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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指导思想 

为了满足偃师市城市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得城市给水规划、建设和管理有序进行，为

指导偃师市城市供水与节约用水工程的建设，使偃师市城区建立合理、完善的城市供水系统，

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满足城区用户对水量、水质、水压的要求，达到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维护偃师市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的目的，特制定《偃师市城市供水与节

约用水专项规划（2017-2030）》（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2条 规划依据 

1、法律及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5）《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6）《中国城市节水 2010 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8）《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 

（9）《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发改环资〔2016〕2849 号) 

（10）《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 

（11）《关于印发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的通知》

（建城[2012]82 号） 

（12）《河南省县城规划建设导则》 

（13）《河南省城市供水与节约用水专项规划编制纲要（试行）的通知》 

（1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的通知》

（豫政办〔2007〕125 号） 

（15）节水型城市目标导则 

2、相关规划及其他资料 

（1）《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2）《偃师市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偃师市南部宜居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4）《偃师市中心城区首阳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5）《偃师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6）《偃师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7）《洛阳市水资源公报》（2013、2014、2015） 

（8）《河南省偃师市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报告》 

（9）偃师市自来水公司提供的现状供水情况 

3、标准及规范 

（1）《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2）《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3）《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 

（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6）《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 

（7）《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2002） 

（8）《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2002） 

（9）《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10）《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版 

（11）《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1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13）《城市给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1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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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 

第3条 规划原则 

遵循城市总体规划、科学预测城市需水量，确定城市给水工程的建设规模；对水资源应

统一整合、管理、分配；结合现状管线合理提出近期、远期城市供水系统建设方案；切实可

行的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实施。 

第4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与《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所确定的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

范围，即指北至邙山山脚、西至汉魏路及夏都大道、东至规划东环路、南至古城快速路以

南 300 米及顾县镇郑西高铁。规划的中心城区含洛北片区、伊洛片区、顾县片区三个主要

发展片区。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为 52 平方公里。 

近期 2020 年，中心城区面积为 38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 35 万人； 

远期 2030 年，中心城区面积为 52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 48 万人。 

第5条 规划年限 

本次供水规划与《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期限保持一致： 

近期规划年限：2017—2020 年 

远期规划年限：2021—2030 年 

第6条 规划目标 

规划总目标为：在《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指导下合理的进行水量预测、

水厂布局及服务范围的确定；逐步推进管网优化改造、系统应急保障措施的建设；优化供水

格局，构建安全、高效的市政供水系统；使偃师市及跨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着力实施“放

心水工程”建设；有条件的区域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实现同城同网同质的供水目标，最终

确保城市供水的安全保障目标。 

规划分目标为： 

 

1、安全保障目标 

（1）城市供水综合保证率≥95%； 

（2）应急保障措施：应保证事故和特殊情况下的应急供水。 

2、水质目标 

（1）2020 年，偃师市供水水质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中规定

的 106 项水质指标的基础上，色度、浊度、pH 值、耗氧量、铁、锰达到更高的水质标准； 

（2）2030 年，偃师市供水水质在 2020 年水质目标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目标的展望。 

3、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目标 

2017 年≤14%；2020 年≤10%；2030 年≤8%。 

4、供水服务目标 

（1）供水普及率 2020 年达到 95％，2030 年达到 100％。 

（2）城市供水管网抢修及时率≥97%； 

（3）城市信息化服务水平：建立一套网络化信息服务系统，实现统一的监测、监管体

系。 

第7条 规划内容 

本规划内容包括预测城市用水量，进行供需平衡分析，确定城市供水系统的布局，选择

城市供水的水源，确定相关设施的位置和用地，提出水资源保护及开源节流要求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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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水量预测和供水规模确定 

第8条 需水量预测 

规划采用分项预测法、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法、城市用地分类法确定需水量。 

采用三种方法预测需水量及城乡统筹建设的原则合理确定偃师市市区需水总量近期为

12 万立方米/日，远期为 16 万立方米/日，详见附表 1。 

第9条 城市供水供需平衡分析 

综合城市需水量的预测、现有供水量能力、自备井的关停计划，偃师市 2020 年、2030

年的城市供水的供需平衡分析详见附表 2。 

第10条 城市供水规模的确定 

根据城市供水供需平衡分析，规划确定偃师市在 2017～2020 年间年新增供水能力 6.9

万立方米/日；使偃师市的供水能力达到 12.4 万立方米/日；2021～2030 年间再新增供水能

力 7.6 万立方米/日，使供水能力达到 20 万立方米/日。 

 

第三章   水源规划 

第11条 水源规划 

近期偃师市城区供水水源仍以地下水为主，但要落实好水源地保护工作。其中，现状第

一水厂仍以现状水源井为主，远期水厂做备用；第二水厂在保留现状水源井的基础上，在纬

四路南侧、洛河北岸新增 8 眼水源井；新建伊洛水厂一期工程以河滩地下水为水源；远期规

划新建顾县水厂以跨区引水（小浪底-巩义）工程为主水源，。 

规划城区其他自备井逐步封存管理作为备用水源；远期待伊河水质达标后可作为城区备

用水源；同时跨区引水（小浪底-巩义）工程远期建成后宜可作为偃师市备用水源及顾县水

厂水源。 

第12条 水源井保护 

本次规划按照孔隙水承压水型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偃师市中心城区水厂水源井保

护区范围。 

一级保护区：划定上部潜水的一级保护区作为承压水的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半径

以 50 米为宜，取值标准宜参考附表 3。 

二级保护区：由于偃师市地下水属于深层承压水，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确定本次规划不设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承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详见附表 4。 

准保护区：必要时将水源的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第四章   给水厂规划 

第13条 给水厂规模和水源 

综合考虑偃师市的给水现状和城市周边的水资源情况，本次规划确定： 

（1）第一水厂 

第一水厂现状规模为 0.4 万立方米/日，规划近期维持现状规模不变，远期转为备用，

水源为地下水。 

（2）第二水厂 

第二水厂现状规模为 3.1 万立方米/日，规划近期扩建规模至 5 万立方米/日，水源为地

下水。 

（3）伊洛水厂 

规划新建洛河水厂，设计规模为 7 万立方米/日，采用河滩取水井群供给。近期 2020

建设规模为 4 万立方米/日，远期 2030 年扩建规模至 7 万立方米/日。 

（4）顾县水厂 

规划新建顾县水厂，设计规模 2 万立方米/日，水源为跨区（小浪底-巩义）引水，伊河

水作为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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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条 给水厂厂址和用地 

（1）第一水厂 

第一水厂位于位于新新南路与首阳路交叉口东南角，占地 16 亩，规划期内水厂规模不

再扩大，因此用地不需要扩大。 

（2）第二水厂 

第二水厂位于华夏路与蔡侯路交叉口东南角，占地 44 亩，规划期已按 5 万立方米/日规

模进行预留，因此用地不需要扩大。 

（3）伊洛水厂 

规划新建伊洛水厂位于洛河以南，伊洛片区的西北角，设计规模为 7 万立方米/日，根

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规划用地面积为 4.3 公

顷，规划部门应予以控制预留。 

（4）顾县水厂 

规划新建顾县水厂位于新一路和工九路西南角，设计规模为 2 万立方米/日，规划用地

面积为 1.5 公顷，规划部门应对水厂用地予以控制预留。 

第15条 给水处理工艺 

（1）第一、第二水厂水源均为深层地下水，水质较好，其现状处理工艺为原水+消毒工

艺。现状供水水质可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的要求。故本规划对于

其处理流程不做变更，如果未来城市供水水质的要求提高，或水源发生污染，其处理工艺应

根据新的供水水质和水源条件进行升级改造。 

（2）新建伊洛水厂 

新建伊洛水厂采用河滩地下水，水质符合国家三类水体水质标准，因此采用常规处理工

艺可以达到国家规定的出厂水水质要求。该常规处理工艺包括絮凝、沉淀、过滤、消毒等。 

（3）新建顾县水厂 

规划的顾县水厂水源为小浪底水库水，其水质属于三类标准。仍采用地表水常规处理工

艺，确保出水水质应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的要求。 

第五章   输水管网规划 

第16条 第一水厂输水管规划 

第一水厂 3 眼取水井均分布于水厂周边，规划保留现状 3 眼水源井输水管，废除三眼水

源井及输水管道，管材为球墨铸铁管。其中第 1 号井眼位于水厂院内；第 4、6 号输水管路

径如下：沿太学路向东至新新南路，再往北至第一水厂；同时废除第 2、3、5 号水源井及配

套输水管道。 

第17条 第二水厂输水管道规划 

规划近期保留现状 20 眼水源井的输水管道，管材为球墨铸铁管。主要沿华夏路、相国

大道、蔡侯路及规划的永宁路铺设。同时为了确保二水厂 5 万立方米/日的供水规模，结合

偃师亳源水务前期水源井选址工作，规划沿纬四路南侧、滨河路南侧、洛河北岸河滩新增 8

眼水源井，沿路铺设 DN200-800 的输水管至第二水厂，规划输水管与现状管网形成互通。 

同时由于城区 4、5、6、7、8、9、10 号井眼运行时间较长，安全供水性较差，且位于

中心城区不利于水源地水源保护，规划待新增 8 眼水源井及管网建设完成后，封存城区现状

1-5 号、1-9 号、3-8 号输水管网及对应水源井，作为城区备用水源。 

第18条 伊洛水厂输水管道规划 

规划伊洛水厂供水规模为 7 万立方米/日，水源为地下水；结合偃师市地下水资源调查

评价报告，在伊河北侧，古城快速路南侧的两河夹滩区共布置 A-J 号水源井 10 眼，作为伊

洛水厂一期 4 万立方米/日的供水水源，输水管道沿夏都大道向南串联 10 眼水源井，其中干

管管径为 DN1000-DN800，支管管径为 DN300。远期随着城市再生水利用率的提高，规划华

润电厂冷却用水接城市再生水管网，同时升级改造华润电厂沿河 1-15 号水源井作为伊洛水

厂水源，规划保留现状洛河南岸 9-15 号水源井输水管，新增 9 号至水厂单根输水管，管径

为 DN800，管长为 2318 米；保留伊河北岸 1-8 号水源井输水管，新增 DN800 输水管向北接

一期输水干管，管长为 61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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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条 顾县水厂输水管道规划 

规划顾县水厂水源接跨区（夏朗地-巩义）引水干管，该输水干管经偃师北部、东部至

巩义市，综合考虑沿新一路（东西向）规划设置两条 DN600 的输水管至水厂，单根管道长

度 3420 米。 

第六章   配水管网规划 

第20条 供水管网分区 

根据偃师市的地势特点、水厂布局将中心城区划分为 3 个供水分区。 

（1）第一供水分区（第二水厂供水） 

第一供水分区为中心城区西北部，陇海铁路~汉魏路~滨河路~经七路合围区域及产业集

聚区北园，面积约为 19.6 平方公里。该区域地势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地面高程约在

110~205 米之间。该区域规划供水量为 6 万立方米/日。 

（2）第二供水分区（伊洛水厂供水） 

第二供水分区包括中心城区东北部和伊洛片区，规划面积约为 25.5 平方公里。其中： 

东北部为陇海铁路~经七路~滨河路~东环路合围规划区域，规划面积 14.5 平方公里，地

面高程在 110~180 米之间。该区域规划供水量为 4.5 万立方米/日。 

伊洛片区：规划面积 11 平方公里，地面高程在 114~122 米之间。该区域规划供水量为

3.5 万立方米/日。 

（3）第三供水分区（顾县水厂供水） 

第三供水分区为顾县片区，规划面积约为 6.9 平方公里，地面高程在 113~123 米之间。

该区域规划供水量为 2 万立方米/日。 

第21条 主干管线布置 

（1）第一供水分区（第二水厂供水）主干管布置 

该区域位于中心城区西、北部，北至北环路一线，西部为首阳山新区，现状配水管网较

少。规划由第二水厂沿蔡侯路出线，沿商都大道（现状）、华夏路（现状）、中州路（现状）；

站南路、杜甫大道（现状）、相国大道、夏都大道（现状）等道路敷设供水干管。同时沿夏

都大道和相国大道向南跨洛河与伊洛水厂主管网连接。 

（2）第二供水分区（第二水厂供水）主干管布置 

东北城区：为城市建成区，现状主要道路已敷设配水管网，其中沿南北向新新南路、槐

新路、东西向商都路、华夏路、伊洛大道等路段均实现双侧铺设给水管，但是部分管网尚未

呈支状敷设，尚未形成环状供给。规划沿工六路跨河引来伊洛水厂供水干管，沿华夏路、太

学路、伊洛大道、上海路新增配水主干管，形成稳定的环状供水格局。 

伊洛片区：为新建区，现状未建供水管网。规划由伊洛水厂出线，沿夏都大道、工一路、

洛偃快速通道、工六路敷设供水干管，同时沿工六路向南延伸，向顾县片区供水。 

（3）第三供水分区（顾县水厂供水）主干管布置 

顾县片区：为新建区，现状未建供水管网。规划由工六路引来供水干管，沿新三路敷设

供水干管。 

第22条 现状配水管网规划 

规划对市政管网统筹考虑。针对城区管道使用情况良好的供水管道，本着节约基础设施

建设费用，充分利用现有设施的原则，本次规划拟对现有管道加以利用，对于部分供水管道

管径偏小的道路，将采用增加一条配水干管的方式，增加该管段输水及配水能力，满足规划

期末城市供水需要。 

第23条 近期配水管网布置 

偃师市的近期发展方向主要为跨河向南发展。城市配水管网近期主要是向南扩建，同时

加快城北集聚区配水管网建设。至 2020 年共规划新增配水管网 117.7 公里；其中 DN200 配

水管网 46.5 公里，DN300 配水管网 36.6 公里，DN400 配水管网 18.5 公里，DN500 及以上配

水管网 16.2 公里。详见附表 5。 

第24条 远期配水管网布置 

规划确定在 2020～2030 年偃师市通过伊洛水厂二期工程的建设，使公共供水能力达到

12 万立方米/日，与之相对应，城市配水管网应再次进行扩建，使城市配水管网能够覆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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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心城区。至 2030 年共规划新增配水管网 86.7 公里；其中 DN200 配水管网 32 公里，DN300

配水管网 27.4 公里，DN400 配水管网 24.2 公里，DN500 及以上配水管网 3.1 公里，详见附

表 6。 

第25条 管材选择 

本规划管材方案为： 

（1）DN300 及以下采用 UPVC 给水管； 

（2）DN400 及以上采用给水球墨铸铁管； 

（3）在局部穿越沟渠等障碍时采用钢管。 

近期城市给水工程管材宜按规划推荐管材执行；远期如有新的管材出现或管材价格出现

较大变动，城市给水工程管材的最终选定应根据工程实施时的实际情况，对当时的各种符合

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的给水管材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后选定。 

第七章   城市节约用水规划 

第26条 节水型城市建设主要指标 

节水型城市建设主要以工业节水、城市生活节水及其他行业节水为考核目标，详见附表

7。 

第27条 工业节水目标 

工业节水主要以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考核目标，详见附表 8。 

第28条 城市生活节水目标 

生活节水主要以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综合生活用水量、公共生活用水重复利用率、供

水管网损漏率及居民生活用水户表率为考核目标，详见附表 9。 

第29条 其它行业节水目标 

其他行业节水主要以节水型卫生器具的普及率、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及再生水利用率为

主要考核目标，详见附表 10。 

 

第八章   城市二次供水规划 

第30条 二次供水规划监管工作 

城市的二次供水主要存在于居住小区、企业单位供水和高层供水。其中，二次供水是目

前高层供水的唯一选择方式。 

（1）对新建设施要加强设计、施工和管理，建立相关规范和办法，从根本上杜绝二次

污染问题，保证供水水质。对已建的二次供水设施，要理顺管理机制，及时对水池水箱进行

清洗，保证水质安全。 

（2）二次供水的设施和处理要求应严格按照《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1997）

执行。 

（3）加强二次供水保洁工作，应定期进行二次供水水池、水箱的清洗保洁。 

（4）加强对水池清洗保洁过程的监督检查。 

（5）加强对水池清洗后的水质抽检工作。 

 

第九章   分期建设规划 

第31条 现状管网利用规划 

在尽可能利用现有管道的同时，急需对配水能力不足的路段进行管网铺设；完善城市给

水管网体系，对现有管径过小，建成年代较早的管段进行更换。同时，规划逐步完善用水计

量设施，推进一户一表的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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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条 近期（2017～2020）建设规划 

近期新建伊洛水厂，一期工程 4 万立方米/日及其相应的配套工程；规划近期增加第二

水厂 8 眼水源井及输水工程建设，使其供水规模达到 5 万立方米/日；配套水厂输水管共计

11.2 公里，详见附表 11。 

随着第二水厂水源扩建工程的实施及伊洛水厂一期工程的建设，规划近期（2017～2020）

新增配水管网 117.6 公里，详见附表 12。 

第33条 近期投资估算 

规划近期规划投资为 2.45 亿元，其中：第二水厂、伊洛水厂水源井及输水工程投资为

0.45 亿元，第二水厂扩建、伊洛水厂一期建设投资为 0.76 亿元，城区配水管网工程投资 1.24

亿元，详见附表 16、17、18。 

第34条 远期（2021～2030）建设规划 

扩建伊洛水厂至 7 万立方米/日，升级改造电厂水源井 15 眼作为伊洛水厂取水水源；新建配

水管网 86.7 公里。详见附表 14 和附表 15。 

 

第十章 管理机构的设置规划 

第35条 管理机构设置 

城市供水项目建设阶段建议成立专门负责项目建设的管理机构——偃师市城市供水与节约用

水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第36条 运行管理 

城市供水项目建成后，由偃师市亳源水务公司负责运行管理，保证城市给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和规划目标的实现。 

第十一章  供水安全保障和检测能力建设规划 

第37条 城市供水水质保障体系  

完善水质监测体系，建立建全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包括：水源、水厂、管网）；建立水厂级化

验室，主要服务于水厂，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水质中心（监测站）增加水质监测项

目及检测频次，达到国内水质监测先进水平；配置先进分析仪器，建立实验室计算机（信息）管

理系统。 

对于城市用户的二次供水系统，进一步加强管理，对二次供水设施采取统一设计、统一施工、

定期清洗消毒措施，以保证二次供水水质合格。 

第38条 城市供水设施保障体系 

（1）水厂系统建设 

偃师市自来水公司现有的地表水厂，在新的规划期内，水源地及水厂提升设备（泵）将全部

逐步更新改造为高效率、低能耗的新型设备；进一步提高水源地及水厂的安全保卫措施，以应对

突发破坏事件的发生。 

（2）供水系统的自动化建设 

规划实施期间将进一步提高水源地、水厂及管网的自动化控制水平，完善对上述给水设施的

控制与管理所采用的远方监视控制与数据收集系统；建立并实施覆盖整个管网的在线仪表监测系

统，监测点要布局合理，能充分反映城市供水管网水质情况。 

第39条 供水安全预警保障体系 

针对各种突发性事件，偃师市人民政府及供水公司应着手编制城市供水系统应急预案，从包

括供水管网的安全预警、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应急专家诊断体系、日常预防预警机制、应急响应、

应急保障、物质和资源储备以及应急终止等各个方面，建立完善的供水安全预警保障体系，为相

关决策部门从技术角度保障供水安全问题提出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http://www.studa.net/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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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条 水质检测能力建设 

偃师市水厂应具备检测《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规定的 106 项指标。 

第41条 水厂应急设施建设 

针对偃师市伊洛水厂使用洛河河滩水在的潜在风险，偃师市自来水公司应建立以下污染应急

预案： 

（1）建立备用地下水源。 

（2）水厂内应按照国家要求储备应急水处理物资。 

（3）组建水厂应急反应职工队伍。 

（4）建立预警响应机制 

 

第十二章 水厂综合防灾规划 

第42条 防洪工程规划 

规划偃师市城市防洪标准按 100 年一遇设防。规划洛河、伊河按 100 年一遇洪水标准建设完

善堤防，中州渠按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防控。夹河滩区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本次规划中第一水

厂、第二水厂和伊洛水厂均位于中心城区，城市防洪措施即可满足水厂防洪要求。 

第43条 消防工程规划 

结合《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确定城市消防站数量 9 个。 

本次规划中第一水厂、第二水厂和伊洛水厂均可满足消防需要。 

第44条 抗震防灾工程规划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偃师中心城区抗震设防基本烈度为 VII 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g。 

在伊洛水厂的建设时，必须进行抗震设防要求的审批，根据审批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第十三章 再生水回用工程规划 

第45条 再生水使用范围 

偃师市再生水主要用于产业集聚区低质工业用水、城市河湖水系、公园的景观用水及市

政浇洒与绿化用水。 

第46条 再生水规模预测 

至 2020 年，偃师市市区再生水利用率为 40%，再生水规模为 3 万立方米/日；至 2030

年，偃师市市区再生水利用率为 60%，再生水规模为 6 万立方米/日。 

第47条 再生水量分配 

1、热电厂再生水量 

大唐洛阳首阳山电厂，装机容量为 1040 兆瓦（2×220 兆瓦+2×300 兆瓦），根据《大唐

洛阳首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水协议》，偃师市污水处理厂近期需向大唐洛阳首阳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再生水不低于 1.0 万立方米/日。远期，该热电厂废除，不再提供再生水。 

华润热电厂，装机容量为 2x50 兆瓦，再生水需水量约 0.3 万立方米/日。 

河南华润电力首阳山有限公司，装机容量为 1200 兆瓦（2x600 兆瓦），再生水需水量约

1.4 万立方米/日。 

2、低质工业用户再生水量 

近期不考虑，远期考虑 10%的工业用水采用再生水。 

2030 年再生水使用量：4.4×0.1=0.5 万立方米/日。 

3、城市杂用水再生水量 

城市杂用水主要用于道路、广场、绿地浇洒用，近期考虑 20%使用再生水，远期考虑

80%使用再生水。 

2020 年再生水使用量：1.66×20%=0.3 万立方米/日。 

2030 年再生水使用量：2.31×80%=1.8 万立方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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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河道补水再生水量 

2020 年河道水系再生水使用量：3.0-1.0-1.4-0.4-0.6=0 万立方米/日。 

2030 年河道水系再生水使用量：6.0-1.4-0.3-0.5-1.8=2 万立方米/日。 

第48条 再生水厂规划 

本次规划在考虑偃师市污水处理厂中增设再生水处理设施。 

根据《偃师市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现状第一污水处理厂在建

再生水输水管线至首阳山电厂，设计规模为 2 万立方米/日，因此，考虑第一污水处理厂近

期再生水规模为 2 万立方米/日。 

根据《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现状第一污水处理厂远期废除，因此在第

一污水处理厂废除时，聚贤污水处理厂增设再生水设施，规模为 3 万立方米/日。 

第三污水处理厂，位于伊河北岸，距离中心城产业聚集区南园和顾县产业聚集区较近，

用于工业低质用水较为方便，再生水回用规模近期 1 万立方米/日，远期 3 万立方米/日，占

地约 5 公顷。 

第49条 再生水管网规划 

保留在建第一污水处理厂至首阳山电厂再生水管线。沿杜甫大道布置再生水管线至产业

聚集区北园，同时在北环路与杜甫大道西南角增设加压泵站 1 座。 

第三污水处理厂沿国道 310 敷设再生水主干管，分别向产业聚集区北园和顾县产业园布

置再生水管线。 

为保证供水的安全性，各园区再生水管线尽可能环状布置。 

第50条 再生水水质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可以满足工业冷却水、城市杂用水标

准、河道景观用水标准的基本要求。对于部分对再生水水质要求较高的用户，可由用户自行

深度处理。 

第51条 再生水系统管理 

（1）严格规范再生水作为城镇杂用水的使用范围，严禁将再生水挪作它用或非法使用。 

（2）必须对再生水的用水量进行必要的限制，用户需按需水量要求使用，做到物尽其用，严

禁浪费。 

（3）用户必须严格遵守再生水收费制度，保证再生水回用的经济性。 

（4）建立完善的事故排除和设备抢修的应变机制 

 

第十四章 规划的实施和管理 

第52条 规划的实施 

根据《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制定了《偃师市城市供水与节约用水专项规划

（2017～2030）》实施进度安排，详见下列实施步聚： 

实施步聚： 

（1）前期阶段 

包括前期实地调研、基础资料收集、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水资源评价、环境影响

评价、土地预审、资金筹措等。 

（2）设计阶段 

 包括水源工程、供水厂工程、配水管网工程、输水管网工程、水源保护工程、节水措施工程

以及控制中心自动化控制、信息与管理系统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3）建设阶段 

 包括水源工程、供水厂工程、配水管网工程、输水管网工程、水源保护工程及控制中心、信

息管理系统的建设。 

第53条 规划的管理 

城市供水与节约用水工程专项规划的管理要求  

（1）加强法规建设，建立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和维护管理方面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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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水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应结合城市道路建设和城区改造同步进行，严格按照城市规划管

理要求进行设计、扩建、审批等各项环节工作。 

（3）做好供水工程设施的维护、运行工作，避免造成停水或水质污染；改善供水设施养护维

修手段，提高养护管理的技术水平。 

（4）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杜绝对地下水资源的无序开采。 

（5）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进一步完善供水行业管理机构。  

 

第十五章 附则 

第54条 规划成果构成 

本规划由文本、图册和附件（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组成。批准后的规划文本和图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55条 规划的批准与法律范围 

（1）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在规划范围内从事与城市供水相关的规划编制、规划

管理和建设活动，均应以本规划为依据。  

（2）在规划实施和管理过程中。除应遵守本文本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和省市现行

的有关法规和标准。 

第56条 规划的实施 

本规划由偃师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建设、规划、财政、公用事业等部门实施，由偃师市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 

第57条 规划的解释 

本规划由偃师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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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需水量预测平均值 

名称 2020 年 2030 年 

分项预测法 12.91 15.97 

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指标法 11.02 15.36 

城市用地分类法 12.21 15.62 

平均值 12.00 15.65 

 

 

附表 2   城区供需平衡分析表    单位：万立方米/日 

项目 2017 年 2020 年 2030 年 备注 

总供水能力 5.5 12.4 20 包括供水厂和再生水厂供水量 

第一水厂 0.4 0.4 停产备用  

第二水厂 3.1 5.0 5.0  

伊洛水厂 —— 4.0 7.0  

顾县水厂 —— —— 2.0  

再生水回用 2.0 3.0 6.0 由再生水厂供给 

新增供水能力 —— 6.9 7.6  

 

 

附表 3  孔隙水潜水型水源地保护区范围经验值 

介质类型 一级保护区半径 R（米） 二级保护区半径 R（米） 

细沙 30～50 300～500 

中砂 50～100 500～1000 

粗砂 100～200 1000～2000 

砾石 200～500 2000～5000 

卵石 500～1000 5000～10000 

 

 

 

 

附表 4  承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保护区 中小型 大型 

一级保护区 
划定上部潜水的一级保护区作为承压水的

一级保护区，方法同孔隙潜水中小型。 

划定上部潜水的一级保护区作为承压水的

一级保护区，划定方法同潜水大型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 不设 (矿区、油田开采区除外) 不设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的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的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附表 5  近期配水管网规划一览表 

道路名称 起止点 管长（米） 管径（毫米） 备注 

商都大道 夏都大道-府佑路 494 DN200 新增 

商都大道 府佐路-经六路 4087 DN200 新增 

华夏西路 夏都大道-府佑路 494 DN200 新增 

东明路 经七路-天津路 4084 DN200 新增 

兴隆路 东环路-迎宾路 3012 DN200 新增 

纬一路 经九路-上海路 1507 DN200 新增 

工区路 经八路-上海路 1748 DN200 新增 

军民路 经二路-经五路 901 DN200 新增 

北环路 文化路-上海路 1339 DN200 新增 

文化路 兴隆路-商都路 586 DN200 新增 

槐新路 太学路-滨河路 842 DN200 双侧新增 

太学路 嵩山路-天津路 1046 DN200 双侧新增 

太学路 迎宾路-文化路 586 DN200 双侧新增 

嵩山路 兴隆路-伊洛大道 2184 DN200 新增 

上海路 商都路-伊洛大道 1654 DN200 双侧新增 

伊洛大道 迎宾路-上海路 1519 DN200 双侧新增 

文化路 北环路-纬一路 846 DN200 新增 

文化路 北环路-纬一路 846 DN200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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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名称 起止点 管长（米） 管径（毫米） 备注 

经九路 工区路-北环路 608 DN200 新增 

纬一路 经八路-经五路 2315 DN200 新增 

经一路 北环路-纬一路 883 DN200 新增 

纬一路 经一路-夷齐路 2221 DN200 新增 

聚贤路 纬二路-商都大道 617 DN200 新增 

夷齐路 纬二路-滨河路 1714 DN200 新增 

荣泰路 纬二路-滨河路 1736 DN200 新增 

牡丹路 商都大道-滨河路 1138 DN200 双侧 

牡丹路 商都大道-滨河路 1138 DN200 双侧 

相国大道 纬二路-中州路 1857 DN200 双侧 

永宁路 夏都大道-相国大道 1805 DN200 新增 

工二路 谷黄路-杜甫大道 996 DN200 新增 

工四路 工一路-工业大道 1674 DN200 新增 

军民路 经一路-夷齐路 2175 DN300 新增 

军民路 杜甫大道-经二路 468 DN300 新增 

安商路 杜甫大道-经五路 1140 DN300 新增 

经二路 北环路-纬一路路 512 DN300 新增 

经五路 北环路-纬一路路 646 DN300 新增 

北环路 经五路-经八路 1641 DN300 双侧新增 

北环路 经八路-文化路 1105 DN300 新增 

迎宾路 纬二路-伊洛大道 2174 DN300 新增 

华夏路 东环路-嵩山路 1541 DN300 双侧新增 

华夏路 东环路-文化路 2146 DN300 双侧新增 

太学路 迎宾路-天津路 2232 DN300 双侧新增 

文化路 太学路-南京路 1320 DN300 新增 

伊洛大道 迎宾路-上海路 1519 DN300 双侧新增 

经八路 北环路-纬一路 931 DN300 新增 

道路名称 起止点 管长（米） 管径（毫米） 备注 

纬一路 经二路-经五路 900 DN300 新增 

纬二路 经六路-新新路 1638 DN300 新增 

夷齐路 北环路-纬一路 567 DN300 新增 

聚贤路 北环路-纬一路 615 DN300 新增 

纬二路 府佐路-聚贤路 1486 DN300 新增 

尚义路 纬二路-滨河路 1709 DN300 新增 

相国大道 纬二路-永宁路 1395 DN300 双侧新增 

谷黄路 工一路-古城快速路 2056 DN300 新增 

工三路 工一路-杜甫大道 2637 DN300 新增 

工七路 新一路-洛偃快速路 1252 DN300 新增 

洛偃快速路 玄奘大道-工八路 1631 DN300 新增 

玄奘大道 新三路-新四路 1153 DN300 新增 

军民路 夷齐路-杜甫大道 575 DN400 新增 

槐新路 纬二路-商都路 502 DN400 新增 

槐新路 太学路-滨河路 842 DN400 双侧新增 

华夏路 槐新路-嵩山路 2337 DN400 双侧新增 

上海路 兴隆路-伊洛大道 2180 DN400 双侧新增 

经六路 纬二路-滨河路 1832 DN400 新增 

相国大道 工一路-古城快速路 1756 DN400 新增 

纬二路 经六路-聚贤路 2731 DN400 新增 

玄奘大道 新一路-古城快速路  1981 DN400 新增 

玄奘大道 新一路-新三路 979 DN400 新增 

蔡侯路 纬二路-商都大道 569 DN400 新增 

新三路 玄奘大道-工八路 2220 DN400 新增 

商都路 经六路-经七路 812 DN500 新增 

杜甫大道 商都大道-滨河路 918 DN500 双侧 

杜甫大道 华夏西路滨河路 425 DN500 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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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名称 起止点 管长（米） 管径（毫米） 备注 

工业大道 杜甫大道-工六路 1690 DN500 新增 

工六路 工业大道-古城快速路 338 DN500 新增 

相国大道 纬四路-永宁路 689 DN600 双侧新增 

蔡侯路 水厂-永宁路 343 DN600 新增 

永宁路 相国大道-聚贤路 1028 DN600 新增 

纬四路 夏都大道-相国大道 2125 DN600 新增 

工业大道 相国大道-杜甫大道 1852 DN600 新增 

古城快速路 工六路-玄奘大道 1898 DN600 新增 

夏都大道 水厂-纬四路 1564 DN800 新增 

夏都大道 水厂-工业大道 450 DN800 新增 

工业大道 夏都大道-相国大道 2042 DN800 新增 

 

 

附表 6  远期配水管网规划一览表 

道路名称 起止点 管长（米） 管径（毫米） 备注 

商都大道 夏都大道-汉魏路 1833 DN200 新增 

永宁路 夏都大道-汉魏路 1700 DN200 新增 

工二路 杜甫大道-工六路 1657 DN200 新增 

太学路 天津路-东环路 2*497 DN200 双侧新增 

东明路 天津路-东环路 498 DN200 新增 

新三路 工六路-新四路 1313 DN200 新增 

新四路 全段 3043 DN200 新增 

工九路 新一路-洛偃快速路 1387 DN200 新增 

天津路 商都路-滨河路 2714 DN200 双侧新增 

上海路 伊洛大道-滨河路 1189 DN200 双侧新增 

嵩山路 南京路-滨河路 546 DN200 新增 

开阳路 商都路-维四路 2197 DN200 新增 

伊洛大道 上海路-东环路 1222 DN200 双侧新增 

道路名称 起止点 管长（米） 管径（毫米） 备注 

新一路 工六路-东环路 3400 DN200 新增 

工六路 新一路-新三路 1069 DN200 新增 

工一路 夏都大道-工六路 6184 DN200 新增 

广阳路 商都路-纬四路 2049 DN200 新增 

纬四路 津阳路-汉魏路 836 DN300 新增 

北环路 夏都大道-汉魏路 1963 DN300 新增 

津阳路 商都路-纬四路 2159 DN300 新增 

伊洛大道 上海路-东环路 1222 DN300 双侧新增 

滨河路 嵩山路-南京路 1981 DN300 新增 

洛偃快速路 工八路-东环路 1178 DN300 双侧新增 

洛偃快速路 新四路-东环路 4471 DN300 双侧新增 

洛偃快速路 玄奘大道-新四路 1641 DN300 新增 

工六路 新三路-新四路 1065 DN300 新增 

玄奘大道 新三路-新四路 2*1149 DN300 双侧新增 

夏都大道 商都大道-华夏西路 2*475 DN300 双侧新增 

天津路 商都路-滨河路 2729 DN300 双侧新增 

工五路 工一路-工业大道 1432 DN300 新增 

汉魏路 中州路-纬四路 757 DN300 新增 

东环路 南京路-商都路 2214 DN300 新增 

工八路 新一路-洛偃快速路 1261 DN300 新增 

工三路 杜甫大道-工六路 1652 DN300 新增 

工六路 工一路-工业大道 820 DN300 新增 

新三路 工八路-东环路 1322 DN400 新增 

华夏西路 夏都大道-汉魏路 1766 DN400 新增 

中州路 相国大道-汉魏路 3504 DN400 新增 

南京路 上海路-东环路 1252 DN400 新增 

东环路 华夏路-洛偃快速路 4948 DN400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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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名称 起止点 管长（米） 管径（毫米） 备注 

上海路 南京路-滨河路 638 DN400 新增 

上海路 伊洛大道-滨河路 1181 DN400 新增 

滨河路 杜甫大道-迎宾路 4183 DN400 新增 

东环路 南京路-洛偃快速路 3278 DN400 新增 

杜甫大道 工一路-古城快速路 2112 DN400 新增 

玄奘大道 滨河路-古城快速路 992 DN500 新增 

滨河路 聚贤路-杜甫大道 1228 DN600 新增 

夏都大道 工业大道-古城快速路 930 DN600 新增 

 

 

附表 7  偃师市节水型城市建设主要指标 

节水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20 年 2030 年 属性 

单位 GDP 用水量 立方米/万元 34 <30 <25 预期性指标 

单位工业增加值取水量 立方米/万元 35 ≤30 ≤20 约束性指标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 % 14 <10 <8 预期性指标 

 

 

附表 8  偃师市工业节水目标 

节水指标 2017 年 2020 年 2030 年 

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m3） 35 ≤30 ≤2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50 ≥60 ≥90 

 

附表 9  偃师市生活节水规划目标 

节水指标 2017 年 2020 年 2030 年 

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L/人·d) 129 130 120 

综合生活用水量(L/人·d) 157 130 120 

公共生活用水重复利用率(%) 50 55 60 

供水管网漏损率 (%) 14 <10 <8 

居民生活用水户表率(%) 85 90 100 

附表 10  其它行业节水规划目标 

节水项目 2017 年 2020 年 2030 年 

节水型卫生器具的普及率（%） ≥95 ≥96 ≥98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70 ≥88 ≥95 

非常规水源利用替代水资源比例（%） ＞10 ＞20 ＞30 

再生水利用率（%） 0 ＞20 ＞50 

 

 

附表 11  近期建设规划水源、给水厂主要工程量表 

序号 名  称 规 模 备注 

一 水源工程 

1 第二水厂新增水源井， 8 眼 二水厂达到 5 万吨/日 

2 伊洛水厂新建水源井 10 眼 一期 4 万吨/日 

二 给水厂工程 

1 第二水厂扩建工程 5 万立方米/日 扩建 

2 伊洛水厂新建工程 4 万立方米/日 新建规模 

 

 

附表 12  近期建设规划输水管道工程量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一 新增第二水厂输水管 

1 球墨铸铁管 DN200 米 949 

2 球墨铸铁管 DN400 米 206 

3 球墨铸铁管 DN600 米 1894 

4 球墨铸铁管 DN800 米 1733 

二 新建伊洛水厂输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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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球墨铸铁管 DN300 米 3000 

2 球墨铸铁管 DN500 米 1000 

3 球墨铸铁管 DN800 米 500 

4 球墨铸铁管 DN1000 米 1958 

三 合计   11240 

 

 

附表 13  近期建设规划配水干管工程主要工程量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材料 单位 数量 备注 

1 UPVC 给水管 DN200 UPVC 米 46477 配水管道 

2 UPVC 给水管 DN300 UPVC 米 36589 配水管道 

3 给水球墨铸铁管 DN400 球铁 米 18504 配水管道 

4 给水球墨铸铁管 DN500 球铁 米 4183 配水管道 

5 给水球墨铸铁管 DN600 球铁 米 7935 配水管道 

6 给水球墨铸铁管 DN800 球铁 米 4056 配水管道 

7 合计   米 117744  

 

 

附表 14  远期建设规划给水厂工程主要工程量表 

序号 名称 规模 备注 

一 水源工程 

1 伊洛水厂新增水源井 15 眼 改造电厂水源井 

2 顾县水厂水源 5609*2 双根输水管 

二 给水厂工程 

1 伊洛水厂扩建工程 7 万 m³/d 新建规模 

2 第一水厂停产备用 0 万 m³/d 停产备用 

3 新建顾县水厂 2 万 m³/d 新建规模 

 

附表 15  远期建设规划新建配水干管工程主要工程量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材料 单位 数量 备注 

1 UPVC 管 DN200 UPVC 米 32001  

2 UPVC 管 DN300 UPVC 米 27381  

3 给水球墨铸铁管 DN400 球铁 米 24184  

4 给水球墨铸铁管 DN500 球铁 米 992  

5 给水球墨铸铁管 DN600 球铁 米 2158  

6 合计   米 86716  

 

 

附表 16   近期规划供水工程投资估算总表 

序号 工程项目和费用名称 合计（亿元） 

一 近期工程总投资 2.45 

1 第二水厂新增、伊洛水厂建设输水工程 0.45 

2 第二水厂扩建、伊洛水厂一期工程 0.76 

3 配水管网工程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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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   第二水厂、伊洛水厂输水工程投资估算表 

工程和 

费用名称 

技术经济指标 估算金额（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位价 

值(元) 

建筑 

工程 

安装 

工程 

设备及工 

具购置费 
合计 

第一部分费用 

（泵站及管网铺设费用） 
   20 2897.2 60 3325.07 

 
第二水厂新增水

源井 
眼 8  10 10 30 400 

 
伊洛水厂新建水

源井 
眼 10  10 10 30 500 

井群

及输

水管 

DN200 输水管线 米 949 500.00  47.45  47.45 

 DN300 输水管线 米 3000 700.00  210  210 

 

DN400 输水管线 米 206 950.00  19.57  19.57 

DN600 输水管线 米 1894 2000.00  1002.4  1002.4 

 DN800 输水管线 
米 

2233 2500.00  558.25  558.25 

 DN1000 输水管线 米 1958 3000.00  587.4  587.4 

第二部分费用 

（其他费用） 
      681.35 

一、二费用合计       4006.42 

工程预备费       400.6 

流动资金       103.2 

工程投资总计       4510.2 

 

附表 18  第二水厂、伊洛水厂建设工程投资估算表 

工程和 

费用名称 

技术经济指标 估算金额（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位价 

值(元) 

建筑 

工程 

安装 

工程 

设备及

工器具

购置费 

其他 

费用 
合计 

第一部分费用 

（水厂建设费用） 
   3100.00 1000.00 1600.00  5700.00 

·

水厂

改扩

建工

程 

扩建第二水

厂（5 万吨/

日） 

座 1.00  300.00 100.00 200.00  600.00 

新建伊洛水

厂（4 万吨/

日） 

座 1.00  2800.00 900.00 1400.00  5100.00 

第二部分费用 

（其他费用） 
      1140.00 1140.00 

一、二费用总计    3100.00 1000.00 1600.00 1140.00 6840.00 

工程预备费        684.00 

流动资金        75.20 

工程投资总计        7599.2 

 

 

附表 19  近期配水管网工程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和费 

用名称 

技术经济指标 估算金额（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位价 

值(元) 

建筑 

工程 

安装 

工程 

其他 

费用 
合计 

第一部分费用 

（配水管网工程） 
    10172.55  10172.55 

1 
UPVC 给水管 

DN200 
米 46477 550.00  2556.24  2556.24 

2 UPVC 给水管 米 36589 800.00  2927.12  29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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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和费 

用名称 

技术经济指标 估算金额（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位价 

值(元) 

建筑 

工程 

安装 

工程 

其他 

费用 
合计 

DN300 

3 
给水球墨铸 

铁管 DN400 
米 18504 1050.00  1942.92  1942.92 

4 
给水球墨铸 

铁管 DN500 
米 4183 1300.00  543.79  543.79 

5 
给水球墨铸 

铁管 DN600 
米 7935 1600.00  1269.6  1269.6 

6 
给水球墨铸 

铁管 DN800 
米 4056 2300.00  932.88  932.88 

第二部分费用 

(其它费用) 
     997.58 997.58 

第一、二部分 

费用合计 
    10306.51 997.58 11170.13 

工程预备费       1117.1 

流动资金       124.28 

近期配水管网 

工程投资 
      1241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