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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论 

第一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1 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1 月） 

（5）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1 号） 

（6）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9 年 7 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02 年 3 月） 

（8） 《污水处理设施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 

（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技术政策》（建科〔2006〕100 号） 

（1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试行）》（建城

〔2009〕23 号） 

（11） 《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建

科〔2009〕23 号） 

（1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再生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

（建城〔2012〕197 号） 

（1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3〕23 号） 

（14）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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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17）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

65 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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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建城〔2017〕116 号） 

（20）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城市河流清洁行动计划的通知》（豫

政〔2014〕53 号） 

（21）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豫政〔2014〕72 号） 

（22）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碧水工程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豫政〔2015〕86 号） 

（23）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意见》

（豫发〔2016〕39 号》 

（24）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县城规划建设导则的通知》

（豫政办〔2016〕213 号） 

（25）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豫政〔201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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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9 个实施

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7〕5 号） 

（27）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的通知》（豫政办〔2017〕77 号） 

（28） 《关于印发洛阳市十三五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总体实施方案

（2017-2019 年）的通知》（洛政办〔2017〕13 号） 

2、技术规范标准 

（1）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3）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2012） 

（4） 《铁路给水排水设计规范》（TB10010-2016） 

（5）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20014-2006）2016 年版 

（6）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7）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2002） 

（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10）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692-2015） 

（1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分类》（GB/T 18919-2002） 

（1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 

（1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02) 

（14）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 

（15）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GB20922-2007） 

（16） 《城市污水再生回灌农田安全技术规范》（GB/T22103-2008） 

（17）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GB/T25499-2010） 

（18）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16） 

（1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 

（2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GB/T24188-2009） 

（2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分类》（GB/T23484-2009） 

（2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混合性填埋污泥》（GB/T23485-2009） 

（23）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单独焚烧用泥质》（GB/T24602-2009） 

（24）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制砖用泥质》（GB/T25031-2010） 

（2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水泥熟料生产用泥质》（CJ/T314-2009） 

（26）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27）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177-2004） 

（28）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29）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2012） 

（30）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31）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 

3、相关规划 

（1） 《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2） 《偃师市顾县镇总体规划（2014-2030）》 

（3） 《偃师市城市排水（雨水）防涝专项规划（2014-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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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偃师市中心城区首阳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5） 《偃师市中心城区东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6） 《偃师市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7） 《偃师市首阳山镇工业园区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 

（8） 《偃师市鞋业产业园区规划设计》 

（9） 《洛阳市偃师市 310 国道沿线规划设计》 

4、其他 

（1） 2010-2015 年洛阳水资源公报 

（2） 1：10000 地形图合图(2012 年数据) 

（3） 偃师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4） 《偃师市城镇污泥处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4 年 5 月） 

（5） 《洛阳华润热电有限公司生活垃圾（含固体废物等）焚烧发电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2016 年 8 月） 

（6） 《偃师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版）》（2017

年 2 月） 

（7） 《偃师市第四污水处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版）》（2018 年 6 月） 

（8） 甲方提供其他资料 

第二条 规划原则 

1、加强评估，科学分析 

以系统调研和现状分析为基础，加强评估偃师市地形地势、污水与污泥处理、再

生水利用等情况，科学分析偃师市污水处理、污泥处置、再生水利用中的限制因素，

明确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尊重自然，统筹规划 

全面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将污水处理作为改善偃师市水生态环境的关键环节，坚

持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城乡总体规划、外围片区规

划相衔接，与环境改善需求相适应，与环保产业发展相促进，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内

容和布局。 

3、突出重点，科学引导 

重点建设和完善污水配套管网，提高管网覆盖率和污水收集率。通过加强技术指

导和资金支持，加强污水提标改造和再生水利用设施的建设，科学确定设施建设标准，

因地制宜选用处理技术和工艺。 

4、严格标准，分期实施 

适度提高污水及再生水系统建设标准，严格控制处理标准，满足各类用户和排放

要求，同时遵循建设的时序性，坚持整体规划、分期实施，兼顾近远期发展需求。 

适度提高污水及再生水系统建设标准，严格控制处理标准，满足各类用户和排放

要求，同时遵循建设的时序性，坚持整体规划、分期实施。兼顾近远期发展需求。 

第三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偃师市中心城区，与《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保持一致，

含洛北片区、伊洛片区、顾县片区三个主要发展片区。 

本次规划的中心城区南至古城快速通道南 300 米及顾县镇郑西高铁、北至邙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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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西至汉魏路及夏都大道、东至规划东环路，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为 52 平方千

米，规划人口 48 万人，以省政府最终批准的偃师市总体规划为准，并兼顾城市周边

乡村的污水收集与处理。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规划水平年为 2016 年，规划期限：2017－2030 年，其中近期：2017－2020 年，

远期：2021－2030 年。 

第五条 规划目标 

加快污水及污泥处理、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设，构建干支配套的管网系统，建成设

施完善、运营高效、监管科学的处理及利用体系，提升污泥无害化处理、污水再生利

用水平，有效削减污染负荷，促进偃师市水污染防治、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各项

工作，推动偃师市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文明城市。 

至 2020 年，中心城区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污水处理率达到 90%以上，污水处理

厂出水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以上，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0%以上。 

至 2030 年，污水处理率达到 100%，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污

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60%。 

第六条 规划思路 

以偃师市现状存在问题为基础，以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承载能力为目标，以

设施建设和运行保障为主线，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大投入，加快形成“厂网并举、

泥水并重、再生利用”的设施建设格局，强化政府责任，健全法规标准，完善政策措

施，加强运营监管，全面提升设施运行管理水平。 

第七条 技术路线 

结合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通过现场踏勘和座谈，掌握现状情况

和部门的管理需求，识别问题挑战；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和文件要求，借鉴其他城市规

划经验，明确目标方向；在问题与目标双重导向的基础上，进而构建污水与再生水利

用设施与管网支撑系统。根据规划方案体系，探索实施途径；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

百城提质相关要求，明确近期行动计划和规划实施保障。  



偃师市城市污水专项规划（2017-2030）                                                                                                                                                                           文本 

5 
 

第二章  污水工程规划 

第八条 排水体制选择 

规划采用雨、污完全分流的排水体制。老城区合流制管渠结合“百城提质项目

工程”进行完全分流制改造，近期难以全面进行分流制改造的暂采用截流式合流制，

并逐渐向分流制过渡；其余新建地区均采用雨污分流制。 

第九条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规划 

1、排水区域划分 

根据城市规划布局，参照自然地形地势，结合现状污水系统分区情况及区域外村

庄排污需求，确定四个污水排放分区。 

偃师东区污水系统：核心范围为东环路、商城路、北环路、滨河路围合的区域，

总服务面积 22.0 平方千米； 

偃师西区污水系统：核心范围为商城南路、汉魏路、北环路、滨河路围合的区域，

总服务面积 38.5 平方千米； 

偃师伊洛片区污水系统：核心范围为洛河、古城快速通道、310 国道、夏都大道

围合的区域，总服务面积 25.6 平方千米； 

偃师顾县片区污水系统：核心范围为顾县镇镇区，总服务面积 18.5 平方千米。 

2、污水量预测 

至 2030 年，偃师平均日污水总量为 12.95 万吨/日，其中市东区 3.86 万吨/日、

市西区 4.15 万吨/日、伊洛片区 2.96 万吨/日、顾县片区 1.98 万吨/日。 

3、污水处理厂布局及用地规划 

偃师各污水处理厂的规划情况详见表 1： 

表 1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规划一览表 

名称 
现状设计处理

规模（万吨/日） 

近期设计处理

规模（万吨/日） 

远期设计处理

规模（万吨/日） 

用地面积 

（公顷） 

偃师市污水处理厂 4.0 4.0 废除 —— 

偃师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1.0 废除 —— —— 

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 —— —— 4.0 6.01 

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 —— 3.0 5.0 6.64 

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 1.0 1.5 3.0 5.48 

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 —— 0.75 2.0 3.90 

（1）规划近期保留偃师市污水处理厂，远期废除；新建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

（偃师市东区污水处理厂），位于华夏路与六县环高速公路东侧，设计总处理规模为

4.0 万吨/日，占地总面积约 6.01 公顷。 

（2）规划近期废除偃师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现状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

（偃师市西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后总处理规模达到 5.0 万吨/日，占地总面积约 6.64

公顷。 

（3）扩建现状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偃师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建后总处

理规模达到 3.0 万吨/日，占地总面积约 5.48 公顷。 

（4）新建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偃师市第四污水处理厂），位于偃师市顾

县南环路和青龙河交叉处西南角，设计总处理规模为 2.0 万吨/日，占地总面积约 3.90

公顷。 

4、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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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入城市污水系统的城市综合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其水质应符合《污水排入

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692-2015）的要求，达不到标准的单位应自设污水处

理设施后达标排放。 

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中一级 A 标准，再生水利用的还需满足相关再生水利用标准。 

5、污水处理厂工艺选择 

偃师各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详见表 2： 

表 2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一览表 

名称 现状工艺 新建/改建/扩建主体工艺 备注 

偃师市东屯污水 

处理厂 
—— 

改良型氧化沟→絮凝沉淀池+纤维转

盘滤池 

与偃师市污水处理厂工

艺一致，方便管理运营 

偃师市聚贤路污水

处理厂 

改良型氧化沟→机械搅拌混凝反应+斜板沉淀+纤

维转盘滤池 
与在建工程工艺一致 

偃师市岳滩污水 

处理厂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改良卡鲁塞尔氧化沟→高密

度沉淀池+纤维转盘滤池 

与改造工程中采用的工

艺一致 

偃师市南环路污水

处理厂 
—— 

A2/O工艺→机械搅拌混凝反应+斜板

沉淀+纤维转盘滤池 

与可研报告中采用的工

艺一致 

第十条 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规划 

对于城中村、城郊村生活污水，原则上全部接入最近的污水管网。无法接入的城

中村污水近期可采用微动力生化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分散处理，远期结合城中村改造和

道路建设排入市政管网系统；无法接入的城郊村污水可采用厌氧+湿地、微动力处理

等生态化污水处理技术。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应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满足综合利用的要求。 

第十一条 污水管网及泵站规划 

1、污水干管布局 

（1）市东区污水系统 

槐新路、东明路污水干管系统：槐新路 d500-d1350 污水管，收集周边区域污水，

最后通过东明路现状 d1350 污水干管向东接入文化路现状 d1350 污水干管中； 

现状文化路污水干管系统：文化路现状 d500-d800 污水管，收集周边区域污水向

南排入偃师市污水处理厂； 

规划东明路、东环路、华夏路污水干管系统：沿东明路规划 d1350 污水干管，将

东明路和文化路收集的污水截流，向东排入东环路变更设计的 d1350 污水干管，然后

向北接入华夏路规划 d1350 污水干管，最后向东汇流至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 

（2）市西区污水系统 

现状华夏西路、府佑路干管系统：华夏西路现状 d1000-d1100 污水干管收集周边

区域污水，向西通过府佑路现状 d1000 污水干管排入偃师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现状中州路干管系统：汉魏路现状 d400-d500 污水管、开阳路及津阳路等南北向

道路 d500 污水管收集污水，通过中州路现状 d500-d800 污水管截留该区域污水向东

排入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近期府佑路南段规划 d1000 污水干管将污水从市第二污水处

理厂排入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 

现状太和路干管系统：太和路现状 d600-d1000，收集府佑路以东、永宁路以南

区域污水，并承接府佑路以西区域的污水，最后通过滨河路规划 d1000 污水干管、聚

贤路 d1000 污水干管排入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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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国大道、永宁路干管系统：相国大道北段 d500 污水管收集产业集聚区北园聚

贤路以西部分的污水；根据现状管道特点及道路竖向分析，通过相国大道南段、蔡侯

路现状 d500-d600 污水管以及府佐路规划 d500 污水管，分段截流商都大道现状

d400-d600 污水管、华夏西路现状 d1000-d1100 污水管向南分流，接入永宁路 d600 污

水干管，最后通过聚贤路现状 d1000 污水干管排入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 

规划荣泰路、牡丹路、滨河路干管系统：沿荣泰路规划 d500-d600 污水干管，收

集产业集聚区北园聚贤路以东部分的污水及其道路两侧的污水，向南接入华夏西路现

状 d800 污水管，然后通过牡丹路规划 d800 污水管接入滨河路规划 d800 污水干管，

最后向西排入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 

（3）伊洛片区污水系统 

规划学府路干管系统：沿学府路规划 d500 污水干管，收集道路两侧的污水，向

东接入杜甫大道现状 d500-d600 污水干管； 

现状杜甫大道干管系统：杜甫大道现状 d400-d600 污水干管收集周边区域污水向

南接入古城快速通道现状 d1100 污水干管； 

现状古城快速通道、310 国道污水干管系统：古城快速通道现状 d500-d1100 污

水干管收集杜甫大道以西、古城快速通道以北区域的污水向东接入 310 国道现状

2-d1100 污水干管，最后向南排入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 

（4）顾县片区污水系统 

规划纬三路、经一路干管系统：沿纬三路规划 d500 污水干管，收集道路两侧污

水，向东接入经一路 d500 污水干管，最后向南接入南环路 d600-d800 污水干管； 

规划老 310 国道、南环路干管系统：沿老 310 国道规划 2-d500 污水干管，向东

接入经二路规划 d600 污水干管，然后向北接入南环路规划 d600-d800 污水干管，最

后向东排入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 

2、管网改造规划 

（1）现状管网改造 

规划废除兴隆街、洛神路、新新路、迎宾路、槐新路等道路上的老旧污水管道或

者经排水能力核算管径较小不满足排污需求的污水管道，新建 d500-d600 污水管道。 

（2）雨污合流管改造 

规划对城区现存雨污合流管进行改造，具体详见表 3。 

表 3 雨污分流改造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起/止点） 
改造方式 

1 
兴隆北一街 

（兴隆街/商都路） 

原雨污合流边沟用作雨水边沟，新建 d500污水管道，接入商

都路 d500现状管道。 

2 
迎宾路 

（兴隆街/商都路） 
原 d400雨污合流管用作污水管，新建雨水管道。 

3 
商都南路 

（商都路/滨河路） 

原雨污合流管用作雨水管，新建 d500污水管，商都路至东明

路段污水接入华夏路现状 d400污水管道，东明路至滨河路段

污水接入滨河路规划 d500 污水管。 

4 
张衡路 

（商都路/滨河大道） 

原雨污合流渠用作雨水渠，新建 d500污水管，接入滨河路规

划 d500污水管。 

5 
槐新路 

（下穿中州渠） 

新建一段下穿中州渠 d500 污水管道，将槐新路中州渠北侧

d500污水管道（现状直排中州渠）向南接入 d600改造管道。 

3、城市水系截污工程规划 

（1）中州渠截污 

沿中州渠（新庄村段）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汇集到新庄村东侧施工设计的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200 吨/日，占地面积约 230 平方米）；沿中州渠（018

乡道-规划相国大道）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向东接入相国大道规划 d500-d600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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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道，最后通过永宁路 d600 污水管、聚贤路 d1000 污水管排入偃师市聚贤路污水

处理厂；沿中州渠（建龙吸附材料产业园-杏园村）两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分

别向北、向南跨中州渠汇入杏园村施工设计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200

吨/日，占地面积约 230 平方米）；沿中州渠（杏园村-向阳路东段）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汇入石峡村施工设计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400 吨/日，占地

约 390 平方米）；沿中州渠（向阳路东段-槐新路）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向

南跨中州渠接入中州渠（杏园村-新新路东）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最后汇入磷肥

厂施工设计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400 吨/日，占地约 390 平方米）；沿中

州渠（槐新路-仁义沟）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向南跨中州渠接入仁义沟施工

设计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200 吨/日，占地约 230 平方米）；沿中州渠（文

化路-314 省道）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向北接入中州渠（仁义沟-中州渠人工湿地）

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最后向东进入洛阳中州渠人工湿地。 

（2）偃登渠截污 

沿偃登渠（洛神路-太学路）西侧敷设 d600 截污管道，接入文化路现状 d800 污

水管道；沿偃登渠（太学路-伊洛大道）敷设 d800 截污管道，接入东明路现状 d800

污水管道，最后向西进入文化路现状 d800-d1350 污水管道。 

（3）涝洼渠截污 

沿涝洼渠（东罗洼村、前李村）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向北接入涝洼渠（东

罗洼村-古城快速通道）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最后向东汇入古城快速通道现

状 d700 污水管道；沿涝洼渠（相国大道-碧云路）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接入碧

云路现状 d500 污水管道；沿涝洼渠（碧云路-古城快速与涝洼渠交叉处）南侧、涝洼

渠（古城快速与涝洼区交叉处-杜甫大道）北侧分别敷设 d500 截污管道，接入古城快

速通道现状 d1000 污水管道；沿涝洼渠（杜甫大道-310 国道）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

道，分别接入工业大道规划 d600 污水管道和 310 国道现状 2-d600 污水管道；沿涝洼

渠（310 国道-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东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向南接入偃师市岳

滩污水处理厂。 

4、管材选用 

从管道价格、承压能力、施工难易、密封性能及收水水质角度出发，建议在本规

划范围内 d≥500 的排水管道选用承插式钢筋混凝土管，橡胶圈接口；d＜500 的排水

管道选用 HDPE 双壁波纹管；压力管道、过河管道、过铁路管道选用钢管。 

5、污水泵站规划 

近期在东环路与华夏路交叉处东南角设置一座污水提升泵站，规模为 1.0 万吨/

日，占地面积约 550 平方米，主要将东环路收集的污水提升至文化路现状 d800 污水

管道中；远期待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建成之后，该泵站废除。 

规划远期废除涝洼渠三污泵站和三污工业废水泵站，保留中州渠人工湿地泵站。 

第十二条 事故应急规划 

建立防火、防水、防停电，紧急救援组织、制度，并配备设施；制定应急救援预

案、定期进行演练；加强管道、设备巡视、巡查，防患于未然。 

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提升泵站设计及建造时，通过采用二级负荷、设置事故排放口、

设计备用设施等措施，加强抗灾能力。 

及时汇总、处理社会和公众反馈的信息，对微小事故和事故隐患提高警惕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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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再生水利用工程规划 

第十三条 再生水用途 

规划偃师市的再生水供应以电厂冷却水、景观用水和城市杂用水为主。 

第十四条 再生水需水量预测 

规划至 2030 年，偃师市再生水需水量合计 11.90 万吨/日，其中生态景观用水 1.61

万吨/日，电厂冷却水需求量 5.50 万吨/日，城市杂用水量 2.38 万吨/日，灌溉用水 2.41

万吨/日。 

第十五条 再生水水厂规划 

规划 4 座再生水厂，再生水厂和污水处理厂结合布置，总规模为 11.2 万吨/日。 

1、偃师市东屯再生水厂 

规划近期保留偃师市再生水厂，远期废除。新建偃师市东屯再生水厂，与远期

规划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合建，规划规模 3.2 万吨/日，主要供偃登渠、中州渠东

段、老城湖、东明湖等景观用水，东区城市杂用水及周边农业灌溉用水。 

2、偃师市聚贤路再生水厂 

与现状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合建，规划规模 4.0 万吨/日，主要供华润首阳

山电厂用水，聚贤河、汉魏河、中州渠西段、汉魏湖、聚贤湖、府前湖等景观用水，

西区城市杂用水。 

3、偃师市岳滩再生水厂 

与现状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合建，规划规模 2.4 万吨/日，主要供涝洼渠、帝

都渠、涝洼湖等景观用水，伊洛片区城市杂用水及周边农业灌溉用水。 

4、偃师市南环路再生水厂 

与规划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合建，规划规模 1.6 万吨/日，主要供新顾县渠

景观用水，顾县片区城市杂用水及周边农业灌溉用水。 

再生水厂可供水量及再生水水量分配情况，详见表 4： 

表 4 中心城区再生水厂可供水量及再生水水量分配一览表 

 

 

 

 

 

 

 

万吨/日 

名称 

污水厂近期 

规模 

污水厂远期 

规模 

再生水厂近期

规模 

再生水厂远期

规模 

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 1.5 3.0 1.2 2.4 

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 0.75 2.0 0.6 1.6 

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 3.0 5.0 2.4 4.0 

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 -- 4.0 -- 3.2 

偃师市污水处理厂 4.0 废除 2.0 -- 

 

         万吨/日 

名称 

远期供应 

规模 

工业 

用水量 

河道景观 

用水量 

杂用 

用水量 

农业 

用水量 

偃师市岳滩再生水厂 2.4 -- 0.56 0.47 0.44 

偃师市南环路再生水厂 1.6 -- 0.26 0.37 0.88 

偃师市聚贤路再生水厂 4.0 
华润首阳

山：2.5 
0.49 0.86 -- 

偃师市东屯再生水厂 3.2 -- 0.3 0.68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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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再生水水质 

再生水水质应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T18918-2002）中一

级 A 标准并满足再生水回用的相关行业标准。 

第十七条 再生水管网布局 

1、供水压力 

再生水管网工作压力不高于 0.25 兆帕。 

2、再生水管网系统规划 

规划建设 4 个再生水管网系统： 

（1）偃师市东屯再生水厂管网系统 

规划沿华夏路、东环路、东明路、商都路、槐新路敷设 DN300-DN700 再生水干

管，其它道路规划敷设 DN200-DN300 再生水支管。 

（2）偃师市聚贤路再生水厂管网系统 

规划沿华夏西路、相国大道、中州路敷设 DN300-DN800 再生水干管，其它道路

规划敷设 DN200-DN300 再生水支管。 

（3）偃师市岳滩再生水厂管网系统 

规划沿古城快速通道、杜甫大道敷设 DN300-DN600 再生水干管，其它道路规划

敷设 DN200-DN300 再生水支管。 

（4）偃师市南环路再生水厂管网系统 

规划沿老 310 国道、南环路敷设 DN400-DN500 再生水主管，其它道路规划敷设

DN200-DN300 再生水支管。 

3、再生水泵站规划 

规划两处再生水加压泵站，分别位于杜甫大道与北环路交叉口东南角、槐新路

与北环路交叉口西南角，规模分别为 0.3 万立方米/日、0.5 万立方米/日，占地面积约

400 平方米。 

4、取水设施规划 

规划区内设置 17 处取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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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污泥及副产品处理处置规划 

第十八条 污泥规划原则 

（1）注重环境保护、注重资源利用的原则 

（2）污水污泥同步处理的原则 

（3）处理与处置统一协调的原则 

（4）统一规划、远近结合、突出重点原则 

第十九条 污泥产生量预测 

本规划采用产泥系数法估算污泥量，根据确定的规划参数和规划的污水量,预测

近期至 2020 年偃师市湿污泥产量 69.4 吨/日（含水率＜80%），远期至 2030 年偃师市

湿污泥产量 119 吨/日（含水率＜80%），详见表 5： 

表 5 中心城区污泥量预测表 

名称 
近期规模 

（吨/日，含水率<80%) 

远期规模 

（吨/日，含水率<80%) 

偃师市污水处理厂 30.0 废除 

偃师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废除 -- 

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 -- 34.0 

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 22.5 42.5 

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 11.3 25.5 

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 5.6 17.0 

注：近远期均接收洛阳、孟州等外来污泥量 90 吨/日，含水率<80%） 

第二十条 污泥处理处置方法 

目前处理方法主要有：污泥稳定、污泥干化、污泥焚烧。 

参考国内外污泥处理处置的经验，同时考虑偃师市的实际情况，采用卫生填埋、

土地利用、建筑材料利用多种方法作为偃师市污泥的最终出路。 

第二十一条 污泥处理处置规划方案 

结合现状污泥处置中心运行情况，规划近期按照就近处置的原则，偃师市污水处

理厂、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

以及洛阳、孟州等外来的污泥，在各自厂内厂内经浓缩、脱水含水率降至 80%后，

再运输至偃师市污泥处置中心进行混合焚烧处置，焚烧后的残渣可作建筑材料使用。 

远期采用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偃师市南环路污水

处理厂以及洛阳、孟州外来的污泥，在各自厂内经浓缩、脱水处理含水率降至 80%后，

再运输至现状北环路污泥处置中心进行集中混合焚烧处置。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

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在各自厂内经浓缩、深度脱水处理含水率降至 60%后，

再运输至规划的偃师市东屯污泥处置中心进行集中混合堆肥处置。 

第二十二条 污泥处置设施布局及用地 

规划保留现状北环路污泥处置中心（洛阳华润热电厂内），处置能力 340 吨/日，

污泥车间建筑面积约 300平方米，对偃师市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南环路污水处

理厂及洛阳、孟州等外来污泥进行混合焚烧处置。 

远期在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西侧新建一处偃师市东屯污泥处置中心，处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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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 100吨/日，占地面积约 2.0 公顷，主要对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偃师市聚贤

路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进行堆肥处置。 

规划顾县垃圾填埋场（规模为 240吨/日）、邙岭垃圾填埋场（规模为 200吨/日）

和牛庄垃圾填埋场（规模为 200吨/日）作为备用污泥处置场所。 

第二十三条 其他副产品处理利用规划 

污泥在焚烧时，产生的热量可进行热能利用，其焚烧残渣可用于建筑材料；污泥

在堆肥处置后用于农业、园林绿化及土地改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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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排水监控管理信息系统 

第二十四条 排水监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原则 

（1）经济实用性 

采用先进、成熟和高起点的现代信息技术及性能稳定的硬件平台，监控系统要具

备良好体系结构、人性化操作界面和稳定运行机制，同时还要充分考虑系统的经济性

和实用性，合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 

（2）开放可扩展性 

因为信息技术发展很快，远程监控系统的建设需要具有适度前瞻性，综合采用模

块化的设计架构，有利于与其它系统的集成和对接，充分保证系统的开放性和可扩充

性，为系统技术更新、功能升级留有余地。 

（3）安全保密性 

为加强系统安全建设，从系统安全性、数据安全性、网络传输安全性等多方面来

保障系统的长期、稳定和可靠运行。系统设计必须采用严格的安全保密措施，保证内

部信息不被窃取；并充分利用开发工具所具有的网络级、数据库级、文档级、文档区

域段级和文档内域级安全保密机制，实现数据加密，保障数据安全。 

（4）标准规范性 

信息定义统一，编码统一，执行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 

第二十五条 偃师市排水监控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 

规划偃师排水监控系统采用集散式设计理念，按照多级监控中心设计。偃师市公

共事业局作为排水系统的总监控中心，偃师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污水及再生水处理厂

内建立二级分控中心。总控中心负责对整个城区排水系统进行全面的监控和管理，二

级分控中心负责辖区内排水设施的监控和管理。 

（1）总控中心 

总控中心是一个具有中央监控和调度功能的、数字化、分布式数据采集、监视及

控制系统，是系统的核心，主要由服务器、计算机、大屏显示系统、打印机及系统软

件组成。不仅可以实现实时监视和集中控制的目的，还可以为公共显示、监控和管理

提供一个交互界面，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公共显示、集体会议及生产调度的需要。 

（2）市政工程管理处分控中心 

偃师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分控中心需配置数据库服务器、通信服务器、视频客户端、

数据客户端和显示屏等硬件设备并安装监控软件系统，保证现场回传数据和视频的实

时存储和显示，并在局域网内共享；同时分控中心软件系统通过数据接口将主干管网

代表性检查井的水位、水质监测数据或实时视频传送给总控中心。 

（3）污水及再生水处理厂分控中心 

为实现总控中心集中监控，偃师市污水处理厂分控中心可进行适当硬软件更新升

级，通过通信接口从现有监控软件平台中获取监控数据；偃师市东屯污水处理厂、偃

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以及配套

建设的再生水厂需在测控终端增加数据采集和设备控制模块，最后将这些监控数据连

同监控视频一并传送给总控中心。 

污水处理厂采集主要是进出厂水质、水温和水量，沉淀池和贮泥池液位，水泵和

水处理设备运行状态等数据信息等。再生水厂采集主要是水厂内进出厂水质和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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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池、沉淀池和过滤池液位，水泵和消毒设备运行状态等数据信息等。 

（4）代表性检查井监控设备 

主要在现状及规划干管汇入检查井设置监控点位，选用相适应的液位计、流量计

终端监测管道水位和流量，并通过 GPRS 或 4G 网络将数据传送至市政工程管理处分

控中心，为管道疏通维护及时提供数据及视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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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二十六条 建设时序 

近期建设规划期限为 2017-2020 年。 

第二十七条 建设范围 

中心城区近期建设用地面积约 38 平方千米。 

第二十八条 近期建设目标 

1、至 2020 年，加快污水收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善主干支污水管网，

解决污水排放问题，污水处理率达到 90%以上。 

2、至 2020 年，重点解决电厂冷却用水的问题，加快配套再生水管网及再生水加

压泵站建设，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0%以上。 

3、至 2020 年，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以上。 

第二十九条 近期建设内容 

1、污水厂及污水泵站建设 

近期完成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偃师聚贤路污水处理厂、中州渠沿线一体化

污水处理设施和东环路污水提升泵站的建设，完成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的扩建，具

体详见表 6： 

 

 

表 6 近期污水厂及污水泵站建设规模表 

名称 位置 
现状设计处理规模 

（万吨/日） 

近期设计处理规模 

（万吨/日） 

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 伊河大桥东侧、伊河以北 1.0 1.5 

偃师市南环路污水 

处理厂 

南环路与青龙河交叉处 

西南角 
—— 0.75 

偃师市聚贤路污水 

处理厂 

滨河路与聚贤路交叉口 

东北角 
—— 3.0 

中州渠沿线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新庄村（1 处）、杏园村

（2 处）、石峡村（1 处）、

磷肥厂（1 处）、仁义沟

（1 处） 

—— 0.16 

东环路污水提升泵站 
东环路与华夏路交叉口 

东南角 
—— 1.0 

2、再生水厂及再生水泵站建设 

近期完成偃师市再生水厂、偃师市岳滩再生水厂、偃师市聚贤路再生水厂和南环

路再生水厂的建设，完成杜甫大道再生水加压泵站的建设，详见表 7： 

表 7 近期再生水厂及再生水泵站建设规模表 

名称 位置 
现状规模 

（万吨/日） 

近期规模 

（万吨/日） 

杜甫大道再生水 

加压泵站 

杜甫大道与北环路交叉

口东南角 
—— 0.3 

偃师市再生水厂 
东明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西南角 
—— 2.0 

偃师市岳滩再生水厂 伊河大桥东侧、伊河以北 —— 1.2 

偃师市聚贤路再生水厂 
滨河路与聚贤路交叉口

东北角 
—— 2.4 

偃师市南环路再生水厂 
南环路与青龙河交叉 

处西南角 
—— 0.6 

3、污水管网工程 

近期污水管网工程包括新建配套污水管网建设、老旧污水管网改造和雨污合流制

管网改造，详见附表 2、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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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建配套污水管网 

新建配套污水管网主要沿东环路、华夏路东延、夏都大道等骨干道路，东明路、

文化路、太学路、府佐路等城市断头路敷设，新建污水管网总长约 81.43 千米。 

（2）老旧污水管网改造 

对新新路、迎宾路、兴隆街、洛神路、槐新路等道路上老旧管径偏小的污水管道

进行改造，改造老旧污水管网总长约 3.36 千米。 

（3）雨污合流管网改造 

对张衡路、迎宾路、商都南路上的雨污合流管进行改造（废除原有雨污合流管，

另建 d500 污水管道），改造雨污合流管总长 3.12 千米。 

在兴隆北一街雨污合流管末端增设截流井，晴天时，污水流至截流井后，会被井

内堰墙挡住，直接通过污水管道进入污水处理厂；雨天时，雨水和污水混流，量小时，

继续经过污水管流向污水处理厂；量大时，水则漫过堰墙排入偃登渠。 

4、截污管网工程 

沿渠道敷设截污管道，总长约 27.16 千米。其中，中州渠截污管道约 19.22 千米，

偃登渠截污管道约 1.57 千米，涝洼渠截污管道约 6.37 千米，详见附表 4。 

（1）中州渠截污 

沿中州渠（新庄村段）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汇集到新庄村东侧施工设计的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200 吨/日，占地面积约 230 平方米）；沿中州渠（018

乡道-规划相国大道）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向东接入相国大道规划 d500-d600 污

水管道，最后通过永宁路 d600 污水管、聚贤路 d1000 污水管排入偃师市聚贤路污水

处理厂；沿中州渠（建龙吸附材料产业园-杏园村）两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分

别向北、向南跨中州渠汇入杏园村施工设计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200

吨/日，占地面积约 230 平方米）；沿中州渠（杏园村-向阳路东段）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汇入石峡村施工设计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400 吨/日，占地

约 390 平方米）；沿中州渠（向阳路东段-槐新路）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向

南跨中州渠接入中州渠（杏园村-新新路东）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最后汇入磷肥

厂施工设计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400 吨/日，占地约 390 平方米）；沿中

州渠（槐新路-仁义沟）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向南跨中州渠接入仁义沟施工

设计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 200 吨/日，占地约 230 平方米）；沿中州渠（文

化路-314 省道）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向北接入中州渠（仁义沟-中州渠人工湿地）

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最后向东进入洛阳中州渠人工湿地。 

（2）偃登渠截污 

沿偃登渠（洛神路-太学路）西侧敷设 d600 截污管道，接入文化路现状 d800 污

水管道；沿偃登渠（太学路-伊洛大道）敷设 d800 截污管道，接入东明路现状 d800

污水管道，最后向西进入文化路现状 d800-d1350 污水管道。 

（3）涝洼渠截污 

沿涝洼渠（东罗洼村、前李村）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向北接入涝洼渠（东

罗洼村-古城快速通道）北侧施工设计 d500 截污管道，最后向东汇入古城快速通道现

状 d700 污水管道；沿涝洼渠（相国大道-碧云路）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接入碧

云路现状 d500 污水管道；沿涝洼渠（碧云路-古城快速与涝洼渠交叉处）南侧、涝洼

渠（古城快速与涝洼区交叉处-杜甫大道）北侧分别敷设 d500 截污管道，接入古城快

速通道现状 d1000 污水管道；沿涝洼渠（杜甫大道-310 国道）北侧敷设 d500 截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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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分别接入工业大道规划 d600 污水管道和 310 国道现状 2-d600 污水管道；沿涝洼

渠（310 国道-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东侧敷设 d500 截污管道，向南接入偃师市岳

滩污水处理厂。 

5、污泥处理处置工程 

近期偃师市污水处理厂、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偃

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以及洛阳、孟州等外来的污泥，在各自厂内经浓缩、脱水含水

率降至 80%后，再运输至偃师市北环路污泥处置中心进行混合焚烧处置。 

6、再生水管网工程 

近期再生水管道主要沿城市主干路敷设，新建再生水管道总长约 38.58 千米，详

见附表 5。 

（1）东区再生水管网工程 

从偃师市再生水厂引出，沿东明路敷设 DN300-DN400 再生水干管，供给老城区

市政杂用水。 

（2）西区再生水管网工程 

从偃师市聚贤路再生水厂引出一根 DN800 再生水管至华夏西路，沿华夏西路、

杜甫大道、北环路分别敷设 DN500、DN400～DN500、DN300 再生水管，主要向华

润热电厂供冷却水；沿华夏路、汉魏路敷设 DN600 再生水管，主要向华润首阳山热

电厂供冷却水；从华夏西路沿相国大道向南引出一根 DN400 再生水管至中州路，沿

中州路敷设DN300-DN400再生水管，主要供聚贤湖、相国湖补水及沿线市政杂用水。 

（3）伊洛片区再生水管网工程 

从偃师市岳滩再生水厂引出，沿 310 国道、古城快速通道分别敷设 DN600、

DN200～DN600 再生水管道，主要供涝洼渠补水及沿线市政杂用水。 

（4）顾县片区再生水管网工程 

从偃师市南环路再生水厂引出，沿老 310 国道、南环路分别敷设 DN200-DN400、

DN500 再生水管道，主要供沿线市政杂用水；沿经一路、纬三路敷设 DN300 再生水

管，主要供沿线市政杂用水。 

7、监测系统工程 

近期构建偃师市排水监控管理信息系统： 

（1）总监控中心 

偃师市公共事业局作为排水系统的总监控中心，配套建设主要由服务器、计算机、

大屏显示系统、打印机及系统软件组成的总控中心硬件设备。 

（2）二级分控中心 

偃师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为二级分控中心，配置建设数据库服务器、通信服务器、

视频客户端、数据客户端和显示屏等硬件设备并安装监控软件系统。 

偃师市各个污水及再生水处理厂作为二级分控中心。为实现总控中心集中监控，

偃师市污水处理厂分控中心可进行适当硬软件更新升级，通过通信接口从现有监控软

件平台中获取监控数据；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偃师市

南环路污水处理厂以及配套建设的再生水厂需在测控终端增加数据采集和设备控制

模块，最后将这些监控数据连同监控视频一并传送给总控中心。 

（3）污水管网监控点位 

在现状及规划干管汇入检查井，设置监控点位，选用相适应的液位计、流量计终

端监测管道水位和流量，并通过 GPRS 或 4G 网络将数据传送至市政工程管理处分控



偃师市城市污水专项规划（2017-2030）                                                                                                                                                                           文本 

18 
 

中心，为管道疏通维护及时提供数据及视频信息。 

第三十条 投资估算 

至 2020 年，污水及再生水设施建设总投资约 3.82 亿元，其中污水厂及污水泵站、

再生水厂及再生水泵站建设投资约 2.01 亿元，污水管网工程总投资 1.15 亿元，截污

管网工程投资约 3312.25 万元，再生水管网工程投资约 2240.20 万元，监测系统工程

投资约 1019 万元。详见附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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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相关规划衔接 

第三十一条 规划衔接 

（1）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应将污水专项规划的污水、再生水、污泥等相关内容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文本、图纸和说明书，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一部分。 

（2）城市排水（雨水）防涝专项规划应根据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订，着

重分析规划水系、雨水管线与污水管线的竖向交叉问题，满足各类工程管线垂直净距

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最小垂直净距要求。 

（3）供水节水专项规划应考虑与污水工程专项规划中供水指标选择、再生水利

用规划的衔接，提高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节约用水和再生水的利用。 

（4）城市综合管廊及管线综合规划应考虑与污水工程专项规划中污水管网系统、

再生水管网系统规划的衔接，考虑管线是否入廊、管廊断面形式、管线敷设方式、管

线与管廊平面和竖向控制要求等。 

（5）城市水系专项规划应考虑与污水工程专项规划中城市水系截污规划、再生

水资源利用规划的衔接，加强水系水质保护，加大再生水在河道湖泊景观用水中的利

用。 

（6）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考虑与污水工程专项规划中城市水系截污规划、再生

水资源利用规划的衔接，通过敷设截污管道拦截入河渠排放口，消除沿河点源污染，

综合治理中州渠、黑臭水体、再生水补给、水生态系统恢复方面给出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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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三十二条 管理措施 

1、统一组织实施 

本规划方案一经批准，由偃师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偃师市各委、局和各级

政府必须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城市排水规划的重要性，维护城市排水规划的严肃性、

权威性，切实保障城市排水规划对全市城乡建设的指导作用。 

2、完善编制体制 

本规划批准后，应在本规划的指导下开展下一层次的有关规划，继续城市控制性

详细规划以及修建性详细规划中的排水规划。 

3、实施 

城市总体规划是城市建设发展的依据，城市专项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

它的实施应密切配合城市的各专项规划分步骤进行。 

第三十三条 配套保障 

1、加强宣传力度，鼓励公众参与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利益和主张。有计

划、有选择的设立“排水设施开放日”，宣传建设成就，普及排水知识，提高公众意

识，消除认识误区。 

2、增加投入，加强给排水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厂网并举，管网先行”的原则，完善城市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提高城市污

水集中处理程度，消除市内劣 V 类水体。 

加强排水设施的监控，主要的排水管、出水口等重要节点均应安装流量测量等在

线监测设施，及时为管理和调度提供依据。 

3、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 

推动节水技术和设备的升级改造，加大节水力度，降低单位 GDP 用水量，提高

工业用水重复率，提高整个偃师市的循环经济水平。 

4、提供政策保证，加强法制建设，健全环保法规和标准体系 

加强地方立法，完善地方给排水管理标准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创新管理机制，

明确目标，落实责任，严格执行，水污染排水总量控制制度，及排污许可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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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 

比例（%） 

R 居住用地 1147.72 29.94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 
215.25 5.61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89.36 7.55 

M 工业用地 997.38 26.02 

W 物流仓储用地 81.89 2.14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584.27 15.24 

U 公用设施用地 31.46 0.82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486.42 12.69 

 城市建设用地 3833.75 100 

 

附表 2 近期新建配套污水管网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起止点 
长度

（米） 

污水管径 

（毫米） 

时间安排 

（年） 

西区污水管网系统 

1 广阳路 商都大道-中州路 1312 d500 2019 

2 广阳路 中州路-太和路 407 d500 2019 

3 广阳路 太和路-滨河路 275 d600 2019 

4 津阳路 太和路-滨河路 298 d500 2019 

5 开阳路 太和路-滨河路 309 d500 2019 

6 夏都大道 商都大道-华夏西路 2*440 d500 2018 

7 夏都大道 华夏西路-永宁路 2*427 d500 2018 

8 夏都大道 太和路-滨河路 2*575 d500 2018 

9 府佑路 中州路-太和路 467 d1000 2018 

10 府佑路 太和路-滨河路 372 d500 2018 

11 府佐路 铁南一路-永宁路 1188 d500 2019 

12 相国大道 北环路-商都大道 1461 d500 2019 

13 相国大道 永宁路-中州路 426 d500 2019 

14 蔡候路 铁南一路-商都大道 491 d500 2020 

15 聚贤路 铁南一路-商都大道 631 d500 2020 

16 聚贤路 永宁路-滨河路 157 d1000 2018 

17 杜甫大道 铁南一路-商都大道 739 d500 2019 

18 杜甫大道 华夏西路-滨河路 377 d500 2019 

19 牡丹路 华夏西路-滨河路 667 d800 2018 

20 张衡路 铁南一路一夏都大道 547 d500 2020 

21 华夏西路 汉魏路-府佑路 2030 d500-d600 2019 

22 永宁路 相国大道-聚贤路 877 d600 2018 

23 滨河路 汉魏路-广阳路 441 d600 2019 

24 滨河路 广阳路-夏都大道 1015 d500 2019 

25 滨河路 夏都大道-太和路 1742 d500 2018 

26 滨河路 牡丹路-张衡路 346 d500 2019 

27 滨河路 相国大道-聚贤路 1027 d1000 2019 

28 滨河路 聚贤路-牡丹路 2469 d800 2018 

东区污水管网系统 

29 新星路 商都路-洛神路 183 d400 2019 

30 新星路 华夏路-滨河路 975 d500 2019 

31 新新路 铁北一路-民主路 271 d500 2018 

32 新新路 华夏路-滨河路 870 d500 2018 

33 文化路 北环路-铁北一路 858 d500 2018 

34 文化路 铁北一路-军民路 201 d800 2018 

35 文化路 伊洛大道-滨河路 881 d500 2018 

36 嵩山路 兴隆街-南京路 2560 d500 2018 

37 上海路 南京路-滨河路 2*614 d50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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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重庆路 太学路-东明路 292 d500 2020 

39 重庆路 南京路-滨河路 623 d500 2020 

40 天津路 商都路-华夏路 2*475 d500 2019 

41 天津路 南京路-滨河路 2*505 d500 2019 

42 东环路 商都路-华夏路 2*486 d800 2018 

43 东环路 华夏路-东明路 769 d1350 2018 

44 东环路 东明路-伊洛大道 442 d1000 2018 

45 东环路 伊洛大道-南京路 464 d600 2018 

46 兴隆街 嵩山路-文化路 548 d500 2019 

47 商都路 嵩山路-东环路 2*1384 d500 2019 

48 洛神路 民康路-文化路 428 d500 2020 

49 华夏路 文化路-东环路 2028 d1000 2019 

50 华夏路 东环路-文化路 2210 d350 2018 

51 太学路 文化路-东环路 1691 d500 2019 

52 东明路 商都南路-新新路 717 d500 2018 

53 东明路 偃登渠-东环路 1800 d1350 2018 

54 伊洛大道 迎宾路-崇山路 864 d600 2018 

55 伊洛大道 嵩山路-东环路 1919 d1000 2018 

56 南京路 迎宾路-文化路 2*517 d500 2020 

57 南京路 迎宾路-东环路 2*2650 d500 2020 

58 滨河路 张衡路-文化路 3568 d500 2019 

59 滨河路 嵩山路-南京路 2002 d500 2019 

伊洛片区污水管网系统 

60 夏都大道 伊洛水厂-古城快速通道 1772 d400-d500 2019 

61 学府路 昌平路-杜甫大道 1402 d500 2020 

62 工业大道 夏都大道-岳西三路 1095 d500 2020 

63 工业大道 杜甫大道-310 国道 1588 d500 2019 

顾县片区污水管网系统 

64 老 G310 洛偃快速通道-经二路 2*3287 d500 2019 

65 经二路 老 G310-南环路 470 d600 2019 

66 南环路 经二路-经一路 710 d600 2019 

67 南环路 
经一路-偃师市南环路 

污水厂 
1150 d800 2019 

68 纬三路 G310-经一路 2868 d500 2020 

69 经一路 经三路-南环 420 d500 2020 

 

附表 3 近期改造污水管网统计表 

序号 
工程 

名称 
起止点 

长度

（米） 

污水管径 

（毫米） 

时间安排 

（年） 

老旧污水管网改造 

1 新新路 华夏路-太学路 248 d500 2018 

2 槐新路 铁北一路-华夏路 1406 d600 2018 

3 迎宾路 华夏路-太学路 459 d500 2018 

4 兴隆街 迎宾路-文化路 707 d500 2019 

5 洛神路 嵩山路-文化路 542 d500 2020 

雨污合流管网改造 

6 迎宾路 兴隆街-商都路 401 d400 2018 

7 
商都南

路 
商都路-滨河路 1472 d500 2020 

8 张衡路 夏都大道-滨河路 1250 d500 2020 

9 
兴隆北

一街 
兴隆街-商都路 设置截流井 2019 

 

附表 4 近期截污管网建设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起止点 
长度 

（米） 

污水管径 

（毫米） 

时间安排 

（年） 

1 

中州渠 

截污管 

新庄村段 625 d500 2018 

2 现状 018 乡道-相国大道 1833 d500 2018 

3 
建龙吸附材料产业园- 

杏园村 
2*1276 d500 2018 

4 杏园村-槐新路 2133 d50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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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杏园村-磷肥厂处 

污水处理站 
1612 d500 2018 

6 槐新路-仁义沟 510 d500 2018 

7 仁义沟-中州渠人工湿地 6510 d1000 2018 

8 文化路-现状 314 省道 3445 d500 2018 

9 偃登渠 

截污管 

洛神路-太学路 755 d600 2018 

10 太学路-伊洛大道 809 d800 2018 

11 

涝洼渠 

截污管 

夏都大道-古城快速通道 896 d500 2018 

12 相国大道-碧云路 818 d500 2018 

13 碧云路-杜甫大道 1282 d500 2018 

14 杜甫大道-310 国道 1566 d500 2018 

15 
310 国道-偃师市岳滩污水

厂 
1806 d500 2018 

 

附表 5 近期再生水管网建设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起止点 
长度 

（米） 

再生水管径 

（毫米） 

时间安排 

（年） 

1 华夏西路 汉魏路-杜甫大道 5685 DN500- DN600 2018 

2 汉魏路 华夏西路-商都大道 403 DN600 2018 

3 相国大道 华夏西路-中州大道 932 DN400 2018 

4 聚贤路 聚贤路再生水厂-华夏西路 390 DN800 2018 

5 东明路 东环路-商都南路 4532 DN300-DN400 2018 

6 杜甫大道 华夏西路-北环路 2058 DN400-DN500 2019 

7 
古城快速通

道 

偃师市岳滩再生水厂-夏都

大道 
7242 DN200-DN600 2019 

8 经一路 纬三路-南环路 419 DN300 2019 

9 纬三路 经一路-经五路 2339 DN300 2019 

10 老 310 国道 偃洛快速通道-东环路 4889 DN200- DN400 2019 

11 中州路 相国大道-汉魏路 3409 DN300-DN400 2020 

12 北环路 华润热电厂-相国大道 4287 DN300 2020 

13 南环路 经一路-南环路再生水厂 1127 DN200- DN500 2020 

14 东环路 老 310 国道-南环路 867 DN500 2020 

 

附表 6 近期污水厂及污水泵站、再生水厂及再生水泵站建设投资估算表 

名称 
近期建设规模

（万吨/日） 

投资估算      

（亿元） 
备注 

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 0.5 0.15 

污水处理设施工程投资按 3000

万元/（万吨/日）估算 
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 0.75 0.23 

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 3.0 0.90 

中州渠沿线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0.16 0.04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投资按

2500 元/（吨/日）估算 

东环路污水提升泵站 1.0 0.05 污水、再生水泵站按 500 万元/ 

（万吨/日）估算 
杜甫大道再生水加压泵站 0.3 0.02 

偃师市再生水厂 2.0 0.20 

再生水厂投资按 1000 万元 

/（万吨/日）估算 

偃师市聚贤路再生水厂 2.4 0.24 

偃师市岳滩再生水厂 1.2 0.12 

偃师市南环路再生水厂 0.6 0.06 

 

附表 7 近期新建配套污水管网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起止点 长度（米） 
污水管径 

（毫米） 

投资估算 

（万元） 

西区污水管网系统 

1 广阳路 商都大道-中州路 1312 d500 118.08 

2 广阳路 中州路-太和路 407 d500 36.63 

3 广阳路 太和路-滨河路 275 d600 33.00 

4 津阳路 太和路-滨河路 298 d500 26.82 

5 开阳路 太和路-滨河路 309 d500 27.81 

6 夏都大道 商都大道-华夏西路 2*440 d500 79.20 

7 夏都大道 华夏西路-永宁路 2*427 d500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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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起止点 长度（米） 
污水管径 

（毫米） 

投资估算 

（万元） 

8 夏都大道 太和路-滨河路 2*575 d500 103.50 

9 府佑路 中州路-太和路 467 d1000 98.07 

10 府佑路 太和路-滨河路 372 d500 33.48 

11 府佐路 铁南一路-永宁路 1188 d500 106.92 

12 相国大道 北环路-商都大道 1461 d500 131.49 

13 相国大道 永宁路-中州路 426 d500 38.34 

14 蔡候路 铁南一路-商都大道 491 d500 44.19 

15 聚贤路 铁南一路-商都大道 631 d500 56.79 

16 聚贤路 永宁路-滨河路 157 d1000 32.97 

17 杜甫大道 铁南一路-商都大道 739 d500 66.51 

18 杜甫大道 华夏西路-滨河路 377 d500 33.93 

19 牡丹路 华夏西路-滨河路 667 d800 113.39 

20 张衡路 铁南一路一夏都大道 547 d500 49.23 

21 华夏西路 汉魏路-府佑路 2030 d500-d600 213.15 

22 永宁路 相国大道-聚贤路 877 d600 105.24 

23 滨河路 汉魏路-广阳路 441 d600 52.92 

24 滨河路 广阳路-夏都大道 1015 d500 91.35 

25 滨河路 夏都大道-太和路 1742 d500 156.78 

26 滨河路 牡丹路-张衡路 346 d500 31.14 

27 滨河路 相国大道-聚贤路 1027 d1000 215.67 

28 滨河路 聚贤路-牡丹路 2469 d800 419.73 

东区污水管网系统 

29 新星路 商都路-洛神路 183 d400 10.98 

30 新星路 华夏路-滨河路 975 d500 87.75 

31 新新路 铁北一路-民主路 271 d500 24.39 

32 新新路 华夏路-滨河路 870 d500 78.30 

33 文化路 北环路-铁北一路 858 d500 77.22 

34 文化路 铁北一路-军民路 201 d800 34.17 

序号 工程名称 起止点 长度（米） 
污水管径 

（毫米） 

投资估算 

（万元） 

35 文化路 伊洛大道-滨河路 881 d500 79.29 

36 嵩山路 兴隆街-伊洛大道 2560 d500 230.4 

37 上海路 南京路-滨河路 2*614 d500 91.62 

38 重庆路 太学路-东明路 292 d500 49.14 

39 重庆路 南京路-滨河路 623 d500 110.52 

40 天津路 商都路-华夏路 2*475 d500 26.28 

41 天津路 南京路-滨河路 2*505 d500 56.07 

42 东环路 商都路-华夏路 2*486 d800 165.24 

43 东环路 华夏路-东明路 769 d1350 192.25 

44 东环路 东明路-伊洛大道 442 d1000 84.15 

45 东环路 伊洛大道-南京路 464 d600 269.15 

46 兴隆街 嵩山路-文化路 548 d500 92.82 

47 商都路 嵩山路-东环路 2*1384 d500 249.12 

48 洛神路 民康路-文化路 428 d500 49.32 

49 华夏路 文化路-东环路 2028 d1000 354.96 

50 华夏路 东环路-文化路 2210 d350 198.9 

51 太学路 文化路-东环路 1691 d500 425.88 

52 东明路 商都南路-新新路 717 d500 1310.75 

53 东明路 偃登渠-东环路 1800 d1350 450.0 

54 伊洛大道 迎宾路-崇山路 864 d600 64.53 

55 伊洛大道 嵩山路-东环路 1919 d1000 752.85 

56 南京路 迎宾路-文化路 2*517 d500 5.04 

57 南京路 迎宾路-东环路 2*2650 d500 477.0 

58 滨河路 张衡路-文化路 3568 d500 321.12 

59 滨河路 嵩山路-南京路 2002 d500 180.18 

伊洛片区污水管网系统 

60 夏都大道 洛河南路-岳南二路 1621 d500 145.89 

61 学府路 昌平路-杜甫大道 1402 d500 1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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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起止点 长度（米） 
污水管径 

（毫米） 

投资估算 

（万元） 

62 工业大道 夏都大道-岳西三路 1095 d500 98.55 

63 工业大道 杜甫大道-310 国道 1588 d500 142.92 

顾县片区污水管网系统 

64 老 310 国道 洛偃快速通道-经二路 2*3287 d500 591.66 

65 经二路 南环路-310 国道 470 d600 56.40 

66 南环路 经二路-经一路 709 d600 85.08 

67 南环路 
经一路-偃师市南环路污水

处理厂 
1152 d800 195.84 

68 纬三路 310 国道-经一路 2868 d500 258.12 

69 经一路 南环路-纬三路 420 d500 37.80 

 

附表 8 近期污水管网改造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起止点 
长度 

（米） 

污水管径 

（毫米） 

投资估算 

（万元） 

老旧污水管网改造 

1 新新路 华夏路-太学路 248 d500 22.32 

2 槐新路 铁北一路-华夏路 1406 d600 168.72 

3 迎宾路 华夏路-太学路 459 d500 41.31 

4 兴隆街 迎宾路-文化路 707 d500 63.63 

5 洛神路 嵩山路-文化路 542 d500 48.78 

雨污合流管网改造 

6 迎宾路 兴隆路-商都路 401 d400 24.06 

7 商都南路 商都路-华夏路 459 d500 41.31 

8 张衡路 夏都大道-滨河路 1250 d500 112.50 

9 兴隆北一街 兴隆街-商都路 设置截流井 0.80 

 

附表 9 近期截污管网建设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起止点 
长度 

（米） 

污水管径 

（毫米） 

投资估算 

（万元） 

1 中州渠 

截污管 

新庄村段 625 d500 56.25 

2 现状 018 乡道-相国大道 1833 d500 164.97 

3 
建龙吸附材料产业园- 

杏园村 
2*1276 d500 229.68 

4 杏园村-槐新路 2133 d500 191.97 

5 
杏园村-磷肥厂处 

污水处理站 
1612 d500 145.08 

6 槐新路-仁义沟 510 d500 45.9 

7 仁义沟-中州渠人工湿地 6510 d1000 1367.1 

8 文化路-现状 314 省道 3445 d500 310.05 

9 偃登渠 

截污管 

洛神路-太学路 755 d600 90.6 

10 太学路-伊洛大道 809 d800 137.53 

11 

涝洼渠 

截污管 

夏都大道-古城快速通道 896 d500 80.64 

12 相国大道-碧云路 818 d500 73.62 

13 碧云路-杜甫大道 1282 d500 115.38 

14 杜甫大道-310 国道 1566 d500 140.94 

15 310 国道-偃师市岳滩污水厂 1806 d500 162.54 

 

附表 10 再生水管网建设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名称 位置/起止点 
长度 

（米） 

再生水管径 

（毫米） 

投资估算 

（万元） 

1 华夏西路 汉魏路-杜甫大道 5685 DN500-DN600 596.93 

2 汉魏路 华夏西路-商都大道 403 DN600 48.36 

3 中州路 相国大道-汉魏路 3409 DN300-DN400 153.41 

4 相国大道 华夏西路-中州大道 932 DN400 55.92 

5 聚贤路 聚贤路再生水厂-华夏西路 390 DN800 66.30 

6 杜甫大道 华夏西路-北环路 2058 DN400-DN500 154.35 

7 东明路 东环路-商都南路 4532 DN300-DN400 203.94 

8 古城快速通道 
偃师市岳滩再生水厂-夏都

大道 
7242 DN200-DN600 543.15 

9 经一路 纬三路-南环路 419 DN300 12.57 

10 纬三路 经一路-经五路 2339 DN300 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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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位置/起止点 
长度 

（米） 

再生水管径 

（毫米） 

投资估算 

（万元） 

11 老 310 国道 偃洛快速通道-东环路 4889 DN200- DN400 146.67 

12 北环路 华润热电厂-相国大道 4287 DN300 128.61 

13 南环路 
经一路-偃师市南环路 

再生水厂 
1127 DN200- DN500 33.81 

14 东环路 老 310 国道-南环路 867 DN500 26.01 

 

附表 11 监测系统工程建设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名称 位置 
投资估算

（万元） 

1 偃师市公共事业局总控中心 偃师市公共事业局内 22 

2 
偃师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分控中心 
偃师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内 47 

3 
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及再生水处

理厂分控中心 
偃师市聚贤路污水处理厂内 300 

4 
偃师市岳滩污水及再生水处理

厂分控中心 
偃师市岳滩污水处理厂内 300 

5 
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及再生水处

理厂分控中心 
偃师市南环路污水处理厂内 300 

6 西区监测点 1 府佑路与华夏西路交叉口 2.5 

7 西区监测点 2 府佑路与中州路交叉口 2.5 

8 西区监测点 3 府佑路与太和路交叉口 2.5 

9 西区监测点 4 相国大道与铁南一路交叉口 2.5 

10 西区监测点 5 聚贤路与永宁路交叉口 2.5 

11 西区监测点 6 聚贤路与滨河路交叉口 2.5 

12 东区监测点 1 槐新路与铁北一路交叉口 2.5 

13 东区监测点 2 槐新路与华夏路交叉口 2.5 

14 东区监测点 3 迎宾路与太学路交叉口 2.5 

15 东区监测点 4 文化路与东明路交叉口 2.5 

16 东区监测点 5 东环路与华夏路交叉口 2.5 

17 东区监测点 6 东环路与东明路交叉口 2.5 

18 伊洛片区监测点 1 相国大道与古城快速通道交叉口 2.5 

19 伊洛片区监测点 2 杜甫大道与学府路交叉口 2.5 

序号 工程名称 位置 
投资估算

（万元） 

20 伊洛片区监测点 3 杜甫大道与古城快速通道交叉口 2.5 

21 伊洛片区监测点 4 310 国道与工业大道交叉口 2.5 

22 伊洛片区监测点 5 
310 国道与偃师市岳滩污水 

处理厂接口处 
2.5 

23 顾县片区监测点 1 老 310 国道与经五路交叉口 2.5 

24 顾县片区监测点 2 经一路与纬三路交叉口 2.5 

25 顾县片区监测点 3 南环路与东环路交叉口 2.5 

 


