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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范围内的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首先系统介绍了美国弗罗里达州坦帕湾地区的水资源利用

现状和供水管理策略, 对该地区的地表水、地下水、海水淡化和废水利用的情况作了详细分析。该地区从以地下水

为主的供水方式, 改变为地表水、地下水、海水淡化各占 1/ 3的供水方式的规划思想、经济分析以及管理措施具有

积极的参考意义。针对我国的客观背景, 进一步探讨了城市供水的挖潜途径, 雨水直接回收和中水利用是城市节水

的两个有效方式, 沿海地区则应对海水淡化予以重视; 对于广大的农村乡镇, 雨水集水塘和小型平原水库则是提高

农村供水条件和改善水环境的一种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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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资源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 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缺

水不仅造成了生活和生产的不便, 而且产生新的生态环境危机。解决水多、水少、水脏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紧

迫的任务。一些发达国家, 由于工业化的进程较早、经济实力较强, 在解决水资源和环境问题方面积累了一些

成功的经验和技术,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建设具有借鉴作用。美国弗罗里达州东临大西洋、西濒墨西

哥湾, 三面环水, 地势平坦, 草木茂盛、气候宜人。然而由于该地区降水量相对贫乏, 又没有适于建造大型水

利工程的地理条件, 供水量和供水保证率都存在较突出的问题。位于弗罗里达州中部的坦帕湾地区是典型的人

口集中、经济发达、水资源紧张的地区[ 1] , 剖析该地区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思想和方法, 对我国类似地区的城

乡供水远景规划有借鉴意义。

1 坦帕湾地区供水情况简介

坦帕湾(Tampa Bay)地区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中西部, 墨西哥湾东岸(图 1)。她包括坦帕(Tampa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清水( Clearwater)等十几座中小型城市。面积 2560 km
2
, 人口约 300万, 日需水量达 940 10

3
m

3
。

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1100mm, 蒸发量1200mm。这里地势平坦, 河流分散, 不利于修建大型水库, 再加上人口

多, 人均用水量大, 近几年的连年干旱, 使供水问题十分突出[ 2, 3]。从 2000年以来, 不得不对所有用水单位实行

限量供水。为统一、有效地开发、调度和利用水资源, 解决用水紧张的局面, 该地区于 1998年成立了统一的供水

机构 坦帕湾地区供水局。供水局负责该地区供水工程的科研、规划、设计、施工、调度和管理工作。通过对

前段工作的深刻反思, 最近, 供水局对近期及远期的供水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主要原则是: 充份开发利用当

地水资源; 地下水、地表水、海水合理搭配, 在不提高供水成本, 不提高水价的前提下, 彻底改变该地区的供水

紧张局面。到2008年, 在坦帕湾地区的供水总量中, 地下水、地表水、海水将各占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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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坦帕湾地区示意图

Fig 1 Sketch of Tampa Bay area

1 1 地下水

目前, 坦帕湾地区 78%的供水来自于

地下水(约 730 103 m3/ d)。然而, 地下水

的过分开发会引起很多严重的问题, 如地

面沉降, 海水倒灌, 以及地下水污染等。

严重的是,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逆转

的。在坦帕湾地区, 由于连年干旱, 地下

水超量开发, 已经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达

1~ 2m。地下水位的快速下降引起了地面

的不均匀下沉, 给许多居民住宅造到了严

重的破坏, 使居民和保险公司蒙受了巨大

的财产损失(图 2)。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

面, 经过与所管地区有关部门协商, 坦帕

湾地区水管局决定, 在 2001、2002年地下

水的开采量从 730 103m3/ d减少到600 103 m3/ d。2003年, 进一步减少到 460 103m3/ d; 到 2008年最终减少

到340 103 m3/ d。也就是说, 到 2008年, 地下水将仅占总供水量的 30%左右。坦帕地区是一个居住人口不断

增长的地区, 为保证总供水量不仅不变, 而且确保人口增加对供水量增加的要求, 必须提高其他水源的开发利

用以平衡地下水的减少。主要的替补水源包括地表水、废水利用及海水淡化等新水源。

图 2 地下水超量开采损害事故 2 例

Fig 2 Two examples damaged by the excess 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1 2 地表水

相对地下水而言, 地表水的开发利用成本要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地表水的工程投资 (如水库的修建等)

较大, 水处理费用也较贵。坦帕湾地区位于平原, 不利于修建常规水库。直接从河道中取水供水保证率低, 遇

到干旱年, 供水不能得到保证。因此, 地表水的利用除直接从河道中取水外, 坦帕湾地区还将修建一座库容达

0 6亿m
3
的平原水库。它是在平地上开挖出来的水库, 用以调节地表水的季节变化。规划中的水库将占地 650

hm
2
。其中, 水库占486 hm

2
, 水库四周的湿地、绿化区、景观占地 164 hm

2
。该水库不同于一般水库的另一特点

是, 它不位于河道上, 而是远离河道。这样设计的优点有两个: 水库没有防洪要求, 省去了大笔防洪工程

(如溢洪道等) 经费; 能够确保水源不被污染。该水库将是一座半地上、半地下的水库, 地上围堰高度达 9

~ 20m, 另加2 6m 的防浪墙。水库的运行规则是: 在每年的雨季, 将水从附近河道中抽到水库中, 至灌满为

止, 以备干旱季节使用。水库除作饮用水源外, 还将是重要的旅游及娱乐景点。

1 3 海水淡化

像所有海滨城市一样, 坦帕湾地区有取之不尽的海水资源。多年来, 人们在海水的利用上进行了大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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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但终因其高昂的淡化成本, 海水淡化至今尚没有成为主要水源。近几年来, 坦帕湾地区投入了大量人力、

物力进行海水淡化的研究, 使海水淡化的成本大大降低: 每 m3不到 0 75美元。坦帕湾地区计划 2008年前在

已有的一座海水淡化厂的基础上, 再修建三座海水淡化厂。其中一座正在施工, 日淡化水量为 95 103 m3, 并

最终达到日淡化水量 132 10
3
m

3
的规模。这座海水淡化厂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之一。三座海水淡化

厂的总日淡化水量将达到 270 103 m3。也就是说, 到 2008年, 近 30%的城市供水将来自于海水淡化厂。为使

整个供水区内的水质、水价一致, 淡化的海水与地下水、地表水将首先混和, 然后再送到用户家中。降低海水

淡化成本的关键是降低过滤器的制造成本。在这方面, 坦帕湾地区在技术上有了突破。新加坡政府的有关部长

们在其总理的带领下曾于 1999年专程来到坦帕湾地区参观学习海水淡化技术。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1 4 中水利用

许多生活废水和工农业废水经简单处理后变为中水可直接用于农业和家庭灌溉用水以及家庭生活卫生用

图 3 坦帕地区的雨水处理塘例

Fig 3 A rainwater treatment pond in Tampa Bay area

水。为了鼓励居民利用经过处理的中水, 坦帕

湾地区水管局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供给居民, 并

且没有限量, 即使是在最干旱的时候也不限量。

中水的利用大大减轻了供水的压力。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项措施外, 坦帕湾地区

还要求所有新开发的居民小区, 都要修建雨水

处理水塘(图 3) ; 并鼓励修建透水混凝土停车场、

透水混凝土马路和透水沥青马路。雨水处理水

塘的工作原理是: 居民区的雨水要首先排到本

小区的水塘里, 经沉淀、净化、渗透后, 若还

有多余, 再排入河道或湖泊中。这样做的好处

是: 有利于地下水位的恢复和提高; 有利

于水质的改善; 由于水塘中的水可用于本小

区的绿地灌溉, 从而减轻了总体供水压力;

美化和净化了环境; 大大减轻了城市和下游

防洪的压力, 并降低了城市排水的费用。

2 对我国城乡供水规划的提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乡供水

的矛盾日益突出[ 4]。中国尽管在水资源总量上位居世界前列, 但是由于人口众多, 人均可用水资源却列于 100

名之后。在全国 600余座城市中, 有 400多座供水困难; 而严重缺水的城市有 40多座。作为首都的北京, 几

乎每年都受到缺水的威胁。沿海城市, 如大连、天津、青岛、烟台等, 更是经常发生水荒。在农村, 尤其是北

方农村, 不仅总体水量不足, 而且有限的水源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许多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用水的水质很

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 势必引发供水形势的进一步紧张。如何有效地解决我国

的城乡供水问题, 将是影响我国总体国力快速提高的一个关键因素[ 5, 6]。跨流域调水是一种解决经济发达地区

供水问题的有效措施。由于工程建设成本昂贵, 地缘关系敏感, 环境影响突出, 运行维护费用高等问题, 影响

了该法的应用。提高水价, 用经济杠杆调节用水量, 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势必增加产品的价格,

降低国产品的竞争力。为此, 针对我国实际状况, 结合前述经验, 探讨一下跨流域调水和提高水价之外的其他

供水策略。

2 1 城市供水

内陆城市应主要着眼于就地解决供水问题。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的平均年降水量约 500 mm, 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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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808km2。假定平均有效径流系数为 0 2, 则每年可利用的地表水的理论值为 16 8亿 m3, 即每人每年约有 168

m3 的水可供支配。美国人目前的生活人均日用水量约为 0 265m3, 也即每年 97m3。可见, 如何有效开发利用

当地水资源很值得研究。除了上面谈到的像坦帕湾地区那样修建平原水库、废水利用、雨水处理塘、修建透水

停车场、透水马路外, 当地水源的开发利用还包括: 修建地下水库和屋顶雨水直接回收。地下水库的修建对于

人多地少的我国意义重大。地下水库除工程造价较高是其缺点外, 它有许多优点: 不占地、水体不易被污染、

铲除了蚊子的产卵源。如果能够利用某些闲置的地下工程, 则工程造价也会大大降低。

屋顶雨水直接回收是一项新的技术。目前美国已在一些小城镇推广。其主要思路是: 将屋顶的雨水通过一

套专用系统直接汇集到地下水库, 或其他汇水设施, 而不是排入城市排水系统中。由于屋顶的不透水性, 其径

流系数基本可达 100%。屋顶雨水中除鸟类排泄物之外一般没有其他污染源, 水质经轻微处理后即可达到生活

用水标准。屋顶雨水的直接回收还带来两个额外好处: 一是减轻了雨水对建筑物基础的冲刷; 二是减轻了城市

排水和防洪的压力, 从而降低了排水系统的成本。大连地区沿海岛屿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采用雨水集水池方

式, 缓解了部分散居岛民用水的问题。

对于沿海城市, 尤其是北方沿海城市, 应大力发展海水淡化。海水是一种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水质易控

制, 不受降水影响的水资源。目前全世界有 120多个国家建有海水淡化厂, 包括美国这个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国

家。提到海水淡化,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其高昂的成本, 从而望而却步。实际上, 如果设计得当, 充份利用

先进技术, 相对于跨流域调水, 其成本不但不高, 而且还会低一些,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 这种优势更加突

出。还是以美国坦帕湾地区为例: 该地区正在建设和将要建设的三座大型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将直接利用已建

的三座火力发电厂的冷却水的取水口。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大大降低了海水淡化厂的建设成本。其次是, 一般

而言, 火力发电厂冷却水的取水口的选定已经过严格论证, 水质易达要求, 因此省去了大笔科研经费。第三

是, 排放出来的火力发电厂的冷却水的盐度一般低于原海水的盐度, 而海水淡化厂的排放水的盐度却大大高于

原海水的盐度。两种排放水的混和大大缓和了高盐度污染。而这种污染会导致一些鱼类的死亡。第四是, 海水

淡化厂是一用电大户。紧靠电厂可有效节省输电成本。据计算, 美国坦帕湾地区的淡化水的成本将略低于现有

水价, 即为地下水成本的一倍。

2 2 农村供水

图 4 雨水集水塘事例

Fig 4 A sample rainwater collection pond

在我国农村, 特别是北方干旱地区的农村, 应首先解

决农民的生活用水问题。平原水库, 或雨水集水塘应有助

于解决这个问题。现以山东平度市新河镇为例: 该镇有

25个自然村, 2万多人口, 每个自然村约有 700~ 800人,

人均耕地约为 0 13 hm
2
。因为地处平原, 遇大水年, 水多

为患; 遇干旱年, 人畜饮水困难。为增加耕地, 20世纪

60~ 70年代曾填平了许多自然水塘, 使得自然储水能力

大为减少, 地下水位下降, 水荒、水涝问题更是雪上加

霜。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600 mm。若按有效经流系

数为 0 2计算, 人均年可利用水量为 160m3, 完全可以解

决生活用水问题。因此, 首先应恢复填平的水塘, 以提高

地下水位和调洪能力。在此基础上, 每个自然村修建一个

面积 0 67~ 1 33 hm2, 深 10~ 15m的平原水库, 或水塘。这样尺寸的水塘对于一个 700人口的自然村基本可做

到多年调节。村村有这样一个水塘, 可以涵养地下水源, 改善自然水循环, 即解决了人们的生活生产用水问

题, 作为娱乐、休闲的场所也美化、净化了环境, 对于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图 4为一个乡

村雨水集水塘照片, 目前发挥着较好的作用。

修建雨水集水塘不光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 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在那里修, 修多大, 地下挖多深, 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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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多高的围堰, 应采取什么样的防渗措施等都需要因地制宜地认真研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就是水资源和

生态环境相辅相成的关系, 雨水集水塘的合理规划和管理可以使这两者得到统一。

3 结 语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 水资源将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水荒问题的解决应该主要着

眼于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水淡化; 内陆城市应大力推广雨水直接回收、兴建地下水

库、中水利用、鼓励修建透水马路及透水停车厂等措施。而对于广大农村, 尤其是北方农村, 从洪水资源利用

的角度出发, 可以推广兴建雨水集水塘, 旁侧蓄水池以及中小型水库集水, 并辅以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改善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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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water supply policies in the Tampa Bay area

SU Jun shan1, GAO Bo2, XU Shi guo3

(1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Bureau of Tampa Bay Area, Florida 33601, USA ;

2 Expanding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 Beijing 100044, China;

3 School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heworldwide problem of water shortage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

ous To introdu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other countries, the paper presents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policy in Tampa Bay area Thewater resources in Tampa Bay area mainly rely on groundwa

ter at present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lanning, the 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management method of changing the re

source of water supply from mainly groundwater ( 75% of total water supply) to a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water, ground

water and desalinated water ( 1/ 3 of each) Referring to the success of Tampa, some of new possible water supply measures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pract ical background in China The direct use of rainwater and the reuse of treated wastewater are

two effect ive water saving methods in urban area Desalinated water will play a great rule in the coastal cities For the wide ru

ral area, rainwater collection ponds and small plain reservoirs may be goo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ir water supply condit ion

and water environment

Key words: water supply policies; groundwater; desalinated water; rainwater treatment pond; Tampa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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