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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水库水环境保护与库区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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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密云水库水环境现状及其与库区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分析, 得出密云水库部分水

质指标出现超标且呈恶化倾向, 水库水环境保护与库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间存在着较大的矛

盾。为缓和该矛盾促使水库水环境与库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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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水库位于北京市密云县中部潮、白河两大水系的交汇处, 距北京市区 80 km 左右, 是

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水库最大水面面积 188 km 2, 总库容 43175×亿m 3, 是以防洪、发电和城

市供水为主要功能的综合性大型水利工程。80 年代以后, 随着北京市地下水资源的减少, 密云

水库的饮用水源功能日益加强。现在, 密云水库日取水量已达 1117×106 m 3, 约占北京市区总供

水量的一半以上, 已成为北京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为了满足北京市用水需要, 水库为增加蓄

水已进入高水位运行状态, 同时受上游潮河和白河来水水质变化和水域经济活动的影响, 各种

污染因素正直接威胁着水库水环境及其供水能力。另一方面, 受水质保护的制约, 水库上游地

区特别是库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它地区, 保水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

加深。本文试图通过对密云水库水环境现状及其与库区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分析, 找出水库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与库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 从而有针对性地提

出一些协调和持续发展的对策。

1　库区概况

本文所指库区是指水库的一级、二级保护区, 包括密云县位于水库上游的 9 个乡镇。库区

山体陡峭, 坡陡流急, 为防止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破坏, 只宜封山育林, 不宜垦山造田及大规

模破坏地形地貌的采矿活动。

库区尤其是水库周边地区, 由于受水库移民后靠的影响, 人口相对过剩, 不利于水库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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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库区人均 GD P 与北京市平均人均 GD P 比较

F ig111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GD P per person betw een

reservo ir area and Beijing

境的保护。另外, 为保护水环境, 库区的工

农业发展受到较大限制。从平均水平看, 库

区仍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 其经济

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北京市的平均水平,

大多年份人均 GD P 不到北京市平均水平

的一半, 见图 1。加上水库主要向北京市区

供水, 库区人们对北京市的意见较大, 可见

库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水库保水之间的矛

盾已很大。

2　密云水库水环境现状分析

密云水库以降水补给为主, 汛期降水

量的大小决定着密云水库蓄水量的多少[1 ]。80 年代后, 密云水库来水量呈现下降趋势, 年均来

水量为 6×108 m 3, 仅为六七十年代年均来水量的 1ö2 左右。这不仅与降水量的减少有关, 还与

水库上游地区对地表水资源的拦蓄利用有关。由于水库上游地区的水资源总量有限, 如果对地

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开发使用不进行全面的规划, 势必影响到入库水源的水量、水质。

本文采用内梅罗指数公式[2 ]计算水质综合指数:

I j =
(C iöL ij ) 2

最大 + (C iöL ij ) 2
平均

2
(1)

式中　I j 为水体第 j 类用途的水质综合指数; C i 为第 i 类水质指标的实测值; L ij为第 i 类水质指

标的第 j 类用途的最大值; C iöL ij为第 i 类水质指标的等标指数。

表 1 给出了 1986～ 1996 年间密云水库主要水质指标监测结果和水质综合指数值。对照国家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可以看出密云水库大部分水质指标都符合或好于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Ê
类标准, 且水质综合指数都小于 1。因此从总体上看, 密云水库水质满足饮用水源的水环境质量

标准。但是, 水库潜在的富营养化现象较为严重, 总氮、总磷的含量, 表明库水已处于中营养

化状态, 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倾向。从水库水质综合指数的发展趋势可看出, 水库水质有下降倾

向, 应引起足够重视。

　　密云水库水质变化与库区及水域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点源污染和农业活动及植被破坏所造

成的面源污染有关[3 ]。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库区厂矿企业建设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但由于

技术落后、管理不善, 不仅对水环境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而且破坏植被导致水土流失。水库水

域屡禁不止的网箱养鱼也是影响水库水质的因素之一, 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库总磷和总氮

的含量[4 ]。农业施用的化肥和农药及水库上游乡镇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对都将水体造成一定

程度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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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密云水库主要水质指标统计 (单位: 除 pH 值和水质综合指数外, m göL )

Table 11 Parameters of the ma in water pollutan ts in M iyun reservo ir

年 pH DO CODM n BOD 5 氨氮 硝态氮 亚硝态氮 氟化物 总磷 总氮 水质综合指数
1986 813 10119 2139 1100 0107 0155 01011 0146 01010 0168 01682
1987 813 9184 2190 1110 0105 0148 01008 0145 01019 0183 01702
1988 813 9150 2180 0181 0108 0135 01007 0141 01019 0166 01693
1989 815 8174 2157 1149 0113 0130 01007 0139 01012 1123 01947
1990 813 9153 2180 1125 0110 0128 01008 0147 01020 0172 01705
1991 813 9190 2150 0190 0107 0149 01011 0146 01013 0181 01690
1992 814 9190 2140 1120 0109 0152 01010 0143 01017 0190 01745
1993 813 9180 2140 1120 0103 0149 01005 0148 01018 0171 01692
1994 813 9160 2140 1150 0109 0148 01009 0143 01024 0163 01763
1995 815 9190 2190 1180 0114 0163 01012 0142 01015 1110 01870
1996 812 9160 2150 0195 0106 0176 01008 0146 01024 1130 01994

　　注: 表中 1986～ 1995 年的数据来自 1986～ 1990 年与 1990～ 1995 年的《北京市环境质量报告书》;

1996 年数据为白河主坝与潮河主坝两监测点监测数据的平均值。

3　水库水环境与库区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分析

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是表征研究区域内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三者之

间关系的一个指标, 反映的是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应是从当地的实际条件出发, 在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的前提下, 社会经济指标的合理增长。近

年来, 一些学者开始对区域内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方法进行研究[5, 7 ] , 也有学者从水

环境承载力的角度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8 ]。但较少有人对饮用水源地

的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定量研究。其中一些学者[6, 7 ]用下面或类似于下面的公式来研

究区域内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

C =
GöN
eI - 1 (2)

式中　C 为区域内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 GöN 为区域内人均 GD P; I 为区域环境质量综

合指数。

饮用水源地是个特殊的区域, 为了保护水环境, 库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受到限制, 与其

它地区相比, 将存在一定的差距, 该差距过大时将不利于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缩小该差

距, 改善水环境质量, 才能提高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促进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在计算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时要考虑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本文

采用地区间的人均 GD P 比来反映这种差距, 并以此对公式 (2) 进行修正, 构造公式 (3) 来计

算饮用水源地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

C =
(GöN ) 研 ö(GöN ) 参

eI - 1 (3)

式中　C 为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 (GöN ) 研 为研究区域的人均 GD P; (GöN ) 参 为参照

区域的人均 GD P; I 为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依照公式 (3) , 可根据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I 和研究地区与参照地区的人均 GD P 比及协调

度值C 对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判定。作为饮用水, 水质是至关重要的, 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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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超过标准即 I > 1 时, 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协调的; 当水质符合饮用水标准即 I≤1 时,

两者协调程度取决于两地的人均GD P 比。这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由于库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于北京市的平均水平, 再加上发展受水源保护的限制, 经济水平就更低。据此, 对水环境与社

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了试探性的划分, 结果见表 2。
表 2　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判据

Table 21 Judgemen t of the coord inate degree between water env ironmen t and soc io-economy

协调度值 C< 0125 0125≤C < 015 015≤C< 0175 0175≤C < 1 C≥1
协调程度 极不协调 不协调 弱协调 协调 强协调

图 2　密云水库水环境与库区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

变化趋势

F ig121 T he coo rdinate degree betw een w ater envi2
ronm ent and socio2econom y in M iyun reser2
vo ir area

　　由于密云水库保水、用水矛盾主要体现在保

水地区 (库区) 与用水地区 (北京市) 的利益冲

突, 因此可选用水库库区为评价区域, 北京市为

参照区域。利用公式 (3) 求得密云水库 1986～

1996 年间的水环境与库区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

C , 其结果见表 3。从中可看出, 水库水环境与库

区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都小于 0175, 处于不协调

或弱协调状态。图 2 反映的是协调度的历年变化

趋势, 从中可看出, 1994 年以前, 协调度虽然较

低, 但呈上升趋势, 而 1994 年后, 协调度呈下降

倾向。这主要是由于 1994 年以前, 虽然库区的人

均 GD P 大大低于北京市的人均 GD P, 大多年份

不到北京市的一半, 但两者之比却呈上升趋势, 而这些年水库水环境质量变化不大, 因此协调

度是上升的; 1994 年后, 库区人均 GD P 与北京市平均水平比下降较大, 加上水环境质量下降,

导致协调度下降。
表 3　密云水库水环境与库区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

Table 31 Coordinate degree between water env ironmen t and soc io-economy in M iyun reservo ir area

年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库区与北京市
人均 GD P 比 0128 0132 0135 0140 0146 0145 0141 0147 0157 0146 0143

C 0138 0142 0147 0142 0161 0161 0154 0164 0172 0153 0143
协调程度 不协调 不协调 不协调 不协调 弱协调 弱协调 弱协调 弱协调 弱协调 弱协调 不协调

4　水库水环境保护与库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密云水库水环境保护与库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已存在较大的矛盾。为

缓和该矛盾, 在保证密云水库满足北京市对其水量、水质要求的基础上, 必须促进库区社会经

济的发展。

(1) 针对水库富营养化严重的现象, 建议禁止库区网箱养鱼作业, 并将库区土地收归国有;

加速实施流域内生态植被恢复和水土流失防治工程, 全面推广生物防治措施, 减少农药和化肥

对水库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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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取人口外迁政策, 尽快分流人口, 解决水库周边地区人口超载、劳动力过剩等问题。

建议在库南 (水库下游) 划出一定面积的河滩地给库区人们办企业, 以改善其生活水平, 并创

造一些就业机会, 解决水库周边地区的劳动力过剩问题。

(3)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适度发展密云生态环境观光游, 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

增加库区人民的收入, 使旅游业与生态环境质量相互促进。

(4) 加强管理, 统一规划协调流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环境保护工作; 适当提高水资源

价格, 促进节约用水; 建立和实施切实有效的排污许可证制度, 对上游人口集中、排污集中区

域就地实施严格的排污总量控制; 对潮河上游人口聚集区排出的生活污水进行处理以削减新增

生活污染源对入库河水水质的影响; 多渠道筹建库区发展基金, 妥善安排移民的生产生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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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W ater Env ironm en ta l Protection and Susta inable

D evelopm en t of Soc io-Econom y in M iyun Reservo ir Area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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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 te of E nv ironm enta l S ciences, B eij 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875, Ch ina)

Abstract: 　T he situa t ion of w ater environm en t and the coo rd inate degree betw een w ater envi2
ronm en t and socio2econom y in M iyun reservo ir area w as analyzed1T he study show s that the

w ater quan t ity drif t ing in to the reservo ir is decreasing, the w ater quality in the reservo ir is

w o rsen ing, and there is an acu te con trad ict ion betw een w ater p ro tect ion and the su sta inab le de2
velopm en t of socio2econom y in the reservo ir area1 Som e suggest ion s fo r coo rd inat ing the w ater

p ro tect ion and the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of socio2econom y in M iyun reservo ir area w ere fi2
nally p resen ted1

Key words: 　w ater environm en t; coo rd inate degree;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M iyun reservo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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