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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水质型缺水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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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对太湖流域水质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因水污染造成的水质型缺水
问题在太湖流域十分严重 正常年份流域优质水资源缺水量在（２０－３５） １０８ｍ３ 之间． 如今后
水质型缺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有可能影响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针对流域水质型缺
水的特点 提出在加强流域水污染治理同时 太湖流域宜选择以长江 太湖和山区水库为主
要水源地的长期供水格局 当前要抓紧建设 引江清水通道 调引长江优质水资源入太湖． 同
时鉴于太湖流域水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 建议流域沿江 沿海 沿杭州湾城镇的生活污
水在二级处理的前提下 应实施流域尾水截流外排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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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缘 是我国人口最集中 经济最发达 城镇化程度最高
的地区之一（图 １）． 流域总面积 ３６８９５ ｋｍ２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０．４％． ２０００ 年流域总人
口 ３６７６ 万 占全国人口的 ２．８％ 人口密度高达 １０００ 人／ ｋｍ２ 流域内分布着上海 杭州
苏州 无锡 常州 嘉兴 湖州等大中城市 城市化率已达 ５１
２０００ 年国内生产总值
为 ９９４１ 亿元 占全国的 １１．１％．
太湖流域水资源开发程度很高 流域本地水资源量为 １６２ １０８ｍ３（其中河川径流量为
１３６．７ １０８ ｍ３） 年均从长江调入水量为 ４５ １０８ｍ３ 但流域 ２０００ 年总用水量已达 ２９３
１０８ｍ３ 流域耗水量高达 １０４ １０８ｍ３ 流域工业 生活年排放污水量为 ５０ １０８ｍ３ 污径比（污
水量与河川径流量之比）为 １： ２．７． 因此 在过去 ２０ 多年间太湖流域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 城市化速度加快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对流域水资源进行了高度开
发和利用 但在开发利用同时 对水资源保护重视不够 水污染治理措施尚未跟上 大量
未经处理的城市污水直接入水体 农田化肥 农药的大量使用以及水产养殖规模的不断扩
大 致使太湖流域河湖水污染状况日趋严重， 江南水乡成为水质型缺水地区［１，２］．

１ 太湖流域水质状况
１．１ 流域与分区水质
根据 ２００１ 年全流域近 ３００ 个分布比较均匀的监测点的水质监测 评价 流域内有 ８４
的监测点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指 类或劣于 类） 其中劣于 类
类和 类的监测
点分别占流域监测点总数的 ５０
９ 和 ２５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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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太湖流域水资源分区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表 1 太湖流域水资源分区水质污染比例＊
Tab.1 Percentage of water quality classification in the Taihu Basin
水资源分区

类(%)

类(%)

类(%)

类(%)

类(%)

劣于 类(%)

污染*(%)

湖西区

0

4.0

8.0

13.0

10.0

65.0

88.0

武澄锡虞区

0

0

0

0

0

100.0

100.0

阳澄淀泖区

0

0

10.8

32.3

10.8

46.1

89.2

0

9.6

9.6

41.4

9.6

30.1

81.1

4.3

26.1

4.3

48.0

13.0

4.3

65.3

0

0

25.0

13.6

61.4

100.0

6.0

9.7

25.0

9.0

50.0

84.0

杭嘉湖区
浙西区
浦东区
全流域

浦西区

0
0.3

＊ 污染比例总数为劣于

类标准之和．

从流域内各水资源分区的水质状况来看 以武澄锡虞区的水污染最为严重 该区全
部水质监测点受到污染 且均劣于 类． 浦东区 浦西区污染也很严重 全部水质监测
点都受到污染 劣于 类的监测点占区内监测点总数的 ６１ ． 而上游湖西区的污染也比
较严重 该区 ８８ 的监测点受到污染 其中劣于 类的比例达 ６５ ． 水质较好的水资源
分区为浙西区 该区仍有 ３５％的水质监测点未受到污染（指 类或优于 类）． 太湖流域
水质污染主要项目为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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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河网水质变化趋势
太湖流域河网水质总体上在近 ２０ 年中下降了一个半等级左右 并且水污染范围已经从
原来的中心城镇及其附近河流扩散到几乎整个河网． ９０ 年代以来流域河网水质评价的对比
情况详见图 ２． 流域河网水污染变化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 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１９９７ 年 污染河
长占评价总河长的比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由 １９９０ 年（全年期）的 ５６ 增加到 １９９７ 年的 ８９
自 １９９７ 年起 国家全面加强了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力度 兴建了一批城镇污水处理
厂 对流域重点工业点源实施了 污水达标排放 行动 因此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间 评价河
长中污染河长比例的上升趋势明显得到遏止 ２０００ 年全年期污染河长比例为 ８０ ．

图 ２ 河网污染河长所占比例变化趋势图
Fig. 2 Percentage of polluted rivers in the Taihu Basin

１．３ 太湖水质变化趋势
２０ 世纪 ５０－８０ 年代 太湖水质优异 以 ＩＩ 类为主 完全符合饮用水源地的要求 水体
以中营养－中富营养为主． 据记录 １９８０ 年以前 太湖很少有蓝藻大规模暴发现象 更不会
形成大面积 水华 ［３，４］． 近 ２０ 年来 随着沿湖地区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速度加
快 未经处理的城市污水大量入湖 农田化肥 农药的大量使用以及水产养殖规模的不断扩
大 致使太湖水污染状况日趋严重． １９８７ 年太湖水质高锰酸盐指数（ＣＯＤＭｎ） 总磷（ＴＰ） 总氮
（ＴＮ）平均浓度分别为 ３．３ｍｇ／Ｌ ０．０２９ｍｇ／ Ｌ 和 １．５４ｍｇ／ Ｌ， 而 ２０００ 年分别上升为 ５．２８ｍｇ／ Ｌ
０．１０ｍｇ／ Ｌ 和 ２．５４ｍｇ／ Ｌ， 分别上升了 ６０％ ２４８％和 ６５％．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至今 太湖
水质级别已经下降了两个等级 由原来的 ＩＩ 类水为主变到以 ＩＶ 类水为主． 水体营养状态也
由 ８０ 年代初期以中营养－中富营养为主 上升到以富营养为主［５］．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太湖蓝藻
再次大规模暴发 蓝藻最严重的梅梁湖 藻类数量达到 ２．１ １０８ｉｎｄ．／ Ｌ． 梅梁湖 贡湖以
及湖西北地区出现大面积 水华 ．
太湖污染程度和发展速度之快 已直接影响周边城市的供水和周围地区工农业 旅
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威胁到沿湖及下游地区人民的饮水安全． 太湖水污染问题引
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被列为中国水污染治理的近期重点 三湖三河项目 之一．

２ 太湖流域水质型缺水分析
２．１ 对优质水资源的需求分析
１９９８ 年太湖流域总用水量 ２８８．７ １０８ｍ３，其中生活用水 ３４．１ １０８ｍ３，占 １１．８％ 农业用水
１０３．３ １０８ｍ３，占 ３５．８％ 工业用水 １５１．３ １０８ｍ３，占 ５２．４％． 在总用水量 ２８８．７ １０８ｍ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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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从长江取水的用水量为 ７３．８ １０８ｍ３ 在太湖流域河湖中取水的用水量为 ２１５ １０８ｍ３ 表
２ ．
表 ２ 太湖流域各行业用水量＊

单位

×108m3/a

Tab. 2 Water demand in the Taihu Basin
地 区
生活用水 一般工业 火电 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 总用水 扣除火电的总用水 一般工业＋生活
6.2
9.5
26.1
35.6
48.2
90.1
64.0
15.7
江 苏
5.9
9.9
4.5
14.4
36.7
57.0
52.5
15.8
浙 江
13.8
15.3
20.4
35.8
18.3
67.9
47.5
29.1
上 海
25.9
34.7
51.0
85.7
103.3
215.0
164.0
60.6
总用水量＊
＊ 该表统计值为各行业在太湖流域取水的用水量 不包括在长江的取水量．

现有在太湖流域取水的用水量中 农业用水为 １０３．３

１０８ｍ３ 该部分不需要集中供水

在河网中分散取水 水质要求不高 一般灌溉用水水质要求为 Ｖ 类 工业用水为 ８５．７
１０８ｍ３ 其中火电用水为 ５１ １０８ｍ３ 主要为望亭电厂 闵行电厂 杨树浦电厂等冷却用水
该部分用水水质也不高 一般在附近大水体中取水 冷却用水耗水量少 使用后绝大部分
退水回到河道 可以被下游用户继续取用． 而一般工业用水为 ３４．７ １０８ｍ３ 该部分用水
要求水质较高

使用后

形成污水排入水体

难以为下游用户使用

生活用水量为 ２５．９

８ ３

１０ ｍ 该部分用水对水源水质要求最高 必须达到 ＩＩ－ＩＩＩ 类水． 生活用水后 就变
为生活污水排出 如不加处理 无法给下游再次取用． 因此 目前在流域内取水 对水
质要求高（ＩＩ－ＩＩＩ）的用水主要为生活和一般工业用水（将来还会包括环境用水） 用水量为
１０８ｍ３．
太湖流域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在今后 ３０ 年中继续有所增加， 但优质水资源的需求量
增长迅速． 从发展前景看 流域内两省一市目前均已提出了宏伟的发展目标 例如上海
市的目标是成为 ２１ 世纪国际金融 经济 贸易中心之一的国际化大都市 苏南及浙江杭
嘉湖地区的大中城市也都提出建成国际水平的城市． 初步预测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３０
６０．６

年的太湖流域总需水量（在５０ 保证率下）将分别达到３２８ １０８ｍ３ ３４６ １０８ｍ３ 和３５９ １０８ｍ３．
２０１０ 年 在流域内取水的生活和一般工业用水总量将达到 ７４ １０８ｍ３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８６
１０８ｍ３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９０ １０８ｍ３ 这部分水量要靠优质水资源来满足［６］．
２．２ 水质型缺水量
据 ２００１ 年全流域水质监测并结合水资源量分析而知 太湖流域 １３７ １０８ｍ３ 的地表水
资源量中
类以上的适合于饮用水源和一般工业用水的优质水约占 ３０％ 适合于电力冷
却用水 农业灌溉的 － 类水约占 ３７％ 不可利用的劣 类水约占 ３３％． 太湖流域内 －
类地表径流量尚存仅约 ４１ １０８ｍ３ 左右（５０％保证率下） 主要集中在浙西区 太湖区等
流域上游地区． 据分析 目前流域内对优质水的需求量约为 ６１ １０８ｍ３． 从需求来看 优
质水资源量需求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下游地区 而优质水资源则集中在太湖流域上游地区
山区水库和太湖湖心区和东部湖区以及太浦河 从空间上来看 优质水资源主要分布和主
要需求并不一致．
目前流域内 ５ １０４ｔ 以上水厂共有 ２６ 座 日取水量 １４０３ １０４ｔ 其中水源地水质合
格（即水源水质为 ＩＩＩ 类或优于 ＩＩＩ 类）的 １２ 座 日取水量 ４８４ １０４ｔ； 水源地水质不合格
的有 １４ 座 日取水量 ９１９ １０４ｔ， 占总量的 ６５
由此也可见水质型缺水十分严重． 在
现有条件下 正常年份太湖流域优质水资源缺水量在（２０－３５） １０８ｍ３ 之间． 今后随着经济
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对优质水资源的需求量将增加 水质型缺水的缺口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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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流域因水污染造成的水质型缺水问题最为突出 并引发一系列水资源问题
水质型缺水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可能会影响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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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３ 解决流域水质型缺水的对策
要解决水质型缺水问题 关键要加强对污染源的综合治理 改善水网水质 来增加
本地优质水资源量 同时 要考虑建设引江清水走廊 将更多长江清水引入太湖的措施．
建议太湖流域在今后 ３０ 年中 供水格局采用三片供水的格局 以长江 太湖和山区
水库为太湖流域主要饮水水源地． 沿长江地区 包括镇江 常州等城市以及上海市部分地
区 以长江为供水水源地 加大在长江的取水能力 太湖上游地区 包括浙西山区和湖西
山区和部分城镇（如湖州） 以山区七大水库和笤溪为供水水源 太湖下游和环湖地区 包
括苏州 无锡等环湖城市 上海的大部分地区 以及淀泖地区 嘉兴地区 以太湖为主要
供水水源地．
在流域主要供水水源地长江和太湖之间 要考虑建设 引江清水走廊 多引长江清
水入太湖． 近期在 引江济太调水工程 基础上 建设望虞河 太浦河两条清水走廊 并
不断提高 两河一湖 （望虞河－太湖－太浦河－黄浦江）的供水通道的水质 远期考虑建设
新孟河（或德胜河）－武宜运河－太氵鬲 运河－太湖－长山河 新供水通道． 依靠两条引江供
水通道 加快太湖换水速度 提高河网流速 为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清洁的供水
水源地 实现“静态河网 动态水体 合理配置 清污分流”的目标．
流域性供水的主要对象是城乡生活 工业用水以及一部分环境用水． 农业用水要充
分利用当地河网供水． 农业大部分以当地河网水为主进行灌溉 就近取水 如水量不足
可利用引江工程引水入河网补充． 除少量农业要求较高水质的供水量外 农业灌溉基本自
成体系平衡 并与总体配置相协调 做到各得其所．
从流域水资源保护来说 要重点保护太湖 望虞河 太浦河等流域性水资源以及流
域上游地区水资源和重要供水水源地 强化太湖西北部上游地区和运河两岸污染源治理
改善入湖河流和太湖水质 并带动流域下游地区水资源质量改善． 另外鉴于太湖流域水环
境承载能力十分有限 在流域沿江 沿海 沿杭州湾城镇的生活污水二级处理的前提下
建议实施流域尾水截流外排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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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Scarcity Caused by Pollution in the Taihu Basin
ZHU

Wei

(Taihu Basin Authority, Shanghai 200434, P. R.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water pollution has become a severe problem in the Taihu Basin. The water
scarcity caused by pollution has annually reached to 2-3.5 billions m3 in the basin. The water
pollution will be a big problem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which may affect th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aihu Basin. On the base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Taihu
Basi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Yangzhe River, Taihu Lake and the reservoir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in the upper reaches should be chosen as the main drinking water sources in the long term
and more clean water from River Yangtze into Taihu Lake be diverte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supplying enough water with better quality. It is also suggested to discharge the wastewater
from the basin to the East Sea and Hangzhou bay after the secondary treatment.
Keywords: Taihu Basin; water pollution; water scarcity; eutroph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