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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资源水利的实践及发展趋势
Ξ

陈 锡 林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 就江苏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阶段进展和资源水利初级阶段的实践, 以较多实例总结资源水

利阶段的 7 个特征, 提出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并研究了江苏资源水利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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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具有社会的、经济的、生态的价值。水务就是开发、

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水资源。纵观水利发展史, 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

从久远时期的自然水利发展到农业水利, 再发展到现代的工程水利; 当今有些地区则正自工程

水利阶段发展而为资源水利阶段, 资源水利之后还会有更高级阶段, 水的资源功能、环境功能

和生态功能将逐步得到愈加充分的发挥。江苏水利现正处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过渡、搭接的

资源水利的初级阶段。本文即以江苏水利实践来分析江苏资源水利的发展趋势, 探讨水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问题。

1　江苏的工程水利

111　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0 年, 是江苏人民坚持不懈治水的 50 年, 工程水利取得了长足发展, 发

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50 年代初, 导沂整沭和大规模治淮代表着江苏工程水利建设的真正开始, 相继建成了新沂

河、苏北灌溉总渠、江海河湖圩堤、三河闸等一大批防洪骨干工程, 结束了洪水漫流、海潮肆

虐、十年九灾的状况, 江苏有了防洪挡潮的工程屏障, 工程水利初见端倪。60 年代, 以梯级河

网化建设为重点的治涝治旱工程建设形成高潮, 开挖、整治了一大批灌排河道, 大力兴建库、塘,

建成了苏北各大型灌区和苏南圩区, 为农业改制和发展提供了保证。工程水利形成规模。70 年

代, 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成为主攻目标, 治水改土、内外“三沟”、机电排灌等工程的

第 11 卷 第 3 期
2000 年 9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ADVAN CES IN W A T ER SC IEN CE

V o l111,N o13
　 Sep 1, 2000　

Ξ 收稿日期: 1999212202; 修订日期: 2000201222

作者简介: 陈锡林 (1952- ) , 男, 江苏灌云人,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水利工

程建设、水文水资源方面管理与研究工作。



建设, 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 工程水利取得巨大效益。80 年代, 长江、洪泽湖、骆

马湖、太湖等水源地工程和跨流域调水骨干工程基本建成, 江、淮、沂、沭、泗初步实现了互

济互调,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控制等进入了较高层次。进入 90 年代, 以治淮治太和江海堤防

达标建设为重点的治理热潮覆盖全省, 江苏水利进入了全面提高标准阶段。

　　经过半个世纪的大规模建设, 江苏已建成了 5 000 多 km 主要堤防、1 078 座水库, 3 纵 5 横

8 条骨干河道构成了防洪挡潮工程体系; 由 400 多条地区性河道、70 多万条大中小沟、6 000 多

个联圩、400 多万 kW 排灌动力构成了除涝、灌溉和治渍工程体系, 以及跨流域调水工程等五大

工程体系, 达到了较高的工程标准, 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也

在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方面进行了初步实践。就江苏而言, 资源水利阶段已悄悄地在江

苏经济迅速发展和大规模治水达到一定工程标准时不宣而至。

112　工程水利的作用

与全国一样, 江苏 50 年来的水利建设都是以除害、减灾和兴利为直接目的。由于江苏所处

的特殊地理环境, 洪、涝、旱、渍、碱、台、潮诸灾害频繁而又严重, 这是江苏一直重视治水,

舍得投入的客观因素。1954 年江淮并涨, 发生了建国后第一次特大洪水, 没有象 1931 年洪水时

那样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大面积受灾, 有力地证明了此前几年刚刚实施完成的防洪工程的巨大

减灾效益, 更加激发了江苏干群治水除害, 工程兴利的积极性; 1958 年开始的灌排工程建设实

现了徐淮农业改制和旱改水, 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20 多年的农田基本建设, 加上跨流域江

水、淮水北调工程的建成, 进一步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和水资源供给。

江苏地处江淮下游, 属经济发达地区, 哪一块都淹不起, 哪一处都不能缺水。江苏之所以

能胜利抗御 1954 年江淮并涨, 1957、1974 年沂沭泗大水, 1969 年秦淮河大水, 1975 年滁河大

水, 1983 年水阳江大水, 1991 年淮河、里下河、太湖大水, 1998、1999 年长江、太湖大水, 以

及 1956、1963、1980 年涝灾和 1959、1966、1978、1992、1999 年干旱等大洪大涝大旱, 都是

有赖于逐年建成的牢固的防洪屏障, 有赖于能够满足引、降、排、挡、航、翻等调度控制需要

的足够数量的大中小型建筑物及其配套设施。

113　工程水利阶段发展至资源水利阶段的必然性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用水量大增, 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质量问题和水环境问题越

来越严重; 涉水各部门的条块分割和分工细化越来越束缚着水务的发展; 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

越来越低下。

人们发现, 洪涝灾害不断产生许多“历史新高”, 水利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可怕的“经济损

失”; 苏北、淮北旱年缺水, 山丘高亢地区常现干旱, 大型湖库不断出现死水位, 江、河水质下

降, 湖、库生态环境恶化等等。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水资源越来越多、越来越广的各种需求, 亦即水资源如何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及时、高效的提供包括抗洪、排涝、灌溉等传统工作内容在内的全面、优质的服务,

成为水利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水利必须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 进行综合开发, 实现

科学管理。依此, 中国水利必然将由工程水利阶段推进至资源水利阶段, 只是各地区推进速度

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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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资源水利的实践

211　资源水利阶段的特征——以江苏水利为例

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推进时必有一些渐显的特征, 这可从水利化程度较高后形成资源水

利阶段基础特征, 以及资源水利阶段独具的特征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笔者认为, 江苏水利已

具备了进入资源水利阶段的特征。

(1) 工程密集程度　工程水利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根据规划兴建的工程较多, 密度

较大, 已能基本满足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的需要。它同时也应该是资源水利阶段的基础特

征之一。江苏已在 10×104km 2 土地上建成了 40 多处水利枢纽, 建成了大中型水库、水闸和泵站

工程 331 座, 基本控制了江、河、湖、库, 实现了跨流域水资源调度。例如, 京杭运河徐- 扬

段 402 km 长就有 11 级枢纽, 包括 11 座通航建筑, 6 级大型翻水站和多座中型抽水站、节制闸、

水电站等; 再如, 苏北灌溉总渠与京杭运河在淮安市建淮镇的交汇处, 仅 2 km 2 的弹丸之地, 竟

建有包括亚洲最大的轴流泵站、国内最大的贯流泵站在内的多种大中型水工建筑物达 23 座之

多, 功能集成, 密度罕见。资源水利阶段将特别重视水资源的节约、配置和保护, 但仍然需要

兴建许多工程, 治理标准的提高、开发和利用以及配置程度的提高将一直是资源水利阶段工程

建设的基本要求。江苏水利还有许多工程需要兴建, 也还有许多水资源工程有待开发和治理。

(2) 水系的渠化程度　渠化程度反映了某一水系渠首建筑、梯级建筑和出口建筑物的配套

程度。是反映人类对天然河系控制能力的指标, 是建立在一定工程密度基础上的工程水利重要

特征。京杭运河是江苏最先渠化的大型河道。目前, 江苏除长江、灌河以及部分山丘区河流等

尚属非渠化或渠化程度较低的河流外, 绝大部分河流已经渠化。江苏在防汛 (也包括排涝、降

渍) 调度中, 大部分水系已由工情决定水情, 这是渠化河流的防汛特点。这一特点在 60 年代末

已经显现, 90 年代中后期则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实现。

(3) 农田水利工程配套程度　到目前为止, 农业仍是用水大户。农田水利工程配套程度直

接反映着综合生产能力和抗灾能力的高低, 是资源水利阶段衡量水利与农业适应与发展的重要

指标, 是节约用水和水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江苏已建成的 400 多万处农田水利设施与大中型

骨干工程相结合, 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已达

3184 万 hm 2, 占耕地 86% ; 其中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已达 2188 万 hm 2, 占耕地总面积 65% ,

居于国内领先水平。

(4)“三水”综合开发利用程度　江苏水资源的特点是本地径流量少且年际变化大, 入、过

境水量多, 蓄水能力差, 利用受限制, 水质性缺水地区日益增多。为了保证工农业、城市环境

和人民生活用水, 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水利工程设施和降水测报信息系统, 实现天上水、地表水、

地下水“三水”综合开发利用。

江苏目前圩区水面积达 10% 以上, 具有了一定的容蓄调蓄能力; 平原河网化, 特别是梯级

控制工程的建设和完善, 大大提高了槽蓄能力和回归水利用程度; 三沟基本配套, 基本实现了

引得进、灌得上、降得下、排得出、蓄得住; 利用湖、库、塘、河和雨、水情测报信息系统、调

度系统, 努力拦蓄汛末尾水, 能有效提高复蓄系数和跨流域调度水量。根据供水工程调查和供

用水量调查, 以及现状供用水的系列平衡分析, 在平水年、中等干旱年有较多余水 (包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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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部分地区尚缺水 14～ 25 亿m 3。从目前看, 江苏的三水综合开发还显不足, 但辅以调、蓄、

翻等措施后, 水资源供需可维持基本平衡。

(5) 水资源控制程度　对水资源的控制程度决定水资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对于

省内各流域水系, 能否有效控制其水位、水量和水质, 是对水利工作的衡量标准, 是工程水利

的成果和效益, 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也是资源水利阶段的重要特征。对水资源的控制程

度决定于工程的密度、配套程度和水系的渠化程度, 以及控制手段 (包括非工程措施) 的实现

程度。江苏地形以平原坡地居多, 遵循洪涝分开、高低分开、清污分开、梯级控制的原则搞规

划, 搞建设, 全省骨干河网和梯级控制工程规划已基本实现, 如洪泽湖下游环湖、沿运、沿海

三级控制工程以及多处局部分级控制工程已臻完善, 其它如太湖、骆马湖等湖、河水系和许多

市县行政区划内经向控制均已建成。应该说江苏对水资源的控制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和

水平。

(6)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　资源水利与工程水利的显著区别之一, 就是水被作为资源进

行配置, 其优化配置的程度反映资源水利阶段的高低, 是资源水利的重要阶段特征。江苏苏北

平原已实现了江都站—京杭运河—淮沭新河、徐洪河系统的江水北调、淮水北调、江淮互济、淮

沂互调系统; 建成了高港站—泰州引江河—新通扬运河—泰东河、卤汀河、通榆河系统的江水

东引北调等水资源跨流域调度骨干工程; 经过 8 年治太, 苏南以太湖为水库的湖- 河- 站- 圩,

包括引用太湖水和引、翻长江水等两套功能、水资源监测 (遥测) 系统和环湖、沿江、沿海控

制工程系统也已形成, 推动了苏锡常火炬带、长江经济带和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现在,

水资源调度、控制、配置等服务已经面向全社会, 特别是工业、交通、能源、环境等方面的需

求比重越来越大, 要求也越来越高。

(7) 水资源保护程度　水资源保护是资源水利的重要内容, 也就是要把水作为资源来保护。

目前, 江苏水利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例如, (1) 利用已有河道工程

清污分流, 如清安河—渠北排水渠、总渠系统等; (2) 向水资源缺乏地区送清水, 如由蔷薇河

送淮河清水至连云港市, 沿线污水则以立交形式专道下泄; (3) 在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故时, 利

用现有水利工程大量调引清水加以冲泄稀释, 已有徐州、盱眙等处多例。

现在江苏水资源保护规划正在抓紧制订中, 拟通过科学的划定水域功能区, 确定水体纳污

总量, 制定环境用水的调度和生态用水量, 加强水资源质量控制, 使江河湖库水资源质量按照

人们的要求来保护。

212　资源水利的第一例——江水北调系统

60 年代中期, 江苏就确立了“扎根长江、东引北调”的规划思路, 着手建设江都灌排站; 70

年代逐级设立淮安、淮阴、泗阳、刘老涧、井头、杨河滩等多处临时柴油机翻水站, 实现了低

标准江水北调, 初步解决了江苏废黄河以南地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 实现了低层次的

跨流域水资源调度。此后, 江苏坚持把水资源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坚持水利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坚持 20 多年不松懈, 才实现了今天江水北调工程的规模和效益, 对保证率

75% 年型的苏北灌溉水源已可基本解决。这一跨流域灌、排、引水体系, 在长江水资源的开发、

沿线湖库河塘工程综合功能的开发, 以及江淮调度、淮沂互济的水资源跨流域合理配置等方面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整个苏北地区资源水利阶段的实现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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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资源水利的第二例——骆马湖水库系统

骆马湖水库以新沂河为泄洪河道, 可排泄沂、泗河洪水入海, 起到削峰调洪、蓄水滞涝的

作用; 以中运河、二河、房亭河、徐洪河为输水干河, 可把骆马湖拦蓄的沂、泗河洪水调至洪

泽湖, 实现引沂、泗济淮, 或经盐河、废黄河、总渠东排入海; 骆马湖水库发挥了防洪、蓄水、

排涝 (黄墩湖地区)、济淮等多项功能, 实现了水资源的灵活调度。

214　资源水利的第三例——盐东控制线

70 年代建成的盐东控制工程, 在废黄河以北、新沂河以南的盐河东岸形成了一道控制线, 实

现了拦截灌溉回归水、盐河保航运水位、调度排涝、河槽蓄水、冲淤保港等多项功能的综合运

用, 提高了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 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技术经济效果。

平原区的梯级河网及其控制工程、山丘区大型长藤结瓜系统、里下河与苏南的大联圩系统

等, 以及太湖、大运河、南京、盐城、连云港等地区水情自动遥测系统、工程自动控制系统等,

都是资源水利的工程基础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3　江苏资源水利实践中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江苏资源水利已有一定发展, 但从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 6 个方面来综合

考虑, 还是短线的、低层次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并加以解决。

311　正确认识资源水利的思路

在工程水利阶段, 水利工作的重点是治理水旱灾害和对水资源的初步开发、利用, 却忽略

了水资源内在的变化规律, 忽略了社会和人类活动对灾害的催化作用, 忽略了防治水污染, 忽

略了节约用水、科学用水, 忽略了系统性、综合性, 还割裂了开发与治理、保护与利用, 没有

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密切联系, 没有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以及保护

的角度去认识水利和发展水利。我们应按照水利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原则, 走符

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江苏省情的水利建设的新路子。

312　用科学的方法对待资源水利

江苏的资源水利虽已走出了一小步, 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

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控制它。如, 在水资源配置的调度中, 已有许多单项工程或少数几个联合

运用工程实现了程控、自控, 却还没有实现系统的现代化, 没有实现计算机网络调度, 没有打

破政区、部门、专业的分割, 使水资源优化配置受到制约。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国家防

汛指挥系统和水资源调度配置系统等高新技术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和应用, 必将使江苏水利跃

上一个新的台阶。

313　加强水资源保护要有紧迫感

江苏在水资源保护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 但工作力度不大, 水环境质量仍在下降: 太湖

河网已有 85% 受到污染; 80 年代以来, 全省河网的水质总体下降了一个至一个半类别; 长江江

苏段有些江段岸边带水质已为V 类; 苏北淮河水系受上游和当地污染的双重影响, 水质仍在不

断恶化; 总之, 江苏水资源保护问题亟待进一步加强, 须具紧迫感。

314　水利技术经济研究亟待深入

水价 (含水资源费等)、水费收交及其分配是水利经济的主要杠杆之一, 也是江苏资源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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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的研究课题。水价偏低, 水费难收, 水资源调度运行和水利工程维修费用均由各级政府

财政负担, 这不仅给政府带来巨大财政压力, 也使工程运行成为政府行为, 管水调水失去经济

行为, 抢大锅水变成正常行为。就连规模宏大、跨流域的江水北调各枢纽每年运行管理费用亦

由省按抽水量核算下拨, 使得水资源调配与经济行为脱节、用水与水费收交脱节、水费使用与

管理运行脱节, 难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水利工程发挥了功能效益而没有融入社会并充分发

挥自身经济效益。

其它如水资源保护、节水、优化配置等方面, 都应加强配套政策法规研究和技术经济研究,

以推动资源水利的进程。

4　江苏资源水利的发展趋势

411　水资源在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水资源匮乏将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到 2010 年, 江苏要基本实现

现代化, 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将依赖于妥善处理水资源问题的能力, 根据水中

长期供求计划, 2000～ 2010 年间尚需投入 15612 亿元用于供水工程投资。

412　江苏资源水利的发展目标和当前工作

江苏资源水利的发展目标应该是: 把不同区域的水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统一进行治理, 达

到可持续发展, 进而达到水和人、和环境、和自然谐调共处。当前工作应主要围绕防洪减灾问

题, 狠抓工程建设和治理; 围绕抗旱缺水和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 狠抓开发和利用; 围绕

河道存在的过水断面缩小、淤积等问题, 狠抓疏浚; 围绕水资源配置中存在的调度手段落后及

水价问题, 切实开展现代化控制系统开发, 用市场经济的方法, 理顺水价及资金渠道; 围绕水

资源短缺问题, 切实开展节水灌溉技术研究; 围绕水环境问题上存在的水体污染、水质恶化现

状, 深入开展水资源保护工作。

413　江苏资源水利的发展与对策

(1) 转变水务工作思路　从江苏的初步实践来看, 资源水利反映了治水新阶段的必然规律

性, 是正确的。回顾总结也是必要的, 有益的。要迅速转变治水思路, 在注重工程建设、防汛

抗旱的同时, 高度重视水利与经济、与社会、与环境的联系并为之服务, 高度重视管理和加强

非工程措施, 江苏资源水利才能全面发展、良性发展。

(2) 改变水务工作方法　工程水利需要行政方法, 进行各个局部的治理, 获得局部的利益

和效益。资源水利则要求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现代化管理的手段, 跨流域、跨行政区划、跨部

门综合考虑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相对工程水利阶段而言, 是一大进

步, 也是江苏资源水利现阶段的迫切要求。

(3) 加快管理体制改革　与工程水利相配套的计划、建设、运行和服务等各环节的管理体

制 (即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 , 不能适应资源水利阶段要求, 必须尽快打破部门分割, 多头管水

的体制; 尽快改变重建轻管、重硬轻软的政策支撑, 大力加强水文、水资源等基础工作和系统

管理, 建立科学管理水资源的水务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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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1) 资源水利是社会生产力 (包括相应的水利事业) 发展到一定水平所必然出现的阶段, 也

将必然地向更高层次的阶段发展。

(2) 从工程水利到资源水利具有连续性, 但阶段特征迥异, 思路、方法、管理不同。资源

水利能适应和保证江苏现阶段涉水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江苏资源水利已有的实践是初步的、不自觉的、缺少资源水利理论指导的, 迫切需要

加以总结, 加快改革与资源水利不适应的思维、体制与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加快资源水利的发

展。

Practice and D evelopm en t Trend of “ResourcesW ater”
in J iangsu Prov ince

CH EN X i2lin

(J iang su P rov ince H g d rology and W ater R esou rce S u rvey B u reau , N anj ing 210029, Ch ina)

Abstract: T h is paper in troduces the evo lu t ion of t ran sfo rm ing engineering w ater in to

“resou rces w ater”in J iangsu p rovince, exp la in s the p ract ice of“resou rces w ater”in p rim ary

stage, summ aries seven featu res of“resou rces w ater”stage in m any examp les, p resen ts som e

key p rob lem s w h ich m u st be so lved in p ract ice, and researches the developm en t t rend of

“resou rces w ater”in J iangsu p 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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