2035 年新增水源为大龙潭水库和后场箐水库。 

表 11.1-1    规划区各城市供水保障方案 

城市 现状主要供水水源 应急备用水源 2035 年新增供水水源 

大理市 
洱海、三哨水库、地下

水、鸡舌箐 
洱海  滇中引水 

宾川县城 仙鹅水库 大银甸水库 鲁地拉 

祥云县城 小官村水库 青海湖二期工程 
清水河水库、三甲水库、溪沟
河水库、鲁地拉工程、新兴苴

水库 

弥渡县城 桂花箐水库、大横箐水库 城北机井 彭家庄水库、蒙化箐水库、南
沟箐水库 

巍山县城
（含关巍新

区） 

黄栎嘴水库、锁水阁水
库、磨房箐水库 

五道河 
后庄河水库、西河水库、西洱
河综合利用工程、滇中引水工

程 

剑川县城 永丰水库、满贤林水库 大干场水库 大干场水库、螳螂河水库 

洱源县城 三岔河水库、茈碧湖水库 南塘子水库、海西海水库 草海子水库、土官村水库 

漾濞县城 岩门河一线天 
董屯河、石钟河、小春箐

水库 
雪山河水库 

鹤庆县城 西龙潭水库 黑龙河 大龙潭水库、后场箐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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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重点工业园区供水保障方案 

规划区重点工业园区供水保障方案见表 11.2-1，规划区各工业园区及经济开发区在

现状供水设施的基础上，将新建一批骨干供水水源，并且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回用量，为

地区工业发展提供用水保障。 

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现状水源为洱海。宾川工业园现状水源主要是大银甸水库、引

提水工程，2035 新增水源为鲁地拉工程。祥云财富工业园现状水源主要是小官村水库、

浑水海水库、品甸海水库，2035 新增水源为溪沟河水库、新兴苴水库和鲁地拉工程。弥

渡产业园区现状水源主要是栗树营水库和地下水，2035 新增水源为大横箐水库、彭家庄

水库、山高村水库、长坡岭水库和滇中引水工程。巍山县工业园现状水源主要是锁水阁

水库、磨房箐水库。关巍新区工业园位于巍山县，2035 新增水源为西洱河综合利用工程、

后庄河水库、西河水库。剑川县工业园现状水源主要是老君山水库，2035 新增水源为富

民水库。洱源邓川工业园现状水源主要是引提水工程。漾濞县工业园现状水源主要是引

提水工程。鹤庆兴鹤工业园现状水源主要是西龙潭水库、引提水工程，2035 新增水源为

大龙潭水库。 

表 11.2-1    规划区重点工业园及经济开发区供水保障方案 

县（市） 重点工业园及经济开发区 现状主要供水水源 
2035 年新增供水水

源 

大理市 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 洱海、引提水工程   

宾川县 宾川工业园 大银甸水库、引提水工程 鲁地拉 

祥云县 祥云财富工业园 
小官村水库、浑水海水库、品甸

海水库 
溪沟河水库、鲁地
拉、新兴苴水库 

弥渡县 弥渡产业园区 栗树营水库、地下水 

大横箐水库、彭家庄
水库、山高村水库、
长坡岭水库、滇中引

水 

巍山县 

巍山县工业园 锁水阁水库、磨房箐水库 滇中引水工程  

关巍新区工业园   
后庄河水库、 

西河水库、西洱河综
合利用工程 

剑川县 剑川县工业园 老君山水库 富民水库 

洱源县 洱源邓川工业园 引提水工程   

漾濞县 漾濞县工业园 引提水工程   

鹤庆县 鹤庆兴鹤工业园 西龙潭水库、引提水工程 大龙潭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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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重点灌区供水保障方案 

规划区现状共有大型灌区 3 个，即洱海大型灌区（在建）、宾川大型灌区、祥云大

型灌区；2035 年新增礼社江、鹤庆 2 个大型灌区；其余 12 个中小型灌区，灌溉面积

2~13.92 万亩。 

洱海大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50.63 万亩，其中大理市 24.91 万亩，现状主要供水水源

为三哨水库、麻甸水库、红旗水库、干海子水库、小(二)型水库、引提水工程；洱源县

25.72 万亩，现状主要供水水源为茈碧湖水库、海西海水库、三岔河水库、绿茵塘水库、

凤羽河水库、其他小(一)型水库、小(二)型水库、引提水工程。宾川大型灌区设计灌溉面

积 41.3 万亩，现状主要供水水源为宾居河、桑园河、金沙江提水、洱海汛期弃水。祥云

大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32.5 万亩，现状主要供水水源为普棚水库等 7 件中型水库，品甸

海水库等 11 件小(一)型水库。其余灌区供水保障方案见表 11.3-1。 

表 11.3-1   规划区重点灌区供水保障方案 

灌区名称 行政区 
灌溉面积
（万亩） 

现状主要供水水源 2035 年规划新增水源 

洱海大型灌区 

大理市 24.91 
洱海、三哨水库、麻甸

水库、引提水工程 

凤尾箐水库、红旗水库、农
业退水综合利用工程 

洱源县 25.72 
茈碧湖水库、海西海水
库、三岔河水库、引提

水工程 

绿茵塘水库、凤羽河水库、
草海子水库、桃源水库 

宾川大型灌区 宾川县 41.3 
海稍水库、 

洱海汛期弃水 

鲁地拉配套一、二期工程、
洱海弃水 

祥云大型灌区 祥云县 32.5 

普棚水库等 7 件中型水
库， 

品甸海水库等 11 件小
(一)型水库 

滇中引水工程、小仓水库 

毗雄河灌区 弥渡县 13.92 
大坝水库、石牌水库、
蒙化箐水库、栗树营水

库 

南沟箐水库、彭家庄水库、
大三村水库、五盘磨水库 

金华沙溪灌区 剑川县 11.17 玉华水库、大干场水库 
螳螂河水库、贵子箐水库、
金满城水库、白母山水库 

阳瓜江灌区 巍山县 9.15 
福庆水库、五茂林水

库、锁水阁水库、引提
水工程 

滇中引水工程、庙街河水库 

老君山马登灌区 剑川县 6.90  玉龙水库、老君山水库 
富民水库、太腊平水库、铁

门箐水库、江长箐水库 

漾濞江灌区 漾濞县 5.6 
双涧水库、小春箐水

库、雪山河水库 
胡板桥水库 

鹤庆灌区 鹤庆县 4.26 
漾弓江、大龙潭水库、

西龙潭水库、 
洗马池水库等 

枫木河水库、后场箐水库、
磨刀箐水库 

清河水库灌区 漾濞县 2.99 清河水库 
己路河水库、大伙房水库、

皮歹河水库 

德苴灌区 弥渡县 2.83 团结水库 保邑水库、滇中引水工程 

龙开口灌区 鹤庆县 2.2 
漾弓江、金沙江、引提

水工程 
后场箐水库、龙开口水电站

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 

密祉灌区 弥渡县 2.1 桂花箐水库 五小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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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坪灌区 鹤庆县 2.1 
落漏河、三锅桩水库、

陇子口水库 

锅厂河水库、马头湾水库、
舍茶寺水库、新发水库、雷

钵寺水库 

松桂灌区 鹤庆县 2.0 
漾弓江、松桂水库、引

提水工程 
松桂水库扩建 

11.4 特殊干旱期应急对策 

11.4.1 预防性措施 

（1）保证重点行业用水的基础上，非常规地压缩用水需求 

（2）有条件地挤占生态用水 

（3）挖掘潜力，增加临时供水量 

（4）发挥滇中引水工程的作用，维持生活及重点部门的基本供水 

（5）水资源战略储备工程 

11.4.2 应急对策措施 

（1）基本思路 

制定不同特殊干旱期和不同干旱等级的应急对策预案，利用有限的供水量，确保居

民和重要部门、重要地区用水，尽量减少总体损失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对社会、经济、

生态和环境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措施。本部分工作可结合水资源配置工作中特殊干旱期的

供需分析而进行，以及参考云南省相关的抗旱减灾规划研究提出应对措施。 

各地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应急用水的优先次序和相应的对策。 

①制定跨地级行政区的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经批准后

执行。 

②研究制定重要的供水水库在特殊干旱期的应急供水调度预案。如以水库供水可靠

性最大、供水破坏恢复能力最强（指从供水破坏状态恢复到正常供水状态的历时最短）

和时段最大缺水量最小等为目标的水库干旱期运行调度策略研制。 

③研究实施跨流域或区域间临时调水的可能性。 

④根据地下水资源情况，研究适当加大地下水开采的可能性及开采数量。 

⑤配水计划调整，如原来农业用清水的，在有条件时改用城市废污水。 

⑥价格杠杆，通过临时性超标准用水的惩罚性收费以减少用水。 

⑦用水优先次序调整，优先保证生活及城市的基本用水。 

⑧降低用水标准，包括农业作物布局与结构的调整，减少农业供水。 

⑨供水方式调整，必要时定时定量供水，或以集中供水替代分散供水。 

⑩向受灾区提供紧急援助措施，如居民生活用水采用水车送水等。 

（2）加快实施抗旱应急工程 

干旱的频繁发生和长期持续不但会给我省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等带来巨大的损失，

还会造成水资源短缺、河流断流等生态环境问题。旱灾影响范围已由农业为主扩展到工

业、城市、生态等领域，工农业争水、城乡争水和国民经济挤占生态用水现象越来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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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抗旱事关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抗旱减灾是群众的基

本要求，也是全社会的基本民生问题，抗旱统筹规划将对防御旱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快实施《云南省“十四五”兴水润滇工程规划》中规划的已建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输水配套及维修工程、新建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和旱情监测站网、旱情监测预警系统、抗

旱指挥调度系统、抗旱减灾管理体系等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全面提升抵御旱灾的应

对能力，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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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资源保护 

12.1 水资源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总体水质相对较好，但局部地区污染水质不达标 

（2）部分河道断流，生态水量不足 

（3）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用水安全保障不足 

（4）水资源保护监测与管理的体制机制亟待加强 

12.2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12.2.1 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规划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共 20 个：其中大理市 6 个（海东水厂、挖色水厂、

双廊水厂、喜洲水厂、银桥水厂、三哨水库），祥云县 2 个（小官村水库、清水河水库），

宾川县 1 个（仙鹅水库），弥渡县 2 个（大横箐水库、桂花箐水库），巍山县 2 个（黄

栎嘴水库、巍宝山水库），洱源县 2 个（茈碧湖水库、三岔河水库），剑川县 3 个（满

贤林水库、永丰水库、玉华水库），漾濞县 1 个（雪山河水厂），鹤庆县 1 个（西龙潭

水库）。                                                                                                                                                                                                                                                           

12.2.2 替代及应急备用水源方案 

规划区共设置应急备用水源 11 个，其中大理市 1 个，为洱海；宾川县 1 个，为大银

甸水库；祥云县 1 个，为青海湖二期工程；弥渡县 1 个，为城北机井；巍山县 1 个，为

五道河；剑川县 1 个，为大干场水库；洱源 1 个，为凤羽河水库；漾濞县 3 个，分别是

董屯河水源地、石钟河水源地、小春箐水库水源地；鹤庆县 1 个，为黑龙河。其余由多

水源供水的县（市），相互为应急备用水源。 

12.1-1    各县（市）应急备用水源地统计表 

城市 现状主要供水水源 应急备用水源地 

大理市 洱海、三哨水库、地下水、鸡舌箐 洱海 

宾川县城 仙鹅水库 大银甸水库 

祥云县城 小官村水库 青海湖二期工程 

弥渡县城 桂花箐水库、大横箐水库 城北机井 

巍山县城 黄栎嘴水库、锁水阁水库、磨房箐水库 五道河 

剑川县城 永丰水库、满贤林水库 大干场水库 

洱源县城 三岔河水库、茈碧湖水库 凤羽河水库 

漾濞县城 岩门河一线天 董屯河、石钟河、小春箐水库 

鹤庆县城 西龙潭水库 黑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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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12.3.1 农村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护区划分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和《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中的要求并结合规划区各县（市）农村水源地的实际

情况，对 9 个县（市）242 个水源地均划定了污染防护区。 

污染防护区保护措施： 

①禁止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岸林、与水源保护相关

植被的活动。 

②禁止在水源污染防护区内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不得滥用化肥，不得使用炸药、

毒药捕杀鱼类。 

③在污染防护区内禁止从事种植、放养畜禽、严禁人工养殖活动。 

④在污染防护区禁止堆置和存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 

⑤在污染防护区禁止可能污染水源的旅游活动和其他活动。 

⑥禁止向水源排放污水，已设置的的排污口应依法必须拆除。 

⑦禁止建设与取水设施无关的建筑。 

12.3.2 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措施 

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水源地保护区隔离保护工程、污染综合控

制工程、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净水系统工程，规划范围仅限于划定的饮用水源污染防

护区范围内。 

（1）保护区隔离防护与宣传警示保护工程 

（2）污染综合控制工程 

（3）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4）净水系统工程 

12.4 地下水资源保护 

12.4.1 地下水保护总体方案 

12.4.1.1 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 

针对大理州不同类型地区地下水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根据地下水功能定位，以《大

理州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确定的强化节水措施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条件下的水资源

配置成果为基础，按照地下水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要求，统筹考虑、综合平衡各规划分

区地下水可开采量和天然水质状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地下水开发与保护的需求、生

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等，以实现分区地下水采补平衡和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流域、区域

以及地下水规划分区为控制单元，合理确定地下水开采控制总量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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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2 地下水水质保护 

以浅层地下水功能区为地下水水质保护控制单元，分区规划地下水水质保护方案，

同时根据大理市目前各地下水功能区的水质现状及其功能要求，分类规划地下水水质保

护的具体措施： 

（1）对实际水质状况好于其功能要求标准的，规划按照高标准要求继续予以保持； 

（2）对于目前已经处于临界边缘的，规划加强保护力度，防止出现影响其功能发挥

的水质恶化趋势； 

（3）对于因污染而导致地下水水质恶化、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的，规划加以治理，逐

步改善地下水水质； 

（4）受技术经济等条件影响，通过各种措施也难以达到水质目标要求的，规划调整

其使用功能，避免对人民健康造成危害 

12.4.2 地下水保护工程措施 

12.4.2.1 地下水开采区保护 

按照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和不同规划水平年地下水保护目标要求，结合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水资源条件，提出地下水保护修复的工程措施。浅层地下水以地下水二级

功能区套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深层承压水以水资源三级区套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

根据开采区的种类和保护的目标要求，制定节约用水和替代水源等工程措施：节水工程、

外流域调水工程、蓄、引水工程、治理与修复等。 

12.4.2.2 地下水水质保护 

（1）开发区 

一方面，要加强点污染源治理，推进生态农业，控制面源污染，力求在规划期内使

水质得到根本好转，满足分散式供水的水质要求；另一方面，可积极寻找替代地下水水

源或考虑以地表水水利工程供水。 

（2）保护区 

地质灾害易发区保护方案总体为控制开采，维持合理的生态水位，以不诱发地质环

境问题为原则。 

水源涵养区总体保护方案为维持或改善现有水质状况，确保功能区水质目标；限制

地下水开采，始终保持泉水出露区一定的喷涌流量或维持河流的生态基流。规划期内，

涵养区规划水平年均不再增加地下水开采量，以涵养水源、保护地下水资源为主。 

（3）保留区 

水质标准已不能满足生活饮用水要求。不宜开采区内由于盐矿开采间接开采了地下

水，导致水质污染严重，保护方案总体采取封井等方式，压缩地下水开采量。 

在规划期内限制地下水开采，水质、水量目标严格执行地下水功能区的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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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影响评价 

13.1 评价总结及建议 

（1）规划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政策，与相关规划、功能区划相协调。规划的实施可提

高区域供水保障率和农灌水利用率，有利于区域生态农业多元化发展。 

（2）参与水资源配置水库的实施将改变洱海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水文情势，对水生态

系统尤其是鱼类生存繁殖带来不利影响。流域水资源配置规划的实施对流域水功能区水

质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在上述水库建设实施过程中应考虑出库水温对下游鱼类以及灌

区农作物种植的影响，若影响较大，应结合工程供水时段、供水方式考虑设环保对策措

施减免不利影响，如采用分层取水等。 

（3）规划的实施可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从区域、流域层面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

率，是农灌和农村人畜供水的有益补充。规划实施的不利环境影响主要表现为工程占地、

淹没造成的土地利用类型改变，自然植被的损失以及水库调蓄造成的河道水文情势变化。

根据现场踏勘，结合资料收集，规划区生态环境较敏感，水库建设、运行的不利环境影

响通过合理选址布局、选线，保障生态流量下泄等措施后，可得到有效减免和降低。 

（4）规划阶段主要环境问题为工程涉及环境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下阶段应进一

步优化工程布设，合理避让环境敏感区。如确实无法避让的，应根据相关管理要求开展

专题评价，并征得主管部门意见同意。 

（5）规划阶段提出了初步的环境保护减免措施。随着工作的推进，需及时针对规划

调整、项目实施中新情况进行及时识别和研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以指导后续环保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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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资源管理制度 

14.1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1）实行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管理，严格控制用水总量 

（2）实行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管理，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3）实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强化水资源保护 

14.2 着力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1）深化涉水行政事务一体化管理改革 

（2）建立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刚性约束机制 

（3）落实和完善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4）加快推进水价改革 

14.3 建立健全干旱及突发事件应急调度制度 

（1）完善水资源监控体系，强化应急管理。 

（2）建立应对特大干旱、连续干旱以及突发安全供水及水污染事件的水源储备制度

和应急管理制度，提高应急风险管理水平。 

14.4 建立水资源战略储备制度 

（1）建立水资源战略储备制度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流域水资源安全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采用合理的水资源战略储备模式，包括水源结构的优化配置、高效节约和有效

保护，其他水源利用，战略储备水源工程建设等，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提高安

全水平和蓄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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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实施方案制定与效果评价 

15.1 工程实施安排原则 

（1）根据规划区各县市不同水平年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要求，确定工程分期实

施顺序。 

（2）按照“开源节流并举”和“先节水后调水”的原则，持续对灌区进行以节水为

中心的配套改造，挖潜供水能力，再安排新建工程。 

（3）按照“先本区后调水”原则，首先安排实施本地水源工程，当本地水资源开发

利用达到较高水平，进一步开发困难大，投资成本加大时，再安排实施调水工程。 

（4）按照“先易后难”、“实施效果好”的原则，对投资省、效益好的工程优先实

施。 

15.2 工程实施意见 

对以宾川大型灌区和祥云大型灌区为代表的大、中、小型灌区进行以节水为中心的

续建配套改造，使灌溉水利用系数从现状的 0.5~0.64 提高到 0.7～0.79，根据各分区对水

资源的需求新建一批蓄水、引提调工程，其中重要的水源工程安排如下： 

15.2.1 近期 2025 水平年工程安排 

充分挖掘各规划区水资源开发潜力，改扩建海稍大型水库、新建桃源大型水库、新

兴苴大型水库 3 座大型水库，新建枫木河水库、白乃水库、万花溪水库、土官村水库、

螳螂河水库、后庄河水库等 12 件中型水库，同时兴建后场箐、大三村、梨园河等 34 件

小（一）型水库，此外计划实施西洱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滇中引水工程大理州鲁地

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配套一、二期工程等引提调水工程，新增供水量 70233 万 m3，

工程总投资 263.2 亿元。 

15.2.2 远期 2035 水平年工程安排 

新建锅厂河水库、小仓水库等 5 座中型水库及为进一步提高各分区水资源开发利用

程度，继续新建务本水库、五里巷等 26 件小（一）型水库，同时计划实施滇中引水二期

工程、鹤庆县漾弓江流域连通落漏河流域工程、小湾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三期工程等

引提调水工程，增加供水量 35103 万 m3，估算工程总投资 175.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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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风险评估 

为有效规避、预防、控制规划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根据《云南省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17 号），对本规划中的决策事项，可能存在社

会稳定、生态环境、社会效益、法律纠纷、财政金融和公共安全等风险进行评估，并提

出应对措施。 

16.1 风险因素 

16.1.1 社会稳定风险 

规划新建的大型水库、大型灌区、中型水库等工程将不同程度涉及征占土地及搬迁

人口，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和生存发展产生影响，处理不

当容易引发群体上访、集会、阻挠施工等社会不稳定事件。 

16.1.2 生态环境风险 

规划项目中，少量工程涉及小范围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区、基本农田等环境敏感

区域；工程施工将增加水土流失；部分工程建设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陆域水循环过程、

河湖水文情势及水生态环境；工程蓄水可能产生滑坡塌岸，可能对自然景观、水生生物

栖息繁衍环境、生物多样性等产生一定影响。 

16.1.3 法律纠纷风险 

规划水利项目建设涉及地方政府、投资主体、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用

水主体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方合同合作关系，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和风险分担，任何环

节处理不当，容易发生法律纠纷。 

16.1.4 财政金融风险 

规划计划投资规模较大。水利建设项目以公益性和准公益性为主，投资周期长，经

济收益低，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投入，若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地方债务风险。 

16.1.5 公共安全风险 

规划新建的水库如遇超标准洪水或大坝安全出现问题，可能引发洪水灾害，威胁下

游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规划项目中，部分新建工程具有城乡生活供水任务，若

供水水质出现问题，不及时采取措施，存在威胁居民身体健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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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风险应对措施 

16.2.1 社会稳定风险应对措施 

强化项目前期工作，科学论证，合理设计，控制征地移民规模，从源头上减少社会

稳定风险。强化征地移民前期工作，深入调查，充分征求移民意愿，科学合理地进行建

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严格落实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充分

排查风险因素，科学评估风险等级，强化评估结论应用和各级政府维稳责任。建立风险

监测和预警机制，监控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情况，及时掌握风险动向，

做到早发现、早处理。 

16.2.2 生态环境风险应对措施 

坚持绿色发展和生态优先的理念，水资源配置要优先保障河流的基本生态环境用水，

逐步退还挤占的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在工程前期论证阶段要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在建设项目选址、设计、施工等全过程中，做好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的衔接，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开展工作，优化工程设计，从源头上减少工程建设的不利环

境影响。依法加强规划、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水土保持等前期工作，提出具体可行

的环境影响控制措施和水土保持方案。严格落实“三同时”管理制度，加强建设、管理

过程的环境影响监测的环境保护监管。 

16.2.3 法律纠纷风险应对措施 

强化各级政府及各部门的契约意识，维护政府信用。加强对投资主体监管，明确投

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项目“四制”，落实项目单位“六项管理制度”。规范合作行为，

完善合同约定事项。任何形式的合作，应通过签订合同等形式，明确界定合同双方的责

权利关系、违约处理、争议解决等内容，提前预防法律纠纷风险。 

16.2.4 财政金融风险应对措施 

按照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严格落实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的要求，积

极保障水利建设项目投入。创新水利投融资体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建设和运营水利工程。通过统筹城乡供水，推行水源工程、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中

水回用等水利水务一体化建设运营方式，提高水利项目盈利能力。 

16.2.5 公共安全风险应对措施 

重视专家论证会的意见，把好设计技术评审关。加强汛期水库运行管理，严格依据

设计调度规则进行水库洪水调度。强化大坝安全监测制度，实时监控大坝安全。建立健

全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实时监测源头水质。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从源头上保

障水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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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风险等级 

《规划》涉及的项目实施后，在增强供水安全保障能力、保护重点地区防洪安全、

完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改善河湖生态健康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具

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规划》存在的社会稳定、生态环境、法律纠纷、财政金融和公共

安全风险具有可控性。在充分落实前述风险应对措施后，确定本《规划》综合风险等级

为“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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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保障措施 

17.1 加强领导，落实职责分工 

（1）水资源综合规划的实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各级水行政主管都要担负起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赋予的神圣使命，统筹安排、宏观指导，并以监督检查的方

式，对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综合规划实行统一管理。 

（2）水资源综合规划需要依靠各级政府组织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水法规的规定，依法管水，依法行政，

加强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行政管理体制，推进水资源统一管理，加强水

功能区划管理和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17.1.1 水资源统一管理 

（1）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规定的一项基本要求。 

（2）实行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治水方针和水利部治水新思路的

体现，也是实现水资源统一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和水资源综合利用及统一管理的原则，建立

交流、协商平台，协调好水利、水电、水运开发建设中的问题，共同开发利用和保护好

水资源。 

（4）开展节水型社会创建活动，提高用水效率，杜绝浪费，减少废污水的排放。 

17.1.2 水功能区划管理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要求，水利部颁布试行的水功能区管理办法确

定了水功能区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体制。 

（2）各个流域内水功能区管理涉及到水利部门和地方各级行政主体。 

17.1.3 水利工程维护管理 

（1）加快水管单位改革 

开展国有水管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确保水利工程

既建得成又管得好、长受益。 

（2）加大基层水利服务能力建设 

加大基层水利队伍建设，完善组织机构，提高自身水平，增强服务能力，解决好服

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3）实行管养分离 

为提高维修养护水平，降低管理成本，使工程管理和维修养护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积极推行水利工程管理和维修养护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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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进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现代化。 

基本完成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明确管理范围，推进确权划界工作。 

17.2 依法治水管水 

建立健全水法规体系，增强水行政执法能力，完善水事纠纷预防调处机制，深化水

利行政审批制度，实现依法治水。 

17.3 加大投入，拓宽融资渠道 

要保证规划区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的顺利实施，必须认真研究建设资金筹措问题，

广开资金渠道。 

（1）划分事权，调动全社会投资办水利的积极性 

（2）加大对水利投入的力度 

（3）足额提取征收财政专项水利资金 

（4）加强对水利建设的金融和税费支持 

（5）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水利 

17.4 深化水利改革，提升管理和保障能力 

坚决履行水行政主管部门职责，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始终发挥重要的主导作

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作用的基础上，积极

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合理划清政府和市场在涉水

事务中的边界，使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相辅相成，协同发力。 

17.5 科学管水，加强能力建设 

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与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提高水利科技应用水平，加强人

才队伍培养，提高管理能力和水政执法能力。 

在水利科技应用方面，针对水利建设的实际需要，重点引进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

并通过有针对性的研究，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水利技术，为建设安全的水资源供给体

系、人水协调的防洪减灾体系、可持续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水资源保护体系和建设全面

的节水型社会等奠定科学技术基础。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需要培养高素质水利行业人才，建立开放、生动、竞争、协作、

激励的新型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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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结论与建议 

18.1 主要结论 

（1）洱海流域及周边地区位于云贵高原中部，云南省西部偏北，规划区包括大理市、

洱源县、宾川县、祥云县、弥渡县、巍山县、漾濞县、剑川县、鹤庆县共计 9 个县（市），

地处金沙江、澜沧江和红河三大水系。规划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58.58 亿 m3，占大

理州水资源总量的 61%，人均水资源量 2074m3/人，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规划区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与城市、人口、耕地等的分布极不协调，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规划区 2019 年实际用水量 11.62 亿 m3，现状水资源开发程度为 19.8%，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超过 40%的合理上限。 

（2）规划区国土面积 20061 km2，2019 年总人口 282.5 万人，城镇人口 129.3 万人，

城镇化率 45.8%；地区生产总值 1178.2 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 242.7 亿元；耕地面积

431.09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189.3 万亩，有效灌溉率 44%，规划区国土面积、总人口、

GDP 分别占全州的 68%、85%、86%。 

2025 水平年，规划区总人口增长到 322.5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83 万人，城镇化率

56.7%；工业增加值增长到 532.9 亿元，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 14%；有效灌溉面积发展

到 221.7 万亩，有效灌溉率 51%。 

2035 水平年，规划区总人口增长到 399.9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74.6 万人，城镇化

率 68.7%；工业增加值增长到 1128.2 亿元，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 8%；有效灌溉面积

发展到 252.1 万亩，有效灌溉率 58%。 

（3）需水预测按照云南省和大理州节水型社会的建设要求，以及对洱海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的要求，调整规划区作物种植比例、提高水利设施输水效率、提升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推广节水器具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工业、农业灌溉的用水水平。 

现状基准年的规划区多年平均的总需水量为 14.1 亿 m3，其中：城镇生活需水 1.02

亿 m3，农村生活需水 0.73 亿 m3，工业需水 1.13 亿 m3，农业灌溉需水 11.2 亿 m3；预测

到 2025 年总需水量为 14.88 亿 m3，其中：城镇生活需水 1.5 亿 m3，农村生活需水 0.8 亿

m3，工业需水 1.97 亿 m3，农业灌溉需水 10.61 亿 m3；预测到 2035 年总需水量为 16.87

亿 m3，其中：城镇生活需水 2.36 亿 m3，农村生活需水 0.83 亿 m3，工业需水 2.99 亿 m3，

农业灌溉需水 10.7 亿 m3。 

（4）从需水预测合理性方面来讲，云南省分配给规划区总用水量 2030 年为 15.7 亿

m3。规划区 2025 年和 2035 年多年平均配置总用水量分别为 14.88 亿 m3 和 16.87 亿 m3，

预计规划区 2030 年多年平均用水总量为 15.88 亿 m3，其中 0.68 亿 m3 配置由污水处理

再生水回用供水，不占用水总量指标，扣除污水处理回用量后的总用水量为 15.2 亿 m3，

未超过现有的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满足用水总量 2030 年控制指标的要求。但巍山县关巍

新区和祥云区域产业中心城市的建设发展，这两个县的 2035 年的需水将急剧增长，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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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和祥云县 2035 年用水量分别将达到 2.18 亿 m3 和 3.10 亿 m3，建议大理州在调整各县

市用水总量指标时考虑巍山县和祥云县的发展需求。 

（5）规划区水平年 2035 年，规划区将规划新建实施 3 件大型水库、17 件中型水库、

60 件小㈠型水库、滇中引水工程、洱海大型灌区、礼社江大型灌区、鹤庆大型灌区、鲁

地拉配套一、二期工程、西洱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小湾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三期

工程、其他小型水利工程等，新增蓄水总库容 9.83 亿 m3，新增兴利调节库容 6.93 亿 m3。 

现状基准年规划区的供水能力为 11.13 亿 m3（P=75%，下同），2025 年可供水量为

15.08 亿 m3，到 2035 年提高到 17.88 亿 m3。2019～2025 年可供水量增长率为 5.2%，

2025～2035年可供水量增长率为 3%。人均供水量现状为 394 m3/人，2035年增加到 447m3/

人；蓄水工程和调水工程现状供水比重 50%，2035 水平年增加到 74%，对水资源的调配

能力逐步增强。 

（6）水资源配置部分在社会经济发展和需水预测、节约用水、水资源保护及供水预

测等各个部分的规划成果基础上，结合已批复的流域规划和大中型水利规划水资源配置

成果，分区域、流域水系建立了现状基准年和 2035 年的水资源配置模型，提出各水平年

的水资源供需平衡的配置成果。 

在多年平均情况下，规划区基准年水资源供需水量缺口总量为 3.6 亿 m3，缺水率为

25.6%，水资源供需不能平衡。在 P=75%的中等干旱年时，规划区水资源供需水量缺口

总量为 3.97 亿 m3，缺水率为 26.3%。在 P=95%的特枯水年时，水资源供需水量缺口总

量为 6.45 亿 m3，缺水率为 38.8%。现状规划区的水资源供需缺口仍然是以工程性缺水为

主，局部地区出现资源性与水质性缺水。 

经过需求方面采取强化节水、供求方面充分挖潜开发本区水资源后，加入鲁地拉水

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一、二期工程、龙开口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西洱河水资源

综合利用工程、海稍水库、桃源水库、新兴苴等主要水源工程后，分析得到的 2025 年水

资源平衡结果。2025 水平年，除大理市达到平衡外，规划区其他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

水，规划区 2025 年多年平均缺水 0.93 亿 m3，缺水率 6.27%；P=75%频率缺水 0.81 亿

m3，缺水率 5.09%；P=95%频率缺水 2.42 亿 m3，缺水率 13.98%。 

2035 年在现状年及 2025 年预测的基础上，经过需求方面采取强化节水、供求方面

充分挖潜开发本区水资源的二次供需平衡，各县（市）、各计算单元缺水都大幅度地下

降，部分区域由于现状水利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35 年随着一批水资

源工程及滇中引水工程的投入使用，基本上实现供需已平衡。2035 水平年水资源二次供

需平衡后，规划区多年平均缺水 1006 万 m3，缺水率 0.6%。P=75%频率缺水 0 万 m3，缺

水率 0%；P=95%频率缺水 14438 万 m3，缺水率 7.51%，全部为农业灌溉缺水。规划区

各片区城市生活、工业和农村生活供需已平衡，2035 水平年随着农业强化节水推进和本

区水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2035 年供需已平衡。 

（7）节约用水部分进行了节水潜力分析，并根据基本方案和推荐方案下的不同需水

预测成果，预测规划的节水量，以及水利用系数提高程度和农业节水灌溉的发展目标。 

规划区在 2035 水平年的近 16 年里，节水潜力为 6.66 亿 m3，其中城镇生活节水潜

力为 0.1 亿 m3，农村生活节水潜力为 0.08 亿 m3，工业节水潜力为 3.01 亿 m3，农业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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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潜力为 3.47 亿 m3。可以看出，农业节水和工业节水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规划

区节约用水事业的重中之重。 

（8）报告提出了规划区区域、不同水源、不同用水户的水资源配置方案，提出了城

市、重点工业园区和重点灌区的供水保障方案，并分析了特殊干旱期应急对策及水资源

保护措施。 

（9）规划区内的云南省第二大高原湖泊——洱海，根据大理州环境监测站、大理市

环境监测站 2016、2017、2018、2019 年对洱海湖区的 5 个常规水质监测站点（包括龙

龛、塔村、小关邑、湖心 3 和桃园），洱海当前的水质类别为Ⅲ类，水质类别控制指标

为 TP、TN 和 COD，NH3-N、CODMn 及一些重金属指标均满足湖泊Ⅰ～Ⅱ类水质标准。

从近 4 年洱海水质变化过程来看，洱海湖区的 TP 和 NH3-N 2 指标浓度呈现逐年降低趋

势，而 COD、CODMn 和 TN 浓度则呈现近期逐年升高的特点，表征湖区藻类生长变化的

叶绿素指标浓度则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特点。 

虽然通过采取一系列“组合拳”措施和不懈努力，洱海水质下滑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近 3 年洱海总磷和氨氮浓度有所下降，洱海保护治理取得了阶段性初步成效。然而，洱

海水质尚未根本好转，总氮、总磷、COD 仍维持高位水平，水生态仍然脆弱，仍处在敏

感的富营养化转型期，蓝藻水华暴发风险仍较大。 

规划采取加大污染源控制力度和综合治理力度，整治与优化布局入河排污口，保护

饮用水水源地，加强生态调度、满足河流下游生态环境需水要求，强化节水，促进减污，

缓解水环境恶化趋势；并加强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有效保护水资源。为维护和加强保

护流域水生态环境，规划建立健全水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制，做好水生态环境系统

保护与修复。 

（10）为实现有序、高效的流域综合管理，在完善管理制度、体制与机制的基础上，

需要重点加强管理能力建设，切实提高管理能力水平。加强综合监测信息采集系统建设

和水利信息化建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提高水利管理能力与水平，

保障流域水利事业快速发展。 

（11）根据规划区各县市不同水平年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要求，按照“开源节

流并举”、“先节水后调水”、“先本区后调水”、“先易后难”、“实施效果好”等

原则，确定工程分期实施顺序。 

2025 年，充分挖掘各规划区水资源开发潜力，改扩建海稍大型水库和新兴苴大型

水库、新建桃源大型水库，合计 3 座大型水库，新建枫木河水库、白乃水库、万花溪水

库、土官村水库、螳螂河水库、后庄河水库等 12 件中型水库，同时兴建后场箐、大三村、

梨园河等 34 件小（一）型水库，此外计划实施西洱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滇中引水工

程大理州鲁地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配套一、二期工程等引提调水工程，新增供水量

70233 万 m3，工程总投资 263.2 亿元。 

2035 年，新建锅厂河水库、小仓水库等 5 座中型水库及为进一步提高各分区水资

源开发利用程度，继续新建务本水库、五里巷等 26 件小（一）型水库，同时计划实施滇

中引水二期工程、鹤庆县漾弓江流域连通落漏河流域工程、小湾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

三期工程等引提调水工程，增加供水量 35103 万 m3，估算工程总投资 175.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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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建议 

（1）预计规划区 2030 年多年平均用水总量为 15.88 亿 m3，其中 0.68 亿 m3 配置由

污水处理回用供水，不占用水总量指标，扣除污水处理回用量后的总用水量为 15.2 亿 m3，

未超过现有的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满足用水总量 2030 年控制指标的要求。但巍山县关巍

新区和祥云区域产业中心城市的建设发展，这两个县的 2035 年的需水将急剧增长，巍山

县和祥云县 2035 年用水量分别将达到 2.18 亿 m3 和 3.10 亿 m3，建议大理州在调整各县

市用水总量指标时考虑巍山县和祥云县的发展需求。 

（2）在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达到政府预期目标、控制用水总量前提下，规划提出的用

水效率较高，对全社会各行业节水要求特别严，各级部门应高度重视，认真贯彻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大各行业节约用水投入力度，加快推进水价改革和节水型社会

建设。全面推进水价改革，用价格杠杆推进水资源节约及高效利用。 

（3）规划的节水工程和水源工程投资较大，要积极申请国家和省级支持力度，通过

加大财政预算对水利的投入、足额提取征收财政专项水利资金、加强对水利建设的金融

和税费支持、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水利等措施加大资金投入。 

（4）加快推进西洱河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建设，确保 2025 年前建成通水，满足关

巍新区建设用水需求。 

（5）加快推进洱海大型灌区建设，推动洱海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推进水资源节约

和节水减排。 

（6）加大非常规水源的利用，加快新区建设及工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积极实施海

绵城市建设，积极做好城市雨水蓄积利用，大力提倡中水回用，减少水资源的消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